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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4月6日至10日， 湖南省湘剧院院长
王阳娟、副院长周亚男一行6人到了地处
偏远的一个山村小学———江永县岩寺营
小学采风。 见到记者时，王阳娟透露，这
是湘剧高腔《月亮粑粑》的主创人员第三
次深入基层采风学习。

采风3次，只为精益求精
《月亮粑粑》是湖南省湘剧院创排的一

部新剧，2015年亮相第五届湖南艺术节，并
摘得“田汉大奖”。 该剧由“曹禺戏剧文学
奖”得主、国家一级编剧盛和煜担任编剧，

“梅花奖”得主、国内杰出女导演张曼君执
导， 湖南省湘剧院院长王阳娟担当剧中女
主角———乡村女教师秦雅云。

王阳娟说，第一次采风，她与导演张
曼君以及灯光、舞美、音乐制作一行人，
到凤凰一个偏僻的小村子， 观察当地学
校的外貌， 了解当地学生的生活现状和
老师的待遇情况。 第二次采风，是在盛和
煜带领下， 他们一行人到武冈一个贫穷
的山区，看到了比剧中还要破旧的校舍，
切实感受到了乡村教师和学生们的淳朴
纯真。

“通过这两次采访，我对剧中的角色
也有了一些贴切的理解。 对于生活在城
市的我而言， 要饰演出这样一个生活在
农村的角色，仅仅凭借剧本，她的日常动
作，她的想法情绪，我是无法完全把握好
的。 不去贴近生活， 不去真实接触这些
人，很多细节是仅凭想象做不到的。 ”王
阳娟认为，正是因为编剧、导演、演员以
及所有剧组成员，深入生活，接触了真实
的原型，才让《月亮粑粑》有了感染力。

“我们的目标不仅仅只是在省里取
得好成绩。 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是冲刺今
年中国艺术节上的‘文华大奖’。 为了精
益求精，真正演出农村的味道，我们萌生

了第三次采风的想法。 ”

贴近生活，为角色增添血肉
出发那天，大雨滂沱。 王阳娟、周亚

男一行6人往南驱车急驰，朝江永县岩寺
营小学赶去。

令王阳娟一行人诧异的是， 这个学
校全然不是过往采风地点那般破败的形
象。 校门上插着一面飘扬的国旗，学校有
两层楼，上下有4间教室。 前坪摆放着一
张乒乓球台。 小小的花坛里，树苗吐着嫩
绿，一派清新之气。

此行，他们要采访的主角，是这个学
校的校长兼老师———年过五旬的欧肇
林。 交谈中，欧肇林告诉采风团成员，之
前的学校也是破破烂烂的。 在好心人帮
助下，筹得一笔善款，学校才焕然一新。

巧合的是，欧肇林的生活轨迹与《月
亮粑粑》 剧里的主人公秦雅云有惊人的
相似：从事乡村教师30余年，视学生如己
出；让女儿替自己上课，以便自己年纪大
了以后女儿能接班； 爱人也留在学校里
为学生做饭……

“作为演员，我们居然在这次采风中找

到了生活的原型。 我们一边观察他们的一
举一动，暗自揣摩对方的动作；一边与他们
交流沟通，感受对方的情感。当欧肇林说到
自己的伤心事时，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并
很自然地用手把泪水抹到了脸的两边。 我
暗暗把这个动作记在了心里， 因为在剧中
我也会流泪。 ”王阳娟说。

这一行， 剧中的主要演员们深感收
获颇丰。 临走时，王阳娟作了一个决定。

走下舞台，艺术不仅是演绎
“我和同事们商量，回到长沙以后，义

演一场《月亮粑粑》，为岩寺营小学募捐善
款。这笔款项连同全体演职员的劳务费，全

部捐给这所小学， 帮孩子们实现一个愿
望———建一个操场。开会时，这个建议全
票通过。 ”说到这里，王阳娟笑得很灿
烂，“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作为
演员， 我们不仅在舞台上演绎这些人
物；同时，我们也要为这些需要帮助的
人做实事。 ”

这场义演，将在5月举行。 湖南省湘
剧院副院长周亚男说，近段时间，他们的
重点依然放在《月亮粑粑》的编排上。 自
2015年在湖南艺术节上展演之后，《月亮
粑粑》的文本已经修改了3次，力争在细
节上精益求精，冲刺今年中国艺术节“文
华大奖”。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 � � � 名片
张圣 ，1991年出生

于益阳市安化县，9岁开
始练习羽毛球 ，17岁进
入国家队， 曾在国家羽
毛球二队担任队长 ，全
国冠军。2012年退役时，
新西兰、 澳大利亚等国
向他伸出橄榄枝， 让他
加入其国 籍 为 该 国 效
力，均被他拒绝，最终他
选择留在湖南， 进入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从事体育教学，业余时间，他创办了花果山
羽毛球培训基地，专门给孩子们教授羽毛球的基本功，成了
名副其实的“美猴王”。

� � � � 故事
约张圣采访，他坚持把采访地点放在羽毛球场。
“球场才是我的主场。 ”张圣说，生活中他是个不自信的

人，只有在球场上，他才能充分展现自己。
张圣爱笑，哪怕是在训练最调皮的学生时，他仍是先把

笑容挂在脸上，然后才是严厉的眼神。
但这笑容的背后，却藏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劲。
张圣跟世界羽毛球冠军龚智超是安化同乡。 9岁那年，龚

智超在悉尼奥运会夺得女单冠军的消息传遍了安化县的大
街小巷。 年幼的张圣不服气，他觉得龚智超能拿世界冠军，为
国争光，自己也能。 当县里体校的专业教练来学校挑选羽毛
球苗子时，他第一个报了名，结果却落选了。 但他没有放弃，
而是天天跟着被选上的同学们一起去体校“旁听”，终于有一
天，教练发现了这个锲而不舍的孩子，决定让他练一练。 一练
成名，他不仅打败了当时体校里最厉害的同学，还一路打进
了市队、省队、国家队。

2010年，张圣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最辉煌的时期，这一
年他在全国青年羽毛球锦标赛甲组中， 战胜对手夺得了冠
军。 但这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张圣获得参赛的机会越来越
少，2012年，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决定从国家队退役。

退役时，张圣的技战术仍处于最佳状态，新西兰羽毛球
联盟的官员找到他在新西兰的亲戚，向张圣发出邀请，想以
特殊人才引进的方式邀请张圣加入该国国籍， 为该国效力，
澳大利亚也向张圣伸出了橄榄枝，最终都被张圣谢绝。

“出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张圣说，他想从事羽毛球教
学，做一个羽毛球运动的传承人。 当他得知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需要一名羽毛球老师时，他毛遂自荐，最终留在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成了一名体育老师。

从专业运动员成为老师后，张圣时常会有教别人打球的
冲动。

一次， 他在路上看到一位父亲正陪自己8岁的孩子在打
羽毛球，动作极不标准，他便走过去辅导了半个小时，直到孩
子掌握了动作要领他才离开。 后来他在很多羽毛球馆打球时
发现，儿童羽毛球教学存在很大的误区，从教的大多是羽毛
球爱好者，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动作不标准。 而扎实的基本功
和标准的动作是打好羽毛球最关键的两个方面，于是在工作
之余，他跟朋友成立了一个羽毛球培训基地，专门教孩子们
练基本功，只收取成本费。

由于收费较低，张圣又坚持不对成人教学，培训基地一
直未能盈利， 但张圣却把工作之余的时间全都耗在基地里，
很多朋友劝他：拿出一天的时间出去打一场业余比赛，获得
的奖金比教孩子们一个月的收入都高。 但张圣不为所动。

“人总得有点追求。 ”张圣说，当一名抛球都不会的孩子，
在自己的教授下能够跟同龄人对打时，那种成就感是多少钱
都买不来的。

现在来找张圣学打球的孩子越来越多，训练之余，孩子
们总喜欢围在张圣身边
做游戏， 再加上基地取
名叫“花果山”，张圣的
名字里又有个“圣”字，
孩子们都叫他“齐天大
圣”， 张圣也乐在其中，
做个快乐的“美猴王”。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涛 贺志华 李万钧

【案件通报】
近日,衡山县教育工作大会主动通报一

起多所县直学校领导涉案的校园腐败案，
对全县教育系统党员干部进行了警示教
育。

一年前的3月，衡山县纪委根据群众
举报， 严肃查处了这起县教育系统校园
腐败系列案件。 5所县直中学的校长、分
管后勤的副校长、 总务主任等13名干部
悉数落马， 成为衡山县教育系统一次查
处干部人数最多的腐败案件。

【案情分析】
2015年1月，衡山县纪委陆续接到群

众反映：衡阳某商贸有限公司进驻衡山，
在承包县直学校商店过程中存在严重的
违纪违法问题， 该公司与学校领导有不
正当的经济往来。

“从严从速查处，还教育一片净土。 ”
衡山县纪委迅速行动。

衡山县二中因学校规模大，“校长胆
子大”，被该公司作为承包学校商店“公
关”的第一站。 在未进行公开招投标的情
况下， 该公司成功承包衡山二中学校商
店， 该校校长李某云获得了公司老板熊
某送上的5万元“好处费”。

随着调查逐步深入， 李某云案又牵扯
出衡山县第二中学、第四中学、岳云中学、
职业中学、实验中学等5所县直中学的相关
领导， 他们皆因学校商店发包而收受了同
一家公司送出的2至12万元不等的钱物。

这直接成为该县教育系统校园腐败
系列案件案发的导火索。

办案人员发现，一向被视为“净土”
的校园，成为腐败的多发地，基建、采购、
后勤等领域成为校园腐败的“重灾区”。
公开招投标被抛到一边， 学校领导的权
力不受监督制约， 学校管理不公开不透
明，为校园腐败滋生提供了生存土壤。

据李某云交代， 长期为学校提供校服
的两位供应商陈某、蔡某，每年都要给自己
送上5千到2万元不等的红包礼金，2014年
学校增订冬装校服，陈某一次性送给其3万
元“好处费”。 在衡山二中修建学生公寓楼
的过程中， 基建老板李某为感谢李某云在
承建工程和拨付工程款方面给予的帮助，
分两次共送给他10万元“感谢费”。

李某云坦承，对于他来说，家里不差
钱，但面对“潜规则”时，自己变得麻木不
仁和心存侥幸，认为法不责众，大家都这
样，自己不要白不要。

根据公司老板熊某的供述， 面对金
钱的诱惑，李某云是半推半就，衡山实验
中学副校长李某却是主动索贿。 这位副

校长在与该公司结算学校商店承包费用
时， 主动要对方为其报销了自己与家人
在外旅游费7000元。他们本应为人师表，
如今却沦为阶下囚。

2015年9月9日， 李某云站在衡山县
法院被告席上， 泪流满面地连声说了三
声“对不起”，并向台下的同事、亲人、朋
友们深深地鞠了三躬。 他在忏悔书中写
道：“多想再回到神圣的三尺讲台， 重执
教鞭，用粉笔重新书写自己的人生。 ”可
惜，世上没有后悔药。

【纪委点评】

用制度铲除
教育腐败生存土壤
衡阳市纪委副书记 肖秀文

校园净土，绝不容许腐败横行。 衡山
县教育系统校园腐败系列案件， 令人警
醒，发人深省。 这起案件背后，一方面是
他们法纪观念淡薄， 道德防线失守， 另
一方面暴露出学校管理方面的诸多漏
洞。 教育主管部门一方面加强对学校管
理人员的廉政教育，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
学校的监管，特别是强化学校基建工程、
物资采购、 资金拨付等腐败多发领域的
监督制约机制建设，深化校务公开，从根
本上铲除教育腐败的生存土壤。

张圣：羽球国手
当上“孩子王”

全国首届轮椅马拉松
体验赛将在长沙举行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沙兆华）5月15日是全国助残
日，在全国助残日前夕，长沙将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轮椅马
拉松”体验赛。 今天上午，传播有限公司“生命之歌”首届全国
轮椅马拉松体验赛举行信息发布会。

本次活动由省民政厅、省残联、湖南日报社指导，湖南日
报社新闻影像中心、湖南省肢残协会、湖南川湘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生命之歌公益网联合主办。 马拉松体验赛于5月13日
上午8时在橘子洲风景区举行，届时，来自全国各地199名下
肢残障人士将用轮椅“丈量生命的力量”，奏响“生命之歌”。

血友病慈善援助项目
在邵阳启动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陈
勇 通讯员 宋显达） 在第28个世界血
友病日来到之际， 湖南省“爱的因
子” 血友病慈善援助项目在邵阳市启
动。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同关注， 友
奇迹”。

血友病是典型的出血性遗传病，
患者因缺少凝血因子而反复出血， 若
得不到及时治疗， 会出现关节畸形导
致残疾， 严重时直接危害生命。 仪式
上， 省血友病诊疗中心、 省慈善总会
等介绍了血友病防治基础知识和项目
开展情况， 北京血友之家罕见病关爱
中心向我省血友病援助项目捐赠10万
元， 40多名来自邵阳市各区县的血友
病患者及其亲属分享讲座并领取每张
价值500元的“慈善医疗卡”。

据了解， 我省约有血友病患者
3000多人， 目前登记在册患者仅800
多人。 省慈善总会从2010年开始实施
血友病患者慈善助医援助， 6年来共
救助200多位血友病患者。 启动“爱
的因子” 援助项目， 除了帮助血友病
患者获得规范化治疗、 改善生活质量
外， 旨在进一步推动政府重视， 形成
社会合力， 发现并切断“隐形患者”
遗传链条。

主创人员到偏远乡村采风3次，力求精益求精———

《月亮粑粑》：
山里采原料，城里细打磨

� � � �湖南省湘剧院在上世纪50年代曾被
国务院誉为全国十大剧院之一，是湖南省
直唯一保留事业单位性质的院团，2013年
被评为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

2011年，该院创排的现代戏 《李贞
回乡》入选文化部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资
助剧目，2012年跻身国家舞台艺术精品
工程重点资助剧目，同年荣获中宣部精

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 ”奖 ；2012年，
创排《谭嗣同》一剧，荣获第四届湖南艺
术节上金奖的第一名，2013年获第十届
中国艺术节 、第十四届 “文华优秀剧目
奖 ”，2014年荣获中宣部第十三届精神
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 ”奖 ；2015年，该
院新创剧目 《月亮粑粑 》荣获第五届湖
南艺术节“田汉大奖”。

三湘风纪 校园藏“硕鼠” “吸金”被查处
———直击衡山县教育系统校园腐败系列案件

� � � � 王阳娟
（后排左四）
一行人与“岩
寺营小学”师
生合影。
通讯员 摄

制图/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