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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北韵，甜绵而不嗲

离却了峨嵋到江南
人世间竟有这样美丽的湖山
……
青衣有阳刚、阴柔两路，京剧音乐有北路

西皮、南路二黄。张璇亮嗓，甜而不嗲，绵而不
软，锵锵而不辣，婉转低徊本色娇，清新明快
黄鹂脆，融合刚柔、南北风格，柔中有些许刚，
入耳醇厚绵甜，水灵灵“湘女多情”，正是湖湘
韵味。

这颗心千百载微漪不泛
却为何今日里陡起狂澜
……
峨眉山修炼了千年的白蛇、青蛇，化作白

素贞和小青，来到西湖，邂逅凡人许仙，一见
钟情。国歌歌词作者、湘籍大师田汉编剧《白
蛇传·游湖》，讲述“千年等一回”的爱情故事。
张璇表演，脉脉温情中蕴含灿烂阳光。

“靡靡之音唱多了，是要亡国的。”徽班领
袖、“京剧之父”程长庚（1811-1880）曾告诫
谭鑫培。张璇嗓音圆润、婀娜、甜美，如何避免

“靡靡之音”？
她兼收各流派之长， 保持纯净饱满的音

色，平静从容的气度，真实纯洁的情感，白素
贞形象天然去雕饰，纯真精致；千古爱情传奇
清丽健康，正气升腾。

白素贞之美，远不止于腔词

坠入爱河，心比蜜甜，是“笑歪嘴”的喜
事。白素贞如何笑？张璇表演，没有笑呵呵、笑
嘻嘻、笑哈哈，更没有乐癫癫、笑歪歪。

她只是笑盈盈， 盈盈笑， 静中不笑似有
笑，动中掩嘴微微笑，低头含笑，侧身窃笑，云
手暗笑，矜身腹笑，眼角眉梢都是笑。中国传
统文化的“静美”、含蓄美，完美呈现。

中国戏剧理论始祖、戏剧大师李渔认为：
“目善动而黑白分明者，必多聪慧。”张璇饰演

白素贞，一对黑眼珠，灵动如梭，富有神韵。
一位作家，对张璇塑造的白素贞，挥之不

去，“耿耿如怀”。白居易《长恨歌》云“回眸一
笑百媚生”，眸先动，笑相随，妩媚在其中，白
素贞的可爱感染了观众。

画中仙女，如月下聚雪

舞台上的白素贞，粉墨一新，杏花脸，桃
红腮，肌颜如玉；取之《诗经》“素以为绚兮”，
着素白舞衣，肤、饰皆白，玉立舞台，如月下聚
雪，美得令人惊叹。

容颜、体貌为表，气质、神韵为里、为要。张
璇自幼入行，磨炼20多年，获中国戏曲学院硕
士学位，打磨历练外化于形，理论素养内敛于
神，“美女”气质非一日之功。“媚态非可强造”、
强造之态“不能饰美，止能愈增其陋”，李渔将
气质归于“媚态”，气质使“美者愈美，艳者愈
艳”，观众“暗受笼络而不觉”。《游湖》人物、舞
台美术，观众真实感受到了“美艳袭人”。

一位戏墨画家，边看戏边评论：“每位演员
的戏服，都是一幅绝好的水墨画。”中国戏剧历

史悠久，在服装、道具、化妆、表演上，综合起来
可以说是活动的水墨画。画里佳人，佳人如画，
加上京剧“四功五法”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催
化，仙女白素贞简直活在人间、立在眼前。

京剧艺术雅俗共赏，湖南京剧
事业来者可期

京剧是听觉艺术， 又是视觉艺术。《长生
殿》之杨贵妃“似柳含风，软难支”，《西厢记》
之“淡白梨花面，轻盈杨柳腰”，咏叹美人腰肢
纤细，举止翩然若仙子凌波。《游湖》的美女观
众们，亲睹白素贞“楚腰纤细掌中轻”，步履如
云，柔媚飘逸，咏之歌之，舞之蹈之，好一位美
极了的神仙妹妹。

文学、艺术样式很多，诗歌、词赋，音乐、
歌唱、舞蹈，书法、绘画、雕塑，服饰、化妆、民
俗等等，京剧集这些艺术门类之大成，是以极
为“好看”，既高雅，又大众化。

京剧享“国粹”之誉，本身就是浓缩、传承中
华优秀文化。中央、省里加大对传统文化扶植力
度，湖南京剧事业来者可期，初现繁荣势头。

湖南日报3月7日讯 （记者 周云武 ）
今天，新湖南长沙频道在首页开辟“廉洁家
书”专栏，刊发长沙市政府政研室主任唐曙
光的妻子刘琼、 长沙市教育局局长卢鸿鸣
的妻子黄燕分别写给丈夫的两封信， 一时
引来热议和频频点赞。下午3时多，阅读点
击量均超10万。

两封“家书”迅速在长沙众多微信群和
朋友圈转发并对话，网名“淡泊”说：“真是
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教益深厚的嘱咐。”另
一“简单”网友说：“在这个书信越来越少的
年代，两封信不仅唤起了我们的乡愁，也透
析了我们的初心，读来令人警醒！”……长
沙市部分基层领导干部的妻子、母亲、父亲
等，给记者来电或发来微信，表示两封家书
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引发了“也写家书”的
冲动。 更多的网友还将两封信发到了家庭
群。

这两封家书， 言辞恳切、 情感真挚，
殷殷厚盼，跃然纸上。刘琼在信中说：“回
想我俩携手走过来，一路风雨，那是多么
的不容易呀！又何况现在不愁吃、不愁穿
了，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难道还会被金
钱、财富牵着鼻子、捆住手脚？心窝膛子
要晓得满啊！”黄燕信中写道，“我最希望
的，不是锦衣华服，不是高广美宅，只希
望你一直是女儿心中不变的榜样：担当、
无私、 睿智、 笃定。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
餐，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千万不要因
为钱财而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丧失了做
人的尊严。”

此信取自长沙市纪委在长沙廉政网、
廉洁长沙微信公众号开设的“廉洁家书”栏
目。现在该栏目正与新湖南等媒体联合，面
向全市党员干部征集“廉洁家书”，一封封
家书正飞向这里。

湖南日报3月7日讯 （记者 左丹 ）昨
天，2017年全省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视频会议在长沙举行， 省会主
会场及各市州教育局、各高校分会场，近万
人参会。

2016年， 全省教育系统发现问题473
个，立案334件，党纪政纪处分292人，移送
司法18人，追缴和清退违纪违规资金分别
为2047.2万元、3684.38�万元。教育系统侵
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得到
有效遏制，行业风气不断改善。

湖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 厅长肖国安
在会上说，2017年， 全省教育系统将零容
忍地推进反腐败斗争， 特别是对发生在群
众身边的“微腐败”，也要重拳严惩，做到惩

治腐败力度绝不减弱、 零容忍态度绝不改
变。对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
群众反映强烈、 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
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对考试招生、基建采
购、选人用人等方面出现的腐败问题，发现
一起，严肃查处一起。特别是发生在群众身
边的“微腐败”，严重损害教育公平、啃食群
众的获得感、挥霍党的公信力，可谓“吸血”
不多、其害如“虎”，必须予以重拳严惩。深
入开展教育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严肃
查处中小学教辅资料滥发、 克扣学生伙食
费、 违规组织补课等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
之风和高校基建、物资采购、科研经费等领
域的腐败问题， 让人民群众直接感受到身
边的反腐成效。

湖南日报3月7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江晓华)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一中获悉，
近日美国工程院公布2017年度新科院士
名单，84名院士、22名外籍院士当选，长沙
市第一中学80届校友陈向力，以其在光纤
传感、 精密激光加工， 和全球化的工业研
究和发展中领导的开创性工作而当选。

据介绍，陈向力当年各科“成绩优异”，
尤以数学、物理、化学为佳。毕业后，陈向力
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继而获得美国伊
利诺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拥有7项专利，
发表技术论文40多篇。

“关心国家大事，谦虚诚实，思想品德
好。学习刻苦认真，有钻研精神。”这是当时

的班主任曾仲德在40年前对陈向力的评
语， 给老师留下深刻印象的， 还有陈向力
“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能坚
持体育锻炼，达到国家锻炼标准”这两点。

长沙市一中校长廖德泉自豪地说 :
“《左传》有云：君子务知大者远者。教育者
应该做教育的‘君子’，应该为学生的长远
发展而思谋。学校毕业的众多优秀学子，在
世界各地各领域，成为了中流砥柱。”目前，
长沙市一中校友中已有18位院士，其中16
位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1位美国
科学院院士，1位美国工程院院士。 去年长
沙市一中校友戴宏杰当选美国科学院院
士。

湖南日报3月7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
讯员 万轩妤）3月7日，湖南省妇女儿童发
展基金会与肯德基共同发起“小候鸟妈妈”
回家行动，为回乡就业的“小候鸟妈妈”们
提供工作岗位，全省44个县城的肯德基连
锁店正式迎“母亲”归来。

作为劳务输出大省， 我省有留守儿童
超过350万， 在外务工的父母如同候鸟，一
年中只有极短时间陪伴孩子。 今年3月，省
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肯德基共同发起“小
候鸟妈妈”回家行动，通过就近解决就业，
让妈妈们有更多机会用心陪伴孩子成长。
据悉，肯德基作为此次回家行动发起者，将
在全省44个县城连锁店为在外务工人员开
辟绿色通道，放宽门槛，提供排班灵活、薪

资稳定、有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工作，让母爱
陪伴“小候鸟”成长，让他们真正告别孤单。

启动仪式上，4岁的强强抱着妈妈戴
承英高兴得直掉眼泪。39岁的戴承英是浏
阳市城郊居民，家里有3个小孩，强强刚上
幼儿园，夫妻俩在外打工，从小，强强就失
去了母亲的怀抱。今年，再也不想离开孩子
的戴承英一直在家附近找事， 可都因为工
作时间冲突没着落。得知肯德基招人，戴承
英骑车5分钟就到了浏阳市君悦城肯德基
餐厅，参加服务组面试顺利过关。对于时间
的安排，店方表示，灵活排班，这样一下解
决了所有的后顾之忧， 戴承英高兴地说：
“在外奔波的日子结束了，终于可以踏实陪
在孩子身边了。”

最是雅韵摄心魂
———从白娘子艺术形象，看湖南京剧复兴

“心窝膛子要晓得满啊！”
长沙两位官员妻子的“廉洁家书”引热议

零容忍推进反腐败斗争
教育系统举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视频会议

长沙市一中校友陈向力
当选美国工程院院士

“小候鸟妈妈”回家行动正式启动
44个县城肯德基迎“母亲”归来

湖南日报记者 聂廷芳

“她， 怎么那么美呢？” 白娘子白素贞 （张璇饰演）， 亮相几秒钟， 仙女临风， 婀娜多姿，
瞬间引起剧场一阵轰动。

“不虚此行。 意犹未尽！” 一位资深美声歌手， 偕同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硕士生女儿， 回味观感。
3月5日， 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 观众盛赞 《白蛇传·游湖》。 “走近京剧系列第二

场———三月最美的邂逅”， 还上演了名曲 《夜深沉》、 折子戏 《遇皇后》。
众人皆叹美。 白娘子美在哪？

3月5日，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剧院内，演员在表演京剧《白蛇传·游湖》。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陈中伟 郭明辉

【判决结果】
3月2日， 湘阴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该县首

例非法捕捞水产品系列案， 被告人陈某被判
处拘役3个月， 缓刑6个月。

【案情回放】
被告人陈某是湘阴县杨林寨乡农民 ，因

家住洞庭湖畔， 农忙之余， 他经常到湖中捕
鱼。2016年3月29日一早，陈某明知当时是禁
渔期， 仍驾着木质渔船来到洞庭湖横岭湖西
口水域，用自制的电力捕鱼工具打鱼。上午8
时许，陈某被湘阴县禁渔联合执法人员查获。
经岳阳市渔政管理站认定， 陈某用于捕捞的

工具属违法捕捞工具。
2015年12月23日 ，农业部发布 《关于

调整长江流域禁渔期制度的通告 》，规定洞
庭湖为禁渔区 ， 自2016年1月1日起每年3
月1日0时至6月30日24时为禁渔期 ， 在规
定的禁渔区和禁渔期内 ， 停止所有捕捞作
业 。

【法官说法】
本案主审法官蒋武说， 禁渔期是指政府

规定的禁止或限制捕捞活动的期限， 其目的
是保护水生生物的正常生长繁殖， 保证鱼类
资源得以不断恢复和发展， 规定禁渔期是世
界各国普遍实行的鱼类资源保护制度。 我国
《渔业法》 和相关法规规定， 禁渔期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管理部门规定， 所有

部门、 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禁渔规定， 不得
擅自使用禁用工具在禁渔期间和禁渔水域从
事捕捞作业。 《刑法》 第340条规定： “违
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 在禁渔区、 禁渔期或
者使用禁用的工具、 方法捕捞水产品， 情节
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
或者罚金。”

本案中， 被告人陈某在禁渔期、 禁渔区
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水产品， 情节严重， 已
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鉴于其认罪态度
好， 予以从轻处罚， 故作出上述判决。

【温馨提示】
鱼儿也需要休养生息。 为了使鱼类资源

得以不断恢复和持续发展， 请不要在禁渔期
或禁渔区内捕鱼。

以案说法 鱼儿也需要休养生息
男子禁渔期内电鱼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