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新闻 ２０13年2月5日 星期二10

! ! "# "#!$%&'()
"$!%$!% *+,! -'(./0
$&"$'"!%"!#"""""(!1'(./
0 $## 2*345678, !#
9 !:9,; &#' <=> !?@
ABCDEFGHIJK " 9
L,$

!"!#$%&'(
MNO%MPQ"RST!7

UVWXYZQ[J\]Q^
_`A$aJb[c,de$ f
ghijklmnopq'(
r "$!%$!% *[s,tu&&&
mXBC[vwx$

vwxyz{ "$$$ \o+
|}~q'(!��\m{�D
���!n����X�p$a
[�� )*+,$��}a�o "$ �

���! 7�pX�-��[�
���$ ��J,[p7���
. >[��a ! ¡p¢FGH
&#' <>£,$ 2¤¥¦+,§
vwxojkX�J,H!n¨
©ª�«¬®¯°H±Q!�
²³±Q7+|´µ¶!·³§
m¸X¹º»¼a ½WJH
£,§/o¾¿ÀÁÂÃm!�7
¥¦ÄÅÆt�DÇÈ$ vwx
¢É_t�ÊVW! zË�\m
X��J�´ÌÍ,! ÎÏ[Ð
Ñ�DJ�Ò8,[! �²³�
�X�ÓÔJH«78,!&#' <
>´p«ÍÕÖ! Ë´+b´Å
Æ×pØ[! ¡pX��pÙÚ
ÛÜQÝÞß�oÞß�$ ´�
��àpáâH$a&'(!3
ãäåæÁÁçç�«¬\H'

)*+,-./012
èé,;[êë!vwxÉ

ìDH7W[íî (ïw !ëm
ðñãä[xòóôõ0Íö
÷7øùúfû )I� !á\[
¬ÑãüýHþÿ!X�!"#
$éÀ%&7W['() )§!
opëm*+X�[$a,-!
á\}a!X�.o/$aÊ´
+H!�7·D«b0&&&op
åæ+ã$a*91!à230
$a[7ÊQ!4$a5b67
[8.9:;<=># 0!"1

?@A%BCA%BDE %FGA
$a`HIJ4mKLM+NH *$
aO$+PQ�\,RhST*91-
uòÆ$
34!56789:;<=>?@

! ! "# Ü! ?@AUVWUWX
YÍZ`ÝA$aJbu[�\ç]
^=! _`õRhH?@A .%!""$."
.*91a .%!""$"( .*91[-
u! 0zbO>HRh;ac\[d
$$ IJ .%!""$." .*91[-ue
3!IfQgÀJhij!klûë+
mnos ! �\=mãJ7iYp
--qr!?@[E.A%s/�Êtu
vHRhST*91òÆ$

AB!CDE?@FGH.
! ! %! Ü! BCA$aJb�w

Axs "$ yST*91-uz+{
|!!/zbN+¸}~|!�«H�
zb[ST! õ�zbO¦IÜ[d
$${|!��§!�«ä��H !$$$
>[Rh;$

IJ!=>DE
?@K/5

�Ü!0êã�
ST[*91-u
aaU�«�a�

P[HI! ��A$aJb�w+N
HHIRhST-uaaU[òÆ !
0 &. ������DIz��ST
�O>�%�a�� !$$$ >Rh;$

LM!CDE2NFOP)QR
`cH�ImKLM!XG$a�

Æ*$aO$+PQ�\,RhST1�
òÆ$ ! ! %! Ü!XGA$aJb��
ä�Ê�s%Ase .. ãST1�O
>H�b��æéIÜ[h $

!#$% !&' () *+"

###,-.)$
AB./ST/UVWX
YPZ[\]

! ! "# Ü¦¡ !$ �!*¢cH+$
a£�¤¥¦ä, a §¨;_©ª
«¬�`CAUVWu®$ òÆ¯
+(Axs¤¥¦ä &! � ! IJ !&
�°(¼±²³_©ª«¬�$ ¬�
¦ !!& y°(¼±¦´�µH�ä
'$$ >[§¨;+(¶$ ! ! %$ Ü!
CAUVWUWF·¸¹% A$aJ
bu[º»¼7®½¾H¿Às %Á
ÂsIz[¤Ã¦ä°(¼±! õÄ
Å%zbO>�ä '$$ >[§¨;+
(¶$ !!&'"

*�7ÆQ@7·`Ç%ãÈä
ÉÊËÌßÍÍÎ¬! {ÏÐ¦_�
OÏ�J+ 0-Ñ1�«ÒÓ!Ô@
ÕÖ7×!Øtàp¬!Ù@�ÚH7
«TÛ' ¼ãÈ¦ä!@oOæ0Ü10
uÛ[a )¼ÝxÓ[¸Þ!ßÔo
�à0á1-âH!ã¼äå' ,

7Ë-u�!HIK�!_`Ï�
J+ *-â,Ù°Á¢!foDaU~
½7Ë!ë�æ\ %çè%½¸¾ÑL

ë$ ��>�¦é>7«a *-â,!
êë^bì! íâîÈï�b[Óð!
�O^HJs,[ñ`!7uát$ ¼
ò-?ó!ôÏ�J+ *-â,�0�
�$õ��ö÷øù!^Zú¾$

ûü *ý$KÅ,%*0I1sÁç
%,%*sþsõ,%c¦A[ *ÿcH ,%
*!"#$,%$,%& !$$ <>[*'
¬xò,%*()*+,8Ä�Ê,�`
cH�I0sãO$-$$ !&/"

!"#$%#&'()*+,-. /012345

!
"
#
$
%
&
'
(
)
*
+
,
-
.
/
0
1
2
3
4
5
-
6

!"#$"%&'()* +,-./012

01234565789:;<=>%

?@ABCDEFGH>%

本报记者 文热心

“这是菊花石雕艺术作品第一次上邮票！ ”
1月29日，湖南省菊花石雕工艺美术大师、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曹明珠，拿
出今年初由中国集邮总公司等单位出版发行
的《中华文化名家———曹明珠大师菊花石雕艺
术成就邮票卡纪念珍藏册》，告诉记者。

“我作为一个‘玩石人’，觉得这一辈子没有
辜负大自然对浏阳的恩赐。 ”曹明珠一脸阳光。

“玩”到50岁，才是一鸣惊人时
人们还会记得那组镜头：2005年5月8日，

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湘时，时任湖南省委
书记杨正午代表湖南送给他的第一件礼品就
是名为《岁岁平安》的浏阳菊花石雕。

展现在观众眼前这件菊花石雕，其实是一
个薰瓶造型。 瓶的左边是一朵直径为340毫米
的天然“菊花”，瓶的两边耳环上各有一条栩栩
如生的龙，瓶的两侧各有一条25环石链。 无疑，
作品造型的美丽、奇特，雕技的神巧、精细，让
主人荣光自豪，让客人惊叹不已。

此时在浏阳古港观看电视的曹明珠眼睛
湿润了，因为《岁岁平安》就出自他手。 可又有
几人能知“岁岁”含义？

他从13岁开始摸刻刀， 16岁时开始玩菊
花石， 到完成这件作品的1999年， 正是他的
50岁生日。 瓶在中国传统文化意寓着“平”，

平安、 平和……这个共和国的同龄人， 将祝
愿新中国长治久安、 繁荣昌盛， 企盼自己的
雕刻艺术道路以后顺畅无碍、 成果不断之意
寓于其中。 这以前， 虽然独创了菊花石雕刻
“三雕” 技法， 也在全国获得过这个奖、 那个
奖的， 可日子过得不轻松。 用妻子吴雪梅的
话说是， 人家搞的那些小玩儿都可以卖钱，
而曹明珠搞的“好家伙” 却中看不中“用”。
作为一个家庭， 4张口得吃饭、 两个孩子得读
书， 而曹明珠整个心思在石头， 连孩子上大
学的学费， 都得靠妻子出面借。

当《岁岁平安》一鸣惊人、声震海峡两岸
时，也当款项到达他账户时，他能不激动万分？
他用一句“这些年苦了你们”向妻子真情道歉。

“曹氏三法”，精湛技艺令人击节
在浏阳明珠菊花石艺术馆里，摆在最突出

位置是《竹报平安》、《采和恋秋》。 两件作品集
中体现了曹氏艺术理念和独创的圆雕、 镂空
雕、透雕三法。

后者体现了曹明珠“因材施艺、因花施艺”
的石雕艺术理念： 一块石料隔空有两朵菊花，

曹明珠将作品造型为一个花篮， 两朵
菊花恰好在“篮”前“篮”后；如此，也就
意寓着仙人蓝采和采摘菊花满载而
归；如此丰收、美丽的秋天让仙人都留
恋，何况凡夫俗子？

前者的造型是竹子开花抱（报）瓶
（平）。 坯子本是一块两吨多重的菊花
石料，被曹明珠做“减法题”降为103公
斤，而仍然是高1、73米、宽O、83米的庞
然大物， 被称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
菊花石镂空雕作品。 瓶身全部镂空，而
瓶壁厚度仅12毫米； 瓶两边各悬挂着
一条石链， 各由两个大环和22个小环
组成，环的直径只有4毫米。 当这件作
品送到国家博物馆展出时， 就是专业
人士也问：“这是一块石头上雕出来的
么？ ”可仪器检测的结果让人们不得不
打上“！ ”，称赞作者的精湛雕刻技艺不
同凡响。

这道“减法题”其所以难做，是因为石头的
柔韧度与竹篾、铁丝相比，简直就是80岁老太
与10多岁女体操选手比赛平衡木。 雕刻时稍不

小心，一处断裂，作品报废，几年工夫白费。 因
此，自清乾隆初年发现菊花石到上个世纪50年
代，菊花石雕刻技艺主要还是平雕、浅浮雕、深
浮雕，作品也主要是砚台、笔筒、水池等。 而圆

雕、镂空雕、透雕不仅把菊花石雕造型为立体，
更可以像篾织品那样， 让作品有着多层次、广
空间、大深度。

寻找路上，“摔”出了一个传奇
正如妻子吴雪梅那样数落丈夫，曹明珠一

天到晚就是找石头、雕石头。
雕石头首先得找到石头———含有菊花石

的石料。 据史载，菊花石于1740年发现于浏阳
永和蝴蝶山的浏阳河段， 随着它的价值被认
识，也就被雕琢成审美物摆上案头。 长期的开
采，不仅资源濒于枯竭，而且开采成本增大，又
破坏生态。

于是，曹明珠决心另外开辟资源。 他把目
光盯上了稍下游的古港山头。 道理很简单，同
样的地质地貌，而且都在一个水系上，怎么会
没有同样的石头呢？

那段时间里，他就一条短裤，一件T恤在山
头转悠着。 这天下一个山沟，一个趔趄，眼看就
要摔倒，他慌忙抓住一个石头，总算立住了脚，
待他回过神来，手掌下那块石头上是一朵美丽
的石菊花。

功夫不负有心人，还是上苍垂爱痴情人？
这以后，许多成功的作品，如《野溪趣》、《岁

岁平安》、《盼》、《采和恋秋》的石料都出自古港。
曹明珠的成功，凭的是一腔对菊花石雕艺

术的痴情。

金鹰卡通全国首推
动漫周播剧场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曾彦
铭） 中国第一个动漫周播剧场2月1日在金鹰卡通播
出，在尚属空白的国内动画界大胆推出了第一档“麦咭
周播剧场”。

据了解，该频道将“麦咭周播剧场”放在最黄金
档的周末以连播3集的大容量形式播出。首部登上动
漫周播剧场舞台的， 是在线儿童虚拟社区淘米网制
作的《赛尔号》第二部。 金鹰卡通原创的时尚偶像动
画大片《星光麦咭学园》，也将在今年登场。

金鹰卡通负责人表示，推出周播剧场，完全打
破目前国产动画片每天两集的播出规律， 可以给
观众造成强烈的观看好奇心。 由于播放间隔时间
较长，为了提升收视率，进入周播剧场的动画片必
须是“精品”，因此周播剧场将会催生更多的国产
优秀动画片。

“两型社会”文艺采风作品
长株潭巡展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李国斌）2月1日至3日，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文艺采风作品展在长沙
简牍博物馆举行。共展出《湘江北去》等6篇文学作
品、《麓山红叶》 等46幅美术作品、《农民村落美如
画》等15幅摄影作品，以及2首音乐作品和17幅书
法作品。

记者看到，作品中描绘了长株潭“两型社会”建
设带来的巨大变化、 美丽的城市环境和幸福的人文
氛围。据悉，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文艺采风创作
活动于2012年10月30日启动， 共有文学、 美术、摄
影、书法、音乐等门类的40余位文艺家参与。 作品将
在长株潭3市举行巡回展，此次展览是第一站。

“石痴”曹明珠

瓷版画作品《秋色赋》
拍出35万元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邹蓬）
最近， 由湖南省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主办的

“2013年迎春艺术精品拍卖会” 在长沙简牍博物
馆举行。 在我省今年来最大规模的拍卖会上，747
件艺术精品亮相竞拍。

本次拍卖会以名家书画作品为主， 拍品中有
已故著名湘籍画家钟增亚先生的作品， 也有刘大
为等国内名家的作品。 所有拍品均经艺术家或其
家属鉴定和认可，确保其艺术与收藏价值。 其中，
瓷版画作品《秋色赋》和“称心如意”紫砂壶格外受
人青睐。《秋色赋》由陶瓷艺术大师徐胜谷制作，将
绘画与瓷艺相结合，表达出独特的艺术风格，最终
以35万元成交；由紫砂大师许四海设计、工艺美术
大师邓廷毅监制的“称心如意”紫砂壶也交出不错
的成绩单，以2.5万元成交。

■文化人物

■文化视点

春节，文化大餐等你“吃”
■文化大观园

2月4日，湖南烈士公园迎春艺术灯会吸引市民驻足观赏。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曹明珠。 通讯员 摄

本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周东平

蛇年春节将至， 人们正忙着采办年货，
节日气氛渐浓。 这个年怎么过？ 也许大家已
经在盘算。

春节期间，走亲访友，享受美味佳肴，自
然必不可少。 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春节期
间，省会长沙将有演出、庙会、画展、灯展等
丰富的文化活动，供市民参与。 大家不妨离
开牌桌，放下鼠标，过个充实的“文化年”。

看演出：11台精品剧目演出23场
以往春节， 文艺院团与市民一起放假。

今年，省直文艺院团将举行23场惠民演出。
农历正月初三至正月十五（2月12日至

24日），由省文化厅主办的“文化春节·亲情
演出季”———省直文艺院团优秀剧目惠民演
出活动在长沙举行。

此次活动是省文化厅精心策划组织的
一次大型惠民活动， 省直7个文艺院团和湖
南花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将分别在湖南大
剧院、红色剧院、湘江剧场等6个剧场演出23
场，其中花鼓戏7场、湘剧2场、京剧2场、杂技
3场、话剧4场、歌舞晚会2场、木偶皮影戏2
场、交响音乐会1场。

据省文化厅副厅长雷鸣强介绍，这次惠
民演出，演出规模大，时间跨度长，参演剧目

艺术门类齐全，京剧《白蛇传》、花鼓戏《接来
乡里爹和娘》、湘剧《谭嗣同》、多媒体梦幻杂
技剧《芙蓉国里》、儿童剧《马兰花》等，都是我
省近年来创作生产的精品。

他表示，演出活动以“惠民”为宗旨，除部
分剧目推出低价门票外，其他大部分为公益演
出。 活动期间，农民工、残疾人、低收入群体的
观众，可以凭有关证明提前到剧场领取赠票。

乐游玩：庙会、灯展、艺术展任你选
看完演出，市民还可去逛庙会、观灯展、

看画展……
2月4日至24日，开福区开福寺文化广场

沿线将举行第四届“祥和中国节，开福喜乐
会”大型灯展庙会活动。 赏灯、祈福、品味小
吃、抽奖，看长沙“捏面高人”彭支宁、老北京
风车制作人谢和平、汨罗高跷队、魔术、杂耍
艺人的表演，找回消失已久的庙会记忆。 喜
乐会现场，还有有奖猜灯谜活动。

湖南烈士公园“年嘉湖水上迎春艺术灯
会”已经开灯，直至2月25日市民都能免费欣
赏。 相比往年灯会，今年烈士公园春节灯会
将主题放在水上，以公园正南门、游乐园、年
嘉湖水面和东大门为布展主线，内容以华夏
文化、湖湘溢彩为主题。

如果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博物馆、图书
馆是不错的选择。 记者了解到，省图书馆春

节期间从正月初四起开放，正月十五将举行
元宵猜灯谜活动。

长沙市博物馆2月3日推出“大年潇
湘———迎新春湖南名家精品艺术联展”，时
间至2月28日。 共展出我省著名艺术家杨克
起、龙江飞的油画120余幅，及田希祖、李立、
李自健、陈白一、欧阳笃材、易图境等数十位
湖湘书画名家的140余幅作品。 该馆从正月
初三开始正常开放（每周一休馆）。

长沙简牍博物馆正月初三正常开放后，
“快乐寻宝”、“我来画国宝”、“考古体验”活动
照常进行，家长可以带孩子去体验考古和制
作简牍。

看电影：春节档、情人节档、
进口大片来袭

春节看电影， 许多影迷首选贺岁喜剧。
今年，由于春节档与情人节档“追尾”，这个
一年最短的月份挤进了近30部电影，以贺岁
喜剧、国产爱情片、好莱坞大片为主。

春节开始， 国产新片有挤爆银幕之势。
具体来说，2月10日大年初一这一天，就集中
了5部国产片。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爱情喜剧
《西游·降魔篇》，周星驰的金字招牌，加上黄
渤、文章、舒淇的名声品质，及《大话西游》早
年形成的口碑影响，不出意外，这部影片将
是很多观众的选择。

此外，王宝强、郭富城、梁家辉、王珞丹等
主演的《越来越好之村晚》，主打合家欢，属纯
粹搞笑贺岁型。 而黄渤、林志玲主演的《101次
求婚》，他们两人的奇怪情侣档颇具看点。《在
一起》中，甄子丹不玩武术谈感情，柯震东和陈
妍希则继《那些年》之后再度联手。

目前，进口大片《云图》和《007：大破天
幕杀机》余温未散。 情人节后，进口大片将再
度来袭。《侠探杰克》于2月16日登陆银幕，汤
姆·克鲁斯的加盟使之在春节档拥有极强的
竞争力。 2月22日上映的《霍比特人》，其故事
的时间背景设置在《指环王》第一部的60年
前，被认为是《指环王》系列前传。 之后的2月
28日，由雨果名著改编的歌舞电影《悲惨世
界》也将与影迷见面。

■链接》》》

文艺院团优秀剧目惠民演出时间
花鼓戏《五女拜寿》
演出时间：2月12日、13日15时
演出地点：红色剧院
湘剧《谭嗣同》
演出时间：2月14日15时
演出地点：湘江剧场
金蛇狂舞———蛇年新春民族音乐会
演出时间：2月15日15时
演出地点：湘江剧场
京剧《白蛇传》
演出时间：2月16日15时
演出地点：红色剧院
京剧经典折子戏专场

� � � �演出时间：2月17日15时
演出地点：红色剧院
多媒体梦幻杂技剧《芙蓉国里》
演出时间：2月14日15时，19日、24日20时
演出地点：芙蓉国剧场
花鼓戏《接来乡里爹和娘》
演出时间：2月14日、16日15时，15日、17日、

18日20时
演出地点：湖南大剧院
儿童剧《马兰花》
演出时间：2月17日15时 ，18日 、19日 、

20日19时30分
演出地点：湖南大剧院A厅
歌舞晚会《春天的祝福》
演出时间：2月20日、21日19时
演出地点：省歌舞剧院实验剧场
木偶皮影精品荟萃
演出时间：2月22日、23日19时
演出地点：湖南木偶皮影展演剧场
省交响乐团2013新春音乐会
演出时间：2月22日20时
演出地点：湖南大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