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6日， 参赛选手
表演相声《谁的童年不犯
二》。当天，长沙市2015大
学生曲艺大赛决赛及颁
奖晚会，在湖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举行。本次大赛
有全省100多所大专院校
的曲艺社团和个人报名
参加初赛选拔，17个优秀
作品脱颖而出进入了决
赛，最终评出一、二、三等
奖及优秀奖。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陈薇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邓姝琳

5月23日晚，大型现代木偶剧《留守
大山的孩子》 在湖南省花鼓大舞台首
演。卡通造型的木偶，欢快清新的音乐，
留守儿童自强自立的故事，给现场孩子
和家长留下深刻印象。

该剧由著名剧作家徐耿声编剧，著
名导演何晓星担任总导演，湖南省木偶
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创排，是国内首
部原创现实主义题材木偶剧。

转变观念，关注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是一个广受关注的社会

现象。2014年， 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
承中心主任张帆就想创排一部关于留
守儿童的木偶剧，“出发点不是博取观
众的同情，而是展示留守孩子自强自立
的一面，其实他们有他们的快乐。”

张帆先后找人写了两稿，都不甚满
意。他又把故事梗概讲给上海的剧作家
徐耿声听，徐耿声被打动了，接手创作
剧本。 在他们共同努力下，该剧在立意
和剧情构筑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新
路，将“留守”升华成一个蕴含正能量的
词句：留住一脉相承的传统美德，守护
自然生态的美丽家园。

这样的立意， 激发了何晓星的兴
趣。作为上海木偶剧团原团长，何晓星
已经很多年不外出导戏。这一次，他欣
然接受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
中心的邀请。

锐意创新，木偶剧更丰富
更现代

剧中，刘佳、刘财、杨玉和盗鸟贼一起
掉入一个山洞。这段时长20多分钟，是黑
幕戏。在黑暗的“山洞里”，演员身穿黑色
的服装，伸直手臂操纵铁枝木偶。与湖南

杖头木偶不同，铁枝木偶属于“海派”木偶
戏。张帆告诉记者，引入铁枝木偶，是为戏
服务，让木偶剧表现更加丰富。

木偶设计也有突破。 头部加大，形
象卡通化，显得更加可爱。舞美设计上，
融合了多种艺术元素，通过制作、现代
灯光、特效等辅助手段来创造富有层次
的三维空间，展现出浪漫梦境的童话色
彩，让作品更富观赏性。

主创团队巧妙地在现实主义创作
手法中融合了童话色彩。 在山洞中，刘
佳梦见自己坐在被救的小白鹇身上，飞
到母亲打工的城市，并去月亮上见到了
日夜思念的父亲。何晓星认为，这样的
处理，让作品丰富多彩，更加贴近小观
众的审美需求。

以戏带人， 年轻主创和
演员成长

从5月16日在花鼓大舞台装台起，

俞涛每天带3套衣服， 每演一场汗湿了
就换一套。他在《留守大山的孩子》中，
与胡静、 杨雁一起操作盗鸟贼“邱驼
子”。俞涛说，从3月初开始排练后，两个
多月来，演职人员都没有休过假。木偶
的头部变大，控制的难度也增加，这次
排练他的右手磨出了4个茧。

“大家满腔热情投入创作，什么都不
计较，太难得了！”何晓星告诉记者，这是
他从艺40多年来最愉快的一次创作。

《留守大山的孩子》的主创团队，除
了导演、编剧是外请的，其余全部来自
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年
轻人挑起大梁，作曲姜微才30岁，舞美
设计张滴洋仅25岁。 两个多月的排练
中，前一个多月，何晓星指导演员排人
戏，后一个多月，又不厌其烦教演员操
纵木偶。张帆说，利用聘请的专家，培养
出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是这个剧目的
最大收获。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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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教2015年5月27日 星期三7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 � � �名片：
� � � � 罗铁生，1980年出生在新晃
侗族自治县。2007年11月， 以自
杀预防志愿者的身份 ， 获得
“关爱生命贡献力量奖 ”。2010
年 ，罗铁生进入 “特色教育 ”行
业，帮助的学生上千，用心理学
知识和爱心挽救了许多问题青
少年。 现为长沙市望城区睿智
教育培训学校校长。
� � � �故事：

罗铁生 5岁时母亲就过
世，父亲是转业军人。小学时，
他被同学老师误解偷盗， 深感
委屈，差点投河自尽 。这段心
路历程，让他长期关注自杀现
象和心理学。

2003年下半年， 在浙江台
州打工的罗铁生看到有媒体报
道， 不少人在其一生中都曾有
过自杀的想法。 他又得知自杀
心理还是世界性难题， 迄今还
没有科学合理地解释， 深受震
撼。罗铁生开始自学心理学，坐
着板凳趴在床上写下50万字的
书稿，自创“思想演变论”，提出

“和谐式教育”， 并完成了函授
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的
学习。

2007年， 罗铁生成功劝导

了一位自杀的老乡，自那位老乡
起， 先后有30多名轻生者经他
开导卸掉了沉重的包袱。特殊经
历让罗铁生意识到生命的珍贵，
他成为了全国关爱生命组织的
铁杆志愿者。

为了和酷爱的学科走得更
近，罗铁生到一些学校当心理辅
导员。2010年，罗铁生辅导了大
学生晓明（化名）。晓明大一时接
触网络并沉迷于其中，开始厌学
逃学，被送到“特色学校”。一段
时间后，晓明家收到罗老师一份
14页纸的传真，上面写满了关于
孩子问题症结的分析，以及对家
庭教育的建议。让当父母的既愧
疚，又感动。

“我活了21年，不知道为什
么而活。” 晓明告诉罗铁生,“爸
爸妈妈从不尊重我。小到去超市
买衣服，大到高考填志愿，只能
按照爸爸的意思来。” 他只有在
网络游戏中寻找“存在感”和“成
就感”， 而这恰恰是父母给予得
最少的东西。知道原因后，罗铁
生解开了晓明的心结。

2013年， 罗铁生朝自己的
梦想跨出了关键的一步,当上了
校长。作为“特色学校”，招收的
学生基本上是有网瘾、 叛逆出
走、性格孤僻、亲情淡漠、自闭、
人格异常、打架斗殴等不良习惯
和行为的个体。特色教育有如一
道屏障，让不少年轻人从犯罪边
缘走回了正常轨道。

罗铁生在学校贴上了一句
醒目的校训： 千教万教教人求
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罗铁生告诉记者，“特色教
育学校”脱胎于特训学校，湖南
现有这样的学校20多所。 由于
从业人员良莠不齐，各类品牌鱼
龙混杂，“特色教育” 还不够成
熟，需要探寻出适合自身的发展
模式，也需要政府和社会更多的
关注和扶持。

“特教”校长
解开万千心结

罗铁生 图/张杨

“明天计划”救治对象扩面，增加
手术定点医院

散居残疾孤儿可申请救助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记者 陈勇）今天，省“残疾

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领导小组在长沙宣布，根据民
政部“明天计划”拓展方案，从即日起，我省“明天计划”
救治对象由城乡各类社会福利机构中养育的病残儿
童，拓展至社会散居孤儿；手术定点医院除省人民医院
外，增加省儿童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两家医院。

据了解，省“明天计划”办公室已与手术定点医院
签署了医疗服务合作协议，还确定长沙市第一社会福
利院、株洲市儿童福利院、常德市康复医院、邵阳市儿
童福利院4家机构为脑瘫患儿术后康复训练示范基
地，4家基地分片负责全省社会福利机构脑瘫儿童的
康复训练和跟踪回访，并为周边社区脑瘫儿童提供康
复指导。

2004年，民政部发起“明天计划”项目，旨在为城
乡福利机构中0至18岁、 具有手术适应症的残疾孤儿
进行手术矫治和康复，治疗费用由部、省两级共同承
担。我省“明天计划”到目前为止，累计投入福彩公益金
3000余万元， 资助手术矫治和个案救治2100余人次，
其中1000余人术后被国内外家庭收养，实现了回归家
庭、走向社会、同等享受美好人生的愿望。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陈祁陵） 长期在
上海务工的程某携男友陈某回湖
南江永县老家订婚期间， 为寻开
心， 竟邀集亲友共同吸食冰毒助
兴。近日，江永县人民法院以容留
他人吸毒罪分别判处程某拘役6
个月、缓刑8个月，判处陈某拘役5

个月、缓刑6个月，并各处罚金1万
元。

2015年1月初，程某、陈某决
定于1月28日在江永县程某家中
订婚，为寻求开心和刺激，程某事
先从上海购买了500元的毒品甲
基苯丙胺（冰毒），以备回家乡吸
食。1月26日，程某、陈某等人回到

江永县程某家中， 晚餐后返回县
城入住其事先预定的酒店房间。
当晚22时许， 程某拿出带回的冰
毒和锡纸、吸管等吸毒工具，与男
友陈某、堂妹程小某、朋友袁某采
取烫吸的方式一起吸食。 次日，4
人又聚集在酒店房间内一起吸食
冰毒，被公安民警查获。

情侣订婚冰毒待客 未进新房先入班房

湖南原创现实题材木偶剧开全国先河———

传递留守儿童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