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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提起湘籍女高音歌唱家， 李谷一、
宋祖英、张也、吴碧霞、雷佳、王丽达、刘
一祯、 易秒英……一个个名字光芒四
射。相比女高音，湖南的男高音可就黯
淡多了。

近些年，湖南的男高音开始有所起
色，不论数量，还是演唱水平，均呈现上
升趋势。尤其是去年，湖南男高音联盟
成立，活跃在舞台上的湘籍男高音加入
联盟，相互交流、学习、切磋。通过这个
平台，有望推出一批湖南的男高音歌唱
家。

湖南声乐的“梦之队”
7月7日晚， 湖南音乐厅灯火通明。

“在这片大地上———湖南省音乐家协会
男高音联盟音乐会”，经过几个月的筹备
后上演。

这场音乐会是湖南省音协男高音联
盟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而举办的。联
盟中的40多位男高音艺术家从全国各地
赶到长沙演出。大家演唱了《松花江上》、
《游击队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地道战》等经典歌曲，及由金沙作词、肖
雅瑜作曲的新歌《在这片大地上》。精湛
的演出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这场演出从年初开始筹备，4月开始
排练。男高音联盟会长、邵阳学院音乐系
主任刘淮保说， 参与演出的男高音艺术
家们分散在各地， 大家平常都有教学或
演出任务，排练中克服了许多困难。尽管
没有报酬， 但是大家参与的积极性非常
高，在湖南省文化艺术基金会支持下，演
出圆满成功。

这是2014年12月19日湖南男高音联
盟成立后的第五场演出。这支队伍，通过
开展公益演出和公益活动， 已经具备一
定名气，被称为湖南声乐“梦之队”。

为湘籍男高音搭建平台
刘淮保介绍， 湖南省音协男高音联

盟， 是由有一定成就的湘籍男高音歌唱
家和男高音演唱爱好者组成的社会团
体， 旨在团结湖南优秀男高音声乐专业
人才，搭建声乐演唱、教学、创作及学术
研究平台。

联盟成员大多是“70”和“80后”、拥
有硕士学位或副教授职称以上、多次荣

获国内外重大声乐赛事大奖，并长年活
跃在大学讲台与演出舞台。目前，比较
优秀的湘籍男高音基本加入到联盟中
来。

提起成立男高音联盟的初衷， 刘淮
保说，当时几个人在一起商量，想为行业
做点什么，“觉得有一种使命感， 更好地
弘扬湖湘文化、民族文化。”他们的想法，
得到许多声乐前辈、 湖南省音乐家协会
领导的支持。

有句话说“三年出一个女高音，十年
出一个男高音”。 男高音联盟执行会长、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教务处主任黄新平告
诉记者，相比女高音，男高音在声音方面
存在先天劣势，要有所成就很不容易。

目前，湖南的男高音，数量上有所增
加， 演唱水平也在提升。 涌现出了刘淮
保、黄新平、袁双洋、安永明、贺继、余迩、
仇韬兀等一批优秀的歌唱家。

刘淮保说，希望借助男高音联盟，促
进青年艺术家的进步成长，发现、培养、
推出湖南的男高音歌唱家。

培养湖南声乐后备人才
2014年暑假，已酝酿多时、但还没正

式成立的男高音联盟组织10多位艺术家
赴桑植县采风。拜访了多位桑植民歌“歌
师傅”，学习他们的演唱方法，并收集了
400多首原汁原味的桑植民歌。

此行，还有一个收获。在桑植县白石
乡白石村， 他们被14岁小姑娘郑海玲清
脆的嗓音震撼， 当场决定给予郑海玲资
助和指导。今年，郑海玲不负众望，考上
了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黄新平说， 男高音联盟的一项重要
工作，就是发现边远山区的“好苗子”，培
养声乐后备人才。

上半年， 男高音联盟艺术家们奔赴
花垣、溆浦等偏远地区的中学，对家庭贫
困、 拥有突出音乐天赋且文化成绩优秀
的高一、高二学生进行选拔。7月18日，男
高音联盟和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助学， 从全省各地选拔出18位声乐特长
高中生， 开始在长沙接受一个月的声乐
专业训练， 所有费用由联盟和蓝思科技
负责。 联盟还安排艺术家， 对18位学生
“一对一”指导。

“不敢说做这些事能起到什么效果，
但是我们都信奉一句话： 请别忽视行动
的力量。”刘淮保说。

促进生物与数学学科
交叉融合

国内外专家聚怀化探讨生物数学课题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卢宗旺）8月2日，由广州大学主办、怀化学院承办的
2015生物数学国际学术会议，在怀化学院举行。

荷兰科学院院士奥都·迪克曼，芬兰科学院院士
麦茨·吉伦伯格，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迈克尔·特
瑞利及著名数学家詹姆士·基纳、 哈尔·史密斯、大
卫·特曼、葛伦·韦伯等，与来自中国大陆各地高校的
数学、生物学专家学者们齐聚一堂，探讨数学与生命
科学及医学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课题。

据了解， 此次学术会议旨在促进生物与数学学
科交叉融合，利用数学原理、方法提炼生命科学的基
本规律，引导人类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会
上， 外籍科学家向中国专家学者们介绍了数学生理
学、神经系统科学、可计算神经科学、生物医学等生
物数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一起探讨了结构种群
动力系统在生态及其进化中的应用、Banach空间的
线性算子及其生成元在种群中的应用， 剖析了流行
病、 传染病模型和微生物流行病传播模型的建立方
法及流行病优化控制的途径手段等。

演绎钢琴与青衣的交响诗

谭盾新作
《霸王别姬》首演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汤霞玲）7月31日晚，谭盾新作

《霸王别姬》在广州举行世界首演。这是一部结合了钢琴与京
剧青衣表演的双重协奏曲，取自梅派经典名剧《霸王别姬》。谭
盾让钢琴“饰演”男主角项羽，用青衣“饰演”女主角虞姬，重谱
绝世情缘。全剧分为四面楚歌、月色清明、饮酒虞歌、钢琴剑
舞、霸王别姬五个段落连奏。在钢琴与青衣的对话中演绎传颂
两千余年的经典故事。

湖南籍艺术家谭盾告诉记者， 这部作品是为庆祝梅兰芳
京剧艺术120年（双甲年），应广州交响乐团的委托而作。谭盾
十几岁就在湖南京剧团工作， 在京剧团拉琴和指挥。“自从演
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海港》和《磐石湾》，我就坠入了京剧的

‘情网’。”“钢琴和京剧承载着东西方的音乐与戏剧。用钢琴来
代表项羽，跟中国古代美人虞姬对话，会引伸出很多艺术纹理
和内容。如今，在中国，有三千万儿童学习钢琴。所以，我认为
通过京剧艺术的渗透把钢琴的演奏技巧和表演美学中国化，
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范畴。”

湖南男高音走向“舞台中央”

被公鸡啄出个病危
原来是糖尿病惹的祸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王建新

两个多月前被一只公鸡啄伤了右脚脚踝，随后伤口溃烂，
后发展成整条右腿大面积溃烂， 至今仍未彻底康复。7月30
日，家住邵东的尹华英在湘雅二医院急诊科，向记者讲述了这
次被啄之痛。

尹华英今年56岁，身体有点发福。5月3日那天，她像往常
一样出门放牛，刚走出门没多远，邻居家的公鸡突然蹿出来，
用力地啄了她的右脚踝。 当时她的伤口就出点血， 她也没在
意，擦了擦就照常干活去了。

可是她脚上的伤口一直没有好，整条腿都开始疼痛了。在
她的右腿胫前处，也开始出现溃烂、化脓。尹华英的家人这才
意识到严重，随后带她去邵东县、邵阳市求医，被查出患有糖
尿病，但是由于病情进展迅速，让很多医院束手无策。

6月23日，尹华英来到湘雅二医院急诊科就诊，当时她除
了右腿溃烂严重，已经出现肺部感染，肝、肾等多器官功能衰
竭，血项检查中白细胞计数（WBC）高达46.3*109/L，高出最
高临界值的近4倍， 属于典型的脓毒血症，“虽然患者神志清
楚，但是，她却有生命危险。”医生袁婷介绍说。

通过积极的抗感染， 血液透析以及营养支持治疗， 不久
后，尹华英的病情得以好转。然而，如何护理患者伤口，依然是
一大难关。

被公鸡啄一口怎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后遗症”？袁婷介
绍说，这只公鸡可能携带了细菌，但是糖尿病才是罪魁祸首。
身患糖尿病而且伤口溃烂如此严重的患者， 很多都不得不截
肢。幸好尹华英的心脏没有出现感染，而且腿部血运良好，才
让这条右腿有了保住的可能。

“患者的血糖目前控制较好，创面恢复良好。但是腿部伤
口的康复周期至少持续3到6个月，依然有不确定性，患者家属
一定要注意控制饮食，掌握糖尿病的自我保健护理。”李亚敏
护士长说。

8月2日，湖南图书馆少儿分馆，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趣味手指画。8月，该馆针对9岁以下小读者，推出了
趣味手工、疯狂科学、英语high翻天、阅读成长等系列暑期活动，让小朋友在玩耍中学习知识，培养动手与审美能
力，开开心心过暑期。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