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版《刘海砍樵》九狐仙剧照（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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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薇

最近， 湖南省花鼓戏剧院启动了大
型魔幻音乐剧《刘海砍樵》的创排，编剧、
导演、舞美等主创人员已经敲定，新剧本
也已“出炉”。

作为家喻户晓的湖南花鼓戏名段，
《刘海砍樵》中“刘海哥”和“胡大姐”的对
唱已成经典。关于《刘海砍樵》的“前世今
生”，知道的人却并不很多。 作为老花鼓
戏《刘海砍樵》（又名《刘海戏金蟾》）的编
剧、导演，82岁的著名剧作家银汉光娓娓
道来……

“淫戏”意外“翻身”
花鼓戏兴起于民间， 在解放前被叫

为“淫戏”，不准到剧院演出。 而《刘海砍
樵》的故事取材于湖南民间神话传说，讲
述了樵夫刘海与化为人形的狐仙胡秀英
相识、相恋，并智斗金蟾的神话爱情。 当
时的版本因掺杂了一些迷信等不健康的
内容而受到排斥，难登大雅之堂。

1952年， 时任长沙市花鼓戏剧团团
长的何冬保，将《刘海砍樵》中的精华改
编成折子戏， 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
摩演出大会， 并一举夺得了二等奖，随
后，《刘海砍樵》在全国演出。“淫戏”意外
“翻身”，登上了大雅之堂。 自此，业内把
何冬保版的《刘海砍樵》称为“小砍樵”。

“小砍樵”变成“大砍樵”
1957年，湖南省花鼓戏剧院带着“小

砍樵”等几个小戏在全国巡演，在南京演
出时却遭遇到冷场。

银汉光接受了团里的紧急任务———
加工“小砍樵”，并与王方之、钟宜淳一起
修改《刘海砍樵》全本。3天后，新版《刘海
砍樵》问世。 4天后，“大砍樵”挂牌演出，
引起轰动，连演13场。

《刘海砍樵》
展现劳动者的美

这是一出歌颂普通劳动者爱情的
戏。无论剧情、人物、背景还是音乐，处处
可见劳动者的美。

故事主人公樵夫刘海和狐仙胡秀英
的爱情不是酸酸结结，卿卿我我。观众所
看到的是一幅开诚相见、孝亲敬长、男耕
女织、勤劳兴家的劳动者的婚恋图。

银汉光说：“我把众狐仙姐妹当成劳
动者群来描写， 她们都是抹上妖仙色彩
的普通姐妹。 她们热情慷慨、助人为乐；
她们嫉恶如仇、 见义勇为； 她们无视礼
教、泼辣大胆；她们出之于理想，是美的
化身。 ”

《刘海砍樵》中的竹林、茅舍、瓜藤、
水桶等农家景观也在舞台一一展现，洋

溢着劳动之美、和谐之美。

愈民族化 愈国际化
1983年，《刘海砍樵》应邀访美演出，

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 带有浓郁湖南
乡土味的方言土语，“你讨了堂客啊！ ”、
“我崽就来！ ”等家乡话获得了湖南老乡
的满堂喝彩。

台湾一位著名导演评价说：“这部戏
充满湖南人民的生活气息。 我虽未到过
湖南，但我想象得出，湖南人的性格是粗
犷朴实、热情开朗的；我能想象得出，湖
南老乡是怎样砍柴，怎样种瓜，怎样恋爱
的……”

美国著名记者周幼康认为， 通俗易
懂、跌宕起伏的剧情，生动细腻的表演，
明快紧凑的音乐，色彩鲜艳、考究的服装
以及精美的舞台布景都是该剧获得成功

的重要因素。
颂扬正义、同情贫苦、孝亲敬友、忠

于爱情的主题思想，跨越了国界，引起了
广泛的情感共鸣。

越有民族特色的东西， 越能受到世
界人民的喜爱。花鼓小戏，也能进入国际
舞台。

注册刘海砍樵演艺公司
新版 《刘海砍樵》 的编剧之一银铮

铮，是银汉光的女儿。银铮铮说：“父亲为
《刘海砍樵》呕心沥血，这戏也给父亲带
来了耀眼的荣誉。 父亲像对待最钟爱的
孩子般关爱它。剧本每一点小改动，父亲
都反复斟酌，一处细小的瑕疵也不放过，
其认真、执着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 ”

据悉， 湖南省花鼓戏剧院已经注册
湖南刘海砍樵演艺有限公司。新版《刘海
砍樵》将以公司化的运营模式来运作。

晏建怀

作品极雅致 ， 人却极通
融 ， 与人为善 ， 入乡随俗 ，
极易亲近 。 这就是居于株洲
的湖南著名作家聂鑫森先生。

聂先生性格爽朗 ， 快人
快语 ， 浑身都是热情 。 不自
命清高 ， 不自以为是 ， 上也
上点 ， 下也下点 ， 一团人间
“烟火气”。 聂先生的朋辈中，
既有作家、 编辑， 又有画家、
收藏家 ； 既有官员 、 商人 ，
又有工人 、 农民 。 甚至为他
送过信件的邮递员 ， 都成了
他的好朋友。

每每临近春节 ， 人家都
放下工作享受天伦之乐了 ，
聂先生却更加忙碌 。 他要集
中这段时间 ， 把一腔浓浓的
情意倾注在一幅幅画作中 ，
铺开宣纸， 挥毫泼墨， 题诗、
签名 、 盖章 ， 然后邮寄到天
南海北的朋友们手中 。 朋友
们都为拥有一个这样学问深
厚 、 心地坦诚 、 为人热心的
朋友而骄傲。 就这一点来说，
聂先生极似胡适 。 著名作家
阿成曾借 “我的朋友胡适之”
这句话 ， 写过一篇 “朋友聂
鑫森”， 给予盛赞。

聂先生出版专著40多部，
许多作品被翻译成英 、 法 、
日 、 俄等文字介绍到国外 。

平日里 ， 向他请教的小辈后
生络绎不绝 ， 聂先生来者不
拒 。 他还与朋友们一起 ， 挤
出时间 ， 在株洲免费开了一
个 “国学大讲坛”， 讲授 “中
国酒文化 ”、 “中国老忌讳 ”
等系列知识 ， 给后辈洞开了
一个通向中国文化的窗口。

我与聂先生同居一市 ，
有幸成为聂先生众多学生中
的一位。

有次 ， 我试探性地向聂
先生说 ， 希望得到他一幅以
此为题的字画 。 当时 ， 在场
的人很多 ， 聂先生正忙不迭
地解答着大家的问题 。 说完
后， 我也没放在心上。 谁知，
仅一周后 ， 我便接到聂先生
的电话， 让我上他家里一趟。
我一进门 ， 聂先生便从书房
取出一幅画 ， 画上是一些淡
雅的青蔬之类 ， 旁边用行书
题 写 着 ： “青 蔬 味 永 正 如
书———《后汉书·段颎传 》 中
有句云 ： 长乃折节好古学 。
今建怀索画 ， 以此为题 。 书
为至宝 ， 中有无穷乐趣 ， 常
人安识哉？” 后面是聂先生的
签章 。 画的意境和题签 ， 正
是我梦寐以求的。

聂先生作品追求卓越，为
人却崇尚朴实 ； 艺术追求向
上，做人却谦恭向下。 善良，真
诚，友好，充满人间“烟火气”。

杜浩

图书出版竞争激烈， 数字阅读异
军突起， 以及其他新媒体技术形式的
信息阅读，使图书出版、阅读充满了严
峻的挑战。图书出版该怎么办？图书的
写作者该怎么办？

面对这一出版阅读形势，不少图书
出版商和作者“玩”起了各种吸引读者
眼球的图书促销广告术， 不遗余力、绞
尽脑汁，以期摆脱图书出版的困境……

前不久 ，一本名为 《好玩的书 》出
版。 出版方竟然将“撕书”作为一个卖

点。 “你可以撕掉它，把它漂流出去、当
作道具，它可以逗你笑、随便你怎么折
腾……”这本出版物的推介活动，已偏
离了图书、阅读本身，不像文化阅读活
动，而是热闹的娱乐。

另一本图书是悬疑小说 《天道密
码 》，它的促销是搞 “互动寻宝 ”的游
戏。 出版方告示读者：“谁能打开20位
的密码锁，谁就是大奖得主!”读者一边
读书，一边寻宝。 其实，读者感兴趣的
还是这个大奖， 与图书本身激起的阅
读欲望有多大关系呢？

在图书出版市场上，畅销书种类很

多。 比如，文化名家推出的新书、网络走
红新人的自传、网络流行小说、休闲娱
乐的大众读物、养生健康理疗类的书籍
等等。 一些新书宣传造势很大，在市场
营销策划方面，可谓用足了功夫。

变着花样出书， 不是长久的解决
办法。 无论是数字电子还是传统阅读，
图书最重要的是内容和题材。 书是让
人来看的。 提升出版内容，才是出版人
应该考虑的重中之重。 传统图书不会
消亡，总有一批优质读者坚守。 纸质书
只有保证内容质量，回归阅读本位，才
能留住阅读人群。

文化视点
文化人物

文化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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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鑫森的“烟火气”

“图书广告术”能否拯救出版和阅读？

《刘海砍樵》的
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著名剧作家银汉光一席谈

本报8月16日讯 （记者
陈惠芳 ） 作为 “文学湘军 ”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湖南
诗人又有了新的集结。 最近，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 《湖
南青年诗选》。

这是一本展现湖南诗坛
30年青年诗歌史全貌的诗选，
由客居深圳的湖南诗人李晃
主编。 该诗选收入221位湖南
诗人的345首诗作。 按诗人出
生年月排序， 设50后、 60后、
70后 、 80后四卷 。 《天涯 》

杂志主编 、 诗评家李少君在
《湖南青年诗选》 序言中评介
道 ： “有些诗人身居高位 ，
但也沉下心来 ， 默默写作 ；
有些诗人漂泊异乡 ， 却也安
心安居 ， 闲暇时拿起笔来 ；
还有一些诗人 ， 在喧嚣的世
界中守护自己内心的一个独
特的空间 ； 也有些诗人 ， 以
诗疗治伤痛 ， 心平气和地舔
着自己的伤口……他们都能
在生活中细细体会真 、 善 、
美与爱”。

《湖南青年诗选》出版

（紧接1版①）要倡导全民创业，激发全
社会创业激情， 使各种生产要素和资
源得到合理配置，发挥最大效益。 希望
这次评选出来的100强私营企业志存
高远， 将自身发展与全省经济社会建
设相结合 ，增强使命感 、责任感 ，在科
学发展上模范带头， 推进企业从传统

治理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转型， 切实
做强做大、做精做专；在诚信守法上模
范带头，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有
关方针政策， 坚持依法经营、 诚信经
营；在回报社会上模范带头，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 ，主动关注民生 ，回报社会 ，
热心公益事业，为民生发展尽一份心，

为社会进步出一份力。
甘国屏要求， 各级个体私营企业

协会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帮助
广大个体私营企业拓宽发展视野 ，提
高发展能力， 为个体私营企业做大做
强提供更好服务，营造更好环境。

省政府秘书长盛茂林出席。

（紧接1版②） 在品牌兴企方面， 引导
和支持企业创建自主品牌， 支持企业
申请认定湖南省著名商标和中国驰名
商标； 在网络营销方面， 鼓励支持企
业发展网络交易平台或电子商城， 开

展网上采购、 营销、 服务等电子商务
应用活动。 在拓展市场方面， 引导企
业参加行业性展览展销等各类合作 ，
支持企业牵头举办专业性展会和区域
性展会； 在诚信经营方面， 进一步完

善 “经济户口” 信用分类、 预警警示
的监管机制， 通过组织开展企业社会
责任评价、 完善诚信体系、 加强规范
引导等方式， 促进企业诚信建设， 提
高信用等级。

展现30年青年诗歌史全貌的诗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