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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实习生 张靖

11月3日， 是“精准扶贫” 提出3周
年。 当晚， 表现十八洞村变化的大型原
创话剧 《十八洞》 在长沙实验剧场首
演。

这是湖南创作的又一台大型剧目。
近年来湖南艺术创作精品和创新迭出。
今年“湘戏晋京” 展演活动后， 湖南艺
术演出继续在省内、 国内、 国外掀起新
高潮， 展现出热闹兴旺之势。

杂技剧北美巡演，外国观
众为“梦”陶醉

11月4日晚， 湖南大型原创杂技剧
《梦之旅》 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
大学上演， 赢得观众如潮掌声。

9月1日， 湖南省演艺集团“纯粹中
国” 全球巡演计划的首个项目———《梦
之旅》 北美巡演正式启动。 至10月底已
在加拿大、 美国演出50场， 所到之处反
响热烈。

该剧用中国传统杂技艺术语言， 讲
述了一位少年与凤凰仙子相爱， 凤凰仙
子落入邪魔魔掌， 少年战胜邪魔， 最终
与爱人重逢。 2个小时的演出中， 20多
种高难度杂技， 在现代时尚服装、 音
乐、 灯光、 道具烘托下， 令观众击节赞
叹。 这出东西方艺术融合剧由湖南杂技
艺术剧院创作，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与美
国哥伦比亚艺术家公司共同组织运营。

“这50场演出真的是克服了很多难
以预想的困难。 比如说饮食习惯问题，
由于巡演途中无法自己开火做饭， 吃不
惯美国汉堡热狗之类食物的我们， 一开
始常常饿肚子或者吃泡面， 但现在大家
能用微波炉做出多种色香味俱全的煲仔
饭和粥了。 再比如行程问题， 有时候一
连10多天， 每天跑长途换城市， 每天进
酒店到离开都不到10个小时， 每天的睡
眠都是床上睡三四小时， 不足部分在车

上解决 。 ” 湖南
杂技艺术剧院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赵双午说。 还
有剧场问题， 50
场演出， 经历了
40多个剧场， 有
名家荟萃的国际
一流剧院， 也有
“迷你 ” 的乡村

学校礼堂。
在艰难困境下， 演职人员却每一场

演出都激情四射， 让每个地方的观众为
“梦” 陶醉。 赵双午认为， 这是因为在
演出过程中停不下来的掌声和欢呼声，
激发了每个演职人员骨子里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据介绍， 这次北美巡演的最大特
色， 是完全以商业操作模式走向海外市
场。 与以往“对外文化交流以华人受众
为主” 不同， 杂技剧 《梦之旅》 的受众
面覆盖北美社会各族群， 每地每场演出
均以票房为主， 一些剧场演出前还有观
众排队购票。 从9月1日至12月14日， 该
剧将在美国25个州和加拿大2个州共70
多个城市演出100场， 预计观众达20万
人次。 这是近年来中国杂技整团编制国
际巡演的最高纪录。

深 入 生 活 采 风 ， 讲 述
“精准扶贫” 故事

9月8日下午， 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
村， 一批特殊的客人———湖南省话剧院
大型原创话剧 《十八洞》 的57名演职人
员， 在各家各户与苗族村民们或同劳
动、 或拉家常， 体验以十八洞村为代表
的少数民族贫困村民的真实生活。

带队的湖南省话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颜伟亮说， 十八洞村是习近平
总书记“精准扶贫” 思想的诞生地， 原
创话剧 《十八洞》 旨在用话剧传播扶贫
正能量， 呼吁全社会共同参与扶贫； 编
剧、 导演们早在今年2月底已经在十八
洞村体验了一个星期的生活， 这次则是
全体演职人员进行3天采风， 导演、 主

演等人员晚上就住在村民家中。
“这次采风， 目的是寻找生活的细

节， 所以我们吃住都在十八洞村； 导演
掌握了生活的细节， 才能准确刻画人物
性格； 演员把握了生活的细节， 表演才
能拿捏准分寸。” 导演组中最为“年长”
的艺术家、 75后的刘锷诠释采风的重要
性。

10月10日， 经过半年的艺术创作，
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以“精准扶
贫” 为题材的大型现代花鼓戏 《桃花烟
雨》， 在省花大舞台首演。

《桃花烟雨》 通过对返乡创业农民
石青峰在“精准扶贫” 过程中的梦想、
追求、 奉献、 委屈、 艰难等， 以及扶贫
队长隆富平的困惑、 无奈、 思考、 求索
的细致描写， 表达了“精准扶贫” 的重
要意义。

为了把握角色定位， 剧组主创人员
深入湘西十八洞、 矮寨、 保靖、 茶峒、
凤凰等地体验生活， 实地采风。 为了让
该剧更具民族特色， 更有湘西味道， 剧
组特意从花垣县十八洞村请来当地苗歌
传人秧云群和隆会两位老师， 为剧中幕
间配唱苗歌， 并对剧组演员进行苗歌教
唱。 国庆长假期间， 省花鼓戏保护传承
中心排练厅丝弦锣鼓不绝于耳， 剧组所
有人员全部加班排练。

湖南剧目西安演出 ， 观
众争相上台献花

10月31日， 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在
陕西落下帷幕。 此次， 湖南有舞剧 《桃
花源记》 和湘剧 《月亮粑粑》 参演。

率先亮相的舞剧 《桃花源记》 由湖

南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创作完成。
该公司总经理杨霞介绍， 区别于传统舞
剧的是， 该剧肢体语言上大胆求变创
新， 人物刻画上力求形神兼备。 优美的
舞姿、 绚丽的灯光、 唯美的画面……让
全场观众如痴如醉。

这台舞剧， 编导在很多细节的处理
上花了心思。 舞剧中有一段纺线舞， 是
由12位女演员全程拉起有弹力的绳子配
合跳完， 因为对配合的默契度要求非常
高， 稍不小心就会缠住， 同时还需在每
一根绳子拉扯的力量中从容平稳地表现
人物情感， 对于舞者来说是一个考验，
需要所有舞者反复练习和配合。

“月亮粑粑跟我走， 我跟月亮提笆
斗……” 10月27日、 28日晚， 《月亮粑
粑》 在西安市索菲特人民大剧院上演。
一开场， 贫困山村“黄荆树” 突然痛失
唯一的“老秦老师”， 一下拉紧了观众
的心， 关键时刻“小秦老师” 的出现，
让观众的心情， 随着这个小山村的故事
跌宕起伏 。

《月亮粑粑》 根据真实人物原型创
作， 感动了现场不少观众。 陕西有色
集团总地质师、 陕西银母寺矿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朱华平是湖南常德人。 他
说， 这是他看过的最感人的戏剧， 而
自己同“秦老师 ” 正好是同一年当
老师 ， 后来通过努力上大学来到西
安， “作为湖南老乡， 为家乡有这么一
部富有正能量的戏剧感到自豪和骄傲”。
白国民是陕西西安人， 他认为这部戏演
得真实到位， 虽然他有些台词没听懂，
但看懂了这部戏的剧情， “因为我都流
泪了”。

10月31日晚， 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
闭幕， 文华奖剧目奖和表演奖揭晓， 湖
南省湘剧院院长、 《月亮粑粑》 主演王
阳娟荣获文华表演奖。 颁奖现场， 专家
们给王阳娟很高的评价 ， 认为她嗓音
清脆嘹亮 ， 台风端庄大气， 成功塑造
了一位善良质朴、 献身教育的乡村女教
师形象， 在跨度30年的角色中准确把握
了人物的心理与性格， 表演细腻生动、
真实可信 。 她的唱腔或婉转抒情 ，
或高亢激越 ， 依剧情要求和情绪生
发而有控制 ， 收放自如， 酣畅淋漓。
剧中， 曾荣获“梅花奖” 的王阳娟主演
“秦老师”， 并从“小秦老师” 一直演到
白发苍苍， 将秦老师刻画得栩栩如生，
深入人心。

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奖评选，
是中央文艺评奖改革后的首次评奖， 从
200余个奖项“瘦身” 至20个奖项 （文
华剧目大奖10个、 文华表演奖10个），
含金量更高， 汇聚了近年来全国艺术工
作者艺术创作的最新成果。 王阳娟的获
奖， 是她多年来不忘初心， 精益求精，
始终坚持艺术理想的高尚品格， 努力拼
搏的结果。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婷婷

大多数时候，“砚台先生”张学军就这样捧
一块石头，坐上好几个小时。他细细打量它，像
在看恋人的眼睛；他用手反复触摸刚刚磨过的
石皮，像在抚摸新生婴儿的肌肤。闭上眼睛，脑
子如调频收音机，各色形象像鲜活的小虾蹦跶
出来。 他摇摇头：还差点什么……

“每块石头都有自己的肌理，你要认真看
它，找到它特点，它才会对你裸露灵魂。 ”只有
一张桌子、一盏灯的“作坊”里，张学军举起一
块近日来正在观察的石头，“这个世界上不可
能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石头，多有趣，是不是?”

《家》：“与久远时间的一次合作”
今年5月，深圳文博会，张学军带来了他

的一组原创作品：《家》。 五方老坑石料砚台，
不同的窗棂瓦当，相同的老家记忆。“四个评
委盯着它们看，看了足足两分钟”后，这套作
品获得银奖。 一位评委说，它们让他想起了自
己的家。 现场有人出价5万，购买这组“奇思妙
想”。 张学军婉拒了：“这石头再也找不到了。
它是古人留下来凿印的，保留着古人的气息，
是我与久远时间的一次合作。 ”

真正雕刻的时间并不长。 但在它们还是
石头原料时， 张学军捧着五块石头看了半个
月。 对于创作，他早已有自己的认识：三分雕
刻，七分天造。 在天然的东西上面进行设计，
把多余的部分去掉，让它的优势更明显，魅力
体现得更充分。“我们做的每一件东西，都是
取自于天然， 再在天然中融入我们的一些想
法。 每一块石头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每一件
作品也一定是独一无二的。 ”

每做一次石头， 都是重新去了解一块石
头。 他与每一块石头对话，想让石头本身就有
的故事呈现在砚台上。

石头缘：
“和石头对话没有一刻厌烦过”

与石头打交道的日子纯粹简单。 张学军
觉得， 这样的生活只不过是回归了自我：“充
满热爱，干自己想干的事”。

做石头成为了他表达自我的方式。 和石
头对话，他一刻都没有厌烦过，一直都保持极
高的兴致。 他开始四处搜罗石头。 出门散步，
和家人旅行，河边滩头，一旦瞥见有意思的石
头就不走了。

“我老婆常说， 我这辈子就跟石头干上
了。 ”张学军笑，“有次在河边发现一些石头是
做砚台的好料。 招呼家人先去玩，我抄起凿子
锤头，脱了鞋子就往河里走，在水里泡了三四
个钟头，扛了一大袋石头上来。 ”回到岸上才
意识到双腿抬不起来，腰完全不能弯了，那次
经历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腰间盘突出，
至今仍绑着绷带。

“喜欢一样东西，就要把它做到底。 ”张学
军说， 一块石头只有拿到手艺人手里才能焕
发新的生命，舍不得让它们留在河里。

“谷山张”：“这是我和石头的缘分”
张学军的作品多次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等评选中获奖。
现在，妻子也辞掉工作，跟他学徒，帮他磨石
头。 母亲也支持他。“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
运。 ”他给自己取名叫“谷山张”，“我决定这辈
子就做谷山砚”。

张学军陆续拿了些奖项。 故宫博物院专
家张世坤对他说：“这个行业做传统的东西太
多了，没有任何新意。 当我看到你的东西，有
一股新的力量凸显出来，我很高兴。 ”

他自觉看到石头就兴奋。“给我一块石
头，我可以有无限的想法，脑袋会一下子丰富
起来。 跟石头交流很顺畅，没有任何阻碍。 这
是我和石头的缘分。 ”

聊到一半， 张学军往手边的砚台里倒了
几滴水，拿起一支墨条，慢慢研磨起来。 浓黑
的墨汁渐渐黏稠。“现代人最大的问题之一是
浮躁。 研墨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思考过
程。 写字、画画都是创造，创造前你要静下心，
整理你的思路，创造时就会更专心。 在研磨的
时间里，感觉墨条和砚池之间的摩擦感，你的
思维其实已经慢慢融入了你的创造。 ”

他身后，是一方小小的露台。 用篷布遮住
一半，放张桌子，摆上器具，成了他的“作坊”；
接受阳光雨露的那一半，种着青菜和瓜果。 静
不下心时，他就去捣鼓他的“菜园”，看着蔬菜
们在手下又长高了一点，心情就明朗起来。

匠人谷山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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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技剧赴北美巡演100场，新剧聚焦精准扶贫，
《月亮粑粑》和《桃花源记》亮相中国艺术节，《月亮
粑粑》主演王阳娟喜获文华表演奖———

湖南演艺掀起 高潮

何先培

这是一个普通人的名字，却又是让人
怀想80年来中国革命历史的名字。

大革命时期，地下共产党员赵克用家
住溆浦县马田坪赵家垅，家境殷实，仗义
执财，经常救济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 他
有三个女儿，分别取名赵自华、赵贵华、赵
重华，意在她们自重保贵，自强不息，热爱
中华。 第三个女儿降生后，家人和亲属都
不安， 担心赵克用夫妻二人要吵架了，因
为妻子一连生了三个女儿，这在当时社会
重男轻女的情况下， 男人一般都不欢喜
的， 赵克用反而高兴地说：“这下好了，你
们家里只有一千金、两千金，而我有三千
金了啊！ ”说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赵克用就吩咐佣人买了一大担鞭
炮，欢天喜地放了起来。

1935年12月，赵重华半岁了，贺龙、肖
克率领的红军队伍来到溆浦。这年冬月初
八，贺龙、肖克、任弼时、关向应、王震、李

达等红军首长来到赵克用家里商量工
作，其中还有一个女红军，英姿飒爽，态
度和蔼，她就是贺龙的妹妹贺英。 这时，
赵克用笑着开玩笑说：“首长们， 你们逗
一逗我的三儿， 看她笑还是哭？ 如果笑
了，我们的行动就会成功；如果哭了，那
我们就会失败。 ”

贺英抱住小重华， 用手轻轻捏了捏
她的下巴，她就“咯咯咯”地咧嘴笑了，屋
里的红军首长和地下党员都拍手大笑起
来。贺英大声说道：“中华有希望了！中华
有希望了！ ”赵克用说：“好啊，我三儿就
改名叫中华吧！ ”

从此， 赵中华这个名字一直叫了80
年。

新中国成立后， 村里的村民经常念
叨贺龙、肖克、任弼时、关向应、王震、贺
英。上世纪60年代初县城放映电影《洪湖
赤卫队》，里头有个韩英，村民们都说她
就是当年住在赵克用家里的女红军贺
英，天天要赵中华买电影票，晚饭后赶到

县电影院看“贺英”。
1989年国庆节前夕， 湖南省教委组

织优秀教师赴京观礼， 赵中华荣幸地成
为观礼成员。 在京期间，赵中华通过在中
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天文物理系任教授
的表姐夫，联系到聂帅的秘书，于是肖克
知道了赵中华来京观礼，第二天，肖克派
警卫员将赵中华接到办公室。 肖克老将
军深情地说：“中华啊， 你的名字还是贺
英给你取的，时间过得好快啊，一晃就过
去50多年了，你当年还只有半岁。你妈妈
真了不起，她心灵手巧，带领村里妇女为
红军做布鞋，鞋做得合脚又暖和，你妈身
体好吗？ ”

“肖将军，我妈身体好，她经常念叨
着你，还有贺龙、关向应、王震他们。 ”赵
中华回答说。

“我没记错的话，你妈比我大5岁，我
是1907年生的。 ”

“是呀，我妈是1902年生的，今年88
岁了。 ”

“啊，那你父亲呢？ ”
“父亲去世多年了。 ”
“你父母为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吃

了不少苦哇，我很记得他两夫妇啊！ ”
临走时，肖克拿出两盒北京果脯说：

“中华，拿回去给你妈吃。 ”
赵中华眼含热泪， 深情地给肖老将

军鞠了一躬：“谢谢您，您多保重身体！ ”
1999年， 溆浦籍江西萍乡市政协副

主席、 著名书法家李远实第一次来溆浦
看望赵中华， 因李远实先生的父亲和赵
中华父亲都是地下共产党员， 一起搞革
命。李远实先生一走进赵中华的家门，高
声说道：“还记得‘中华有希望了’这句话
吗？ ”

赵中华和李远实都相互知道情况，
可从来没有见过面，一听到这句话，她就
晓得是亲人来了，兴奋地答道：“亲人啊，
我记得、记得，永远都记得啊！ ”

贺英为她改名字

� � � � 2015年11月2日晚，浏阳市金阳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省歌舞剧院舞剧团演出的花
鼓戏《桃花源记》。（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