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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宗高峰） 这是一件尘封60年的苗
家嫁衣，这是一个讲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苗族绣娘爱恨情仇的故事， 这也是
中、美两位老朋友会首自治州凤凰把酒话
嫁衣的一段佳话。今天下午，记者从自治
州民宗委获悉，由自治州花垣籍著名导演
彭景泉执导，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大学
人文系人类学教授托马斯主演的《嫁衣》
获第二届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优秀
影片奖。

该影片由中国凤凰山江苗族博物馆、
湘西文源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
湖南省民宗委、吉首大学、自治州民宗委、
凤凰县等联合摄制。

影片的创意拍摄和后期制作历时两
年，以人类学教授、吉首大学客座教授托
马斯及其学生石梅婷寻找尘封60年的苗
族嫁衣为故事情节，演绎相隔60年的苗族

绣娘的爱恨情仇，体现了自治州女性在家
国危难与复兴大义中无私奉献与吃苦耐
劳精神。 通过托马斯的视角， 客观地表达
了湘西苗族刺绣丰富的文化内涵。 剧中人
物语言采用苗语、英语、汉语3种语言同期
声对白，除了《嫁衣》中的托马斯之外，演员
均为自治州内的普通群众。

《嫁衣》 执导彭景泉告诉记者，1999
年， 他受邀参加亚太地区演出交流活动，
在这次活动过程中，他和托马斯成为了朋
友。时隔10多年，昔日的这位友人来到自
治州寻找“原生态”苗绣，并欣然担当《嫁
衣》男主角。

据介绍， 第二届加拿大金枫叶国际
电影节于近日在加拿大温哥华隆重举
行， 该电影节旨在打造更加专业和更具
影响力的国际影视文化交流平台， 建立
中加合作交流机制， 推广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谭曲 周卉

两个男人在舞台上， 濒临死亡的大学教
授莫里给学生米奇讲述种种人生箴言。 这样
的话剧你愿意看吗？

热门话剧《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就是这
样的剧情。10月13日至14日晚，该剧首次登陆
长沙，在湖南大剧院上演，票房不俗。

它为什么那么吸引人？12日晚，该剧的两
位主演———有台湾戏剧泰斗之称的金士杰和
演员卜学亮做客“华人文化大讲堂”，他们说：
“米奇就是每个观众自己。”

不戏剧化，迷人之处在于真实
起初， 金士杰接到《最后14堂星期二的

课》的演出邀约时，很是犹豫。“我很多年前就
看过这部戏的原著，非常精彩，但是在戏剧舞
台上，它太难表现了。”

看了剧本之后， 金士杰欣然答应出演剧
中的莫里教授。“这部剧改编自真实的故事，
没有小三介入、离家出走这些戏剧化的元素，
而是谈到了人生中很多真实的问题。”

真实，也是这部剧吸引观众的地方。金士
杰不主张用特别戏剧化的方式讲台词和表
演。在华人文化大讲堂现场，来自湖南省话剧

院的青年演员诵读了莫里教授的台词片段。
金士杰认真聆听后问他：“你想想， 当你发现
自己在生活中身患绝症， 你会是怎么样的情
绪？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演法，只要是符合
生活的样子。”

“一开始很多人不想看这个剧，觉得生死
的话题太沉重。 每个观众都带着自己的生活
经验在看戏，包括那些过不去的问题、解不开
的结。看着看着，就把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米奇
的结合在一起了。”扮演米奇的卜学亮说。

“这不是一个愁苦的故事，很温暖、幽默。
那些家常的对话， 像你去拜访一位敬仰的长
辈，他给你泡了一壶茶，你们愉悦地聊了一下
午。” 戏剧爱好者徐静2013年在北京看过该
剧，这次，她和朋友共10个人，又买了长沙演
出的票。

该剧此前在北京、上海等地已上演200多
场，几乎场场爆满，在长沙也取得了不俗的成
绩。据该剧票务统筹鲍小菁介绍，开演前，两
场共计2900多张票仅剩百余张。 这在今年湖
南大剧院的售票话剧演出中位居前列。

“戏剧有奇妙的力量”
戏剧的魅力在哪里？
“你的肉身和我的肉身距离不远，（观众）

一个人坐在黑暗当中， 他不能随便做其他的

事情。这种情况下，他是孤立的，看着台上孤
立的灵魂在招手。这种古老的神圣和神秘，很
像戏剧原来的样貌。”金士杰说，《最后14堂星
期二的课》 的导演特意把舞台设计得很靠近
观众，看戏的人会不敢讲话，仿佛跟着米奇一
起探病。

身为电视综艺节目主持人和影视演员，
卜学亮觉得话剧观众享有更多自主权。“看话
剧和在家里看电视不一样。 影视是别人给你
看的，而看话剧，你就是自己的导演，可以选
择重点观看谁的表演、听哪句台词。”

“戏剧有奇妙的力量。” 在台湾，金士杰
曾经遇到热爱戏剧的患有口吃症的小朋友，
“念台词时说话非常流畅， 一下台就又结巴
了。医生都解释不了其中的原因。”

金士杰介绍， 由于剧中的莫里教授是一
位渐冻症患者，话剧在北京和上海演出时，剧
院请了当地的一些渐冻症患者及其家属观看
演出，并在演出后举办了座谈会。

“开始我觉得， 这样的方式会不会太直
接、太残忍？”渐冻症患者往往是意识清醒地
看着自己一步步走向死亡，金士杰很不忍。但
是他发现， 那些平时几乎与外界隔离的渐冻
症患者竟然露出笑容。 他们告诉金士杰，“我
竟然出门看话剧了，真高兴。”“这部话剧处处
都有对生命的礼赞，它鼓舞了我。”

� � �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赵鸿 胡翠娥）近日，长沙市天心区13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加入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湘中医” 针灸推拿康复专业联盟，
居民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就能得到省级中医
康复专家的诊治方案。

“不用提前去约专家号，还不用奔波。”
60岁的长沙市民彭先生今天有了亲身体会。

因腰痛加剧，他在长沙青园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住院治疗，由于康复效果不佳，他通
过远程会诊平台接受了湖南中医附一医院
针灸推拿科叶勇副教授的康复治疗建议。

湖南中医附一医院院长陈新宇透露，
通过“针推康一体化远程会诊平台”， 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接诊医生只要将病人基本信
息通过书面或视频交流的方式和医生进行

交流，上级医生便可作出相应的处方下达和
治疗指导。 同时，市民也可以直接和医生进
行信息对接，下载相关的APP，录入相关疾
病信息就能得到权威的远程健康指导或治
疗建议。

据悉， 作为湖南省唯一的省级中医康复
示范中心， 湖南中医附一医院联合全省各地
市60余家中医院针灸康复科、 各级中医康复
医院成立“湘中医”针灸推拿康复专业联盟，
未来还将向更多基层医院覆盖， 通过辐射全
省的“局域网”模式，形成开放的合作体系，实
现分层级、分阶段康复。

百名乡村医生
湘雅医院“充电”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王洁）10
月12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69期（湖南）乡村医生培训班在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开班。100名乡村医生将接受为期15天的
农村常见病、多发病防治等全科课程培训，以及应急救护等
技能培训。开班仪式上，百名乡村医生每人获赠了1个药箱。

据悉， 为积极协助政府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的合作医
疗体系，改善贫困地区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2006年，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联合中国乡村医生培训中心等医疗培训机构
和爱心企业共同推出“乡村医生培训计划”。目前已培训了
6804名乡村医生，遍及全国27个省市。

此次培训班由湘雅医院承担教学任务， 采取理论授课
与实践操作相结合， 培训内容包括呼吸系统、 心脑血管系
统、消化系统、妇科、儿科、外科等农村常见病、多发病防治，
合理用药有关知识， 临床常用诊疗和外科常用技术等全科
课程培训，以及创伤四项技术、心肺复苏等现场急救知识与
基本技能，相关卫生法规知识等。

《儿行千里》第一季录制收官
设计飞机的湖南人88岁归家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10月13日，豆瓣评分高达9.0的湖南卫
视家风节目《儿行千里》在长沙完成第一季
最后一期录制。 录制的4个故事讲的是舍
小家为大家的家风故事， 主人公既有维和
警察、去非洲修铁路的一家3口、在山里当
老师的3代人， 还有中国自主研发大飞机
的第一人。节目将在10月22日和10月29日
晚播出。录制现场，4个家风故事感动全场，
观众热泪盈眶。

20个故事湖南人占两个
给予和奋斗的人生最幸福

《儿行千里》从8月27日晚播出，至10
月29日收官，讲述20个家风故事，其中有
两个湖南人。 巧合的是，第一期是以湖南
宁乡伢子、麻省理工大学博士后何江启幕，
最后一期是设计大飞机的88岁的湖南醴
陵人程不时老先生的家风故事。

程不时是新中国第一批飞机设计师，
新中国首批建立3座飞机工厂3座发动机
工厂， 他参加了其中5座的规划设计。 现
场，观众分享了程不时66年参与新中国自
主设计大飞机的艰辛与荣耀，他少时要为
中国设计飞机的壮志和与夫人相濡以沫
53年的情怀，兄妹传承父辈的不好功名利
禄、一心为国的家风更让观众肃然起敬。

程不时16岁考上清华离家，离开湖南
半个世纪。 1993年母亲去世的时候回来过

一次， 24年没回家乡。 借着节目录制，年
逾八旬的4个兄弟姊妹终得团聚， 在台上
朗读了母亲32年前写的一首诗，再次感动
启示众人：给予的人生，为国家奋斗的人生
最幸福。

素材上千选取标准严格
真实故事温暖老少游子

一档无明星参与， 周日深夜22时播
出，网络上无差评，豆瓣评分高达9.0的访
谈节目，是如何做到的？ 10月13日，在第一
季最后一期节目录制前， 总导演王琴接受
了媒体采访。

王琴介绍，《儿行千里》 前期策划时请
专家为所有人讲解家风， 最难的部分是找
故事，4个团队12个故事小组都去找故事，
每两天开碰头会。找的故事上千，但用的只
有20个。 选取的标准既要有家风，又要离
家千里。保证不相似不重复，还得适合电视
呈现， 一期两个故事必须有完全不同的色
彩，因此很多素材被遗憾地舍弃了。

《儿行千里》选取的全是普通人的故事，
制作方原以为只是一档中老年人喜欢看的
家风节目，没想到一些离家的高校大学生也
很喜欢，在网络上积极分享游子的心情与故
事。 总导演王琴分析，受欢迎是因为节目以
内容接地气与真诚打动嘉宾与观众，同时与
节目主持人何炅也有很大关系，何炅的阳光
温暖与快乐在节目里很好地融合，极力避免
煽情，一季只忍不住哭了3次。

文化视点

“米奇就是每个观众自己”
———访《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主演金士杰、卜学亮

尘封60年 苗家嫁衣漂洋过海
《嫁衣》获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优秀影片奖

中医康复技术辐射基层
在社区医院也能接受大医院专家诊治

微信支付
爱心助学

10月16日， 深圳市
“爱心传递” 公益活动走
进江永县桃川镇所城小
学，649名爱心人士通过
微信支付，为该校捐赠11
万元人民币，用于改善办
学条件。 田如瑞 摄

� � �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商小叶） 记者近日获悉， 金鹰卡
通卫视大型原创儿童成长观察秀 《爱上
幼儿园》 第三季将于10月21日首播， 探
讨人们关注的幼儿隔代教育问题。

《爱上幼儿园》 自2015年第一季播
出以来， 深受亲子家庭观众的喜爱。 节目
通过孩子圈、父母圈、老师圈的不断碰撞、
摩擦、 融合， 使幼儿教育话题不断。 10
月21日起每周六晚7时，《爱上幼儿园》第

三季回归升级， 以萌娃的视角看世界。 元
气小可爱、 呆萌小吃货、 聪颖小精灵等
13位性格各异的萌娃全新登场， 包锋、
张伦硕、 何雯娜是老、 中、 青三代明星老
师代表。 节目真实记录幼儿们和明星老师
从开学到逐步适应各自身份转变的过程，
每期将以“最热育儿话题” 为主题， 探索
隔代育儿理念的差异。 节目制作方期待从
真实记录中， 衍生出幼儿启蒙教育的探
讨， 从而助力亲子家庭的成长。

《爱上幼儿园》第三季探讨隔代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