
1933年 4月成立的中央苏区蓝衫剧团学校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艺术学校袁也是我党第一所专业戏剧学校遥 这所学校由著名红色戏剧家李伯钊创办袁她白
手起家办学袁呕心沥血袁培养了大量红色戏剧人才袁推动了苏区戏剧运动的蓬勃发展袁为苏区红色戏剧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遥

李伯钊办剧校虽然只有一年半的历史袁但它标志着苏区艺术教育事业的发端袁为党的宣传教育和文化事业留下许多宝贵经验和传统遥

遗失声明
绎谢文龙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遗 失 袁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院
92360781MA36QB683X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强牛食品贸易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绿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失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正本袁注册号院360781210003772袁
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绿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失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袁注册号院360781210003772袁
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绿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本袁证号院36078168599350X袁特此声明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200001175852号渊赖成龙冤身份证遗失袁
特此声明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198412261018号渊杨敏冤身份证遗失袁特
此声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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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瑞 金 市 绿 源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渊 注 册 号 院

360781210003772冤 经股东决定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公司袁现公司已经成立清算小组渊成员院谢兴峻尧谢艳林尧
负责人:谢兴峻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
瑞金市象湖镇南岗村谢屋村民小组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
权债务袁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遥特此公告浴联系人:谢兴峻尧
谢艳林 联系电话院13979781575

瑞金市绿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4月 4日

受到广泛的关注支持
每次外出巡回演出袁李伯钊既是组织者袁又

身兼编尧导尧演数职袁还要亲自登台遥 与此同时袁
她还要检查了解各个分社和剧团的工作袁 为他
们作业务指导袁将自己的几个拿手节目袁手把手
地教给分社的同志遥

他们的演出鼓舞了部队袁锻炼了自己袁还播
下了艺术的种子遥 李伯钊带领同志们在红一军
团演出后又转去别的部队袁 红一军团政委聂荣
臻还没看过瘾袁 遗憾地笑道院野怎么就放他们走
了钥 派人把他们追回来吧浴 冶后来得知他们已去
了红三军团袁才算作罢遥

与李伯钊尧刘月华共同被誉为苏区野三大赤
色红星冶之一的著名演员尧导演石联星多年后在回
忆李伯钊的时候仍然称赞有加院野1934年 1月第
二次全苏大会期间袁 中央领导同志都在沙洲坝新
建的中央大礼堂开会遥那时袁剧校演出的师生也在
那里遥突然袁敌机来了袁来得很快袁而且目标就是对
着这个大礼堂遥眼看敌机就在头上了袁伯钊同志迅
速指挥观众和大小演员们赶快进防空洞袁 她自己
却最后进去遥 高尔基戏剧学校和工农剧社的演员
未有伤亡袁这与伯钊同志的机智勇敢分不开遥 冶

李克农尧 钱壮飞尧 胡底被誉为隐蔽战线的
野龙潭三杰冶袁他们对戏剧学校非常关心遥除了参
加演出讲课外袁 他们还千方百计地帮助提高教
员的教学水平遥钱壮飞与胡底到苏区后袁两人都
在中央保卫局工作遥 胡底的性格与钱壮飞完全
不一样袁可他们两人又是那样和谐遥胡底性格活
跃随和袁与大人小孩都能玩儿到一起遥他讲课很
生动袁学员教员都愿意听他的课遥他不论在前方
后方袁 总是千方百计地抽出时间来写剧本遥 长
的尧短的尧多幕的尧独幕的尧讽刺的尧幽默的尧滑稽
的袁他都写遥 胡底还参加了叶杀上庐山曳叶最后的
晚餐曳 等剧的演出袁 干部与群众都喜欢看他的
戏遥

1934 年 2 月袁 为避免与国民党特务组织
野蓝衣社冶名称相混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
育部部长瞿秋白建议将野蓝衫剧团冶改为野中央
苏维埃剧团冶袁成为全国各个根据地中最大的专
业表演团体袁李伯钊仍任团长遥

同时袁根据瞿秋白的建议袁野蓝衫剧团学校冶
更名为野高尔基戏剧学校冶袁仍由李伯钊任校长遥
瞿秋白给学校推荐高尔基的小说叶母亲曳和戏剧
叶下层曳袁 他说院野那真正是表现劳动人民的小说
和戏剧遥 冶

学校校址设在瑞金叶坪的一个祠堂里袁设
备和校舍都十分简陋遥没有教具袁李伯钊就带领
教职员工自己做遥 没有床位袁学员就打地铺遥 有
一次周恩来到学校视察袁 见到此情此景后诙谐
地说院野伯钊同志袁 你们真是无产阶级的学校
呢浴 冶

蓝衫剧团学校在李伯钊的领导下袁 坚持边
教学尧边宣传演出袁为丰富中央苏区军民的文化
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这所我党创办的第一个
艺术院校袁虽然办学时间短袁但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袁 后来在延安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就借鉴了
它的办学经验遥

瑞金成立了一所剧团学校
李伯钊是中央苏区艺术教育事业的重要

拓荒者遥 1926年冬袁党组织派李伯钊去莫斯科
中山大学深造遥期间袁她参加一些文娱活动袁为
她后来从事文艺工作及在戏剧方面有所成就
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遥

1931年春袁李伯钊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工作遥
1932年 7月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部成
立艺术局袁李伯钊任局长遥 1933年 3月初袁为了
推动全苏区的戏剧运动袁少共中央局决定组建一
个专门培训艺术人才的训练班袁并由训练班学员
组成一个剧团遥 4月袁中央苏区成立了蓝衫剧团袁
李伯钊任团长遥 同时拟筹建蓝衫剧团学校袁培养
红军和地方的文艺骨干袁李伯钊任校长遥

1933年 4月 4日袁蓝衫剧团学校在瑞金叶
坪附近的一座古庙里正式成立了袁 从苏区和红
军中抽调来了第一批 40名学员遥为了排出一台
节目袁庆祝蓝衫剧团学校开学袁李伯钊为此付出
了大量的精力遥她面对面尧手把手尧一招一式尧不
厌其烦地教学员们做好每一个动作袁边讲解尧边
示范袁边教学尧边实习袁通过不懈的努力袁终于排
练出了第一台剧目要要要叶战斗的夏天曳袁 这是一
出反映苏区正在进行的查田运动的话剧遥

叶红色中华曳报以叶创造工农大众艺术的开
始曳为题袁报道了蓝衫剧团成立并演出成功的
消息遥李伯钊聘请红军学校的沈乙庚尧王普青尧
石联星尧刘月华尧施英等为剧校专职教员袁聘请
沙可夫尧胡底和钱壮飞等为兼职教员遥

蓝衫剧团学校教学工作是比较正规的遥李
伯钊借鉴苏联的办学经验袁结合苏区斗争的工
作实际袁提出了蓝衫剧团的办学思路院让学员
掌握戏剧运动及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常识袁有
组织地分配到各地的俱乐部尧剧社尧剧团去实
习袁组织研究会袁培养学员创造性遥 学习时间 4
个月袁实习时间还可适当增加遥 前一个月学习
唱歌尧舞蹈尧活报尧文字课和政治遥 后三个月学
习俱乐部问题尧戏剧理论等遥开展课外教育袁每
天早晚练习唱歌尧跳舞和军事操袁参加群众工
作及各种突击运动遥

中央苏区的条件十分艰苦袁李伯钊带领师
生克服办学困难遥没有教室袁就在破庙里上课曰
没有排练场地袁就在空坪上练习曰没有道具袁就
自己制作曰没有教材袁老师自己编写曰演出服装
就自备一套蓝衫曰所用的剧本袁几乎都是李伯
钊自己创作的红色题材袁就像她的名字野李伯
钊冶和笔名野戈丽冶一样袁富有革命性和战斗性遥

虽然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袁但
在李伯钊的言传身教下袁学员的学习热情非常
高涨遥李伯钊曾用野戈丽冶的笔名在报刊上发表
了文章袁 真实地记录了学生们感人的学习场
景院只要上课铃声一响袁大家争先恐后奔向教
室袁听课非常认真袁上课没有一点嘈杂声袁只要
教员一声口令野排活报冶袁马上一片清脆生动的
歌声遥 在明月当空的晚上袁他们就利用月光在
草场上练习白天学习的歌舞课程遥在化妆室的
镜子前袁常常有学生呆呆地在那里出神袁用尽
智慧在练习面部表情遥

在苏区巡回演出
李伯钊为办好蓝衫剧团学校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袁 她既是

校长又是教师袁既是导演又像大姐似的袁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尧
才能都献给了这批红色的艺术新苗遥

1933年 9月 14日袁 蓝衫剧团学校第一届学员经过五个
多月学习袁顺利毕业遥 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袁各机关团
体都派代表去祝贺遥 在毕业晚会上袁师生表演了歌舞和话剧遥
当晚袁蓝衫剧团学校毕业生汇报演出了话剧叶胜利曳和哑剧叶武
装保护秋收曳遥 据 9月 24日叶红色中华曳报道袁这次晚会的野每
个节目中都展示出蓝衫团学生有了新的成就噎噎表演技术也
相当纯熟冶遥

蓝衫剧团学校虽然培训时间不长袁 但是教学效果却非常
明显遥第 2期学员于 1933年 10月开学袁这期学员有地方上招
收的工农青年袁还有从部队招收的红军战士袁学校增设了一个
红军班遥

在李伯钊的倡导下袁 蓝衫剧团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原则袁艺术教育与现实斗争生活紧密联系袁课堂教学与实
习演出紧密结合遥 除经常排演活报剧尧小话剧尧歌舞节目进行
汇报演出和参加社会上的宣传活动外袁 李伯钊还充分发挥善
做宣传工作的特长袁率领蓝衫剧团去苏区所属的博生尧兴国尧
于都等地袁作示范性巡回演出遥

1933年 7月袁他们赴前线进行慰问演出袁同年八一建军
节袁蓝衫剧团在一方面军的运动和游艺赛大会上袁再次演出了
叶战斗的夏天曳等作品遥 1934年 1月袁李伯钊组织剧校师生参
加了野二苏大冶的晚会演出袁1934年 3月配合春耕宣传进行巡
回演出遥一系列的宣传演出活动袁在部队和地方上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遥 当时的叶红色中华曳报及时报道了他们的活动袁以叶蓝
衫剧团出发大获成功曳为题袁说他们为创造工农大众的艺术袁
野充分利用活的宣传袁 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冶袁野已经把普罗
戏剧的火星散到了各地冶遥

李伯钊不断组织剧校师生外出巡回演出袁 在实践中锻炼
和提高学员遥常常是白天深入各红军连队或苏区农村袁一面参
加战斗训练或生产劳动袁一面搜集创作素材和民歌及故事袁很
快编成反映现实生活的新节目在当地演出遥在 1934年的春耕
巡回演出中袁 李伯钊带领中华苏维埃剧团在一个月内就新创
作并演出了 3部新戏和几个歌舞活报遥 他们不仅演给苏区军
民看袁还演给白军士兵看袁在前沿阵地上直接向对面的敌军唱
歌尧说书和数快板遥

李伯钊与蓝衫剧团学校
阴何立波 本报记者危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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