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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今年是1987年央视版电视剧《红楼梦》上
映30周年。11月28日晚，由湖南省演艺集团、长
沙银行共同主办的2017湖南民族音乐季第二
场“经典回首30年———传世名著《红楼梦》全版
音乐会”在湖南大剧院上演。 此次音乐会受到
长沙观众热捧，演出前5天，门票就全部售罄。
熟悉动人的旋律中， 大家跟着哼唱、 流泪、鼓
掌，演出结束后，还一遍遍吟唱回味。

音乐会诞生于开拓市场的尝试
长篇小说《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之首，清代作家曹雪芹的呕心沥血之作。
1987年， 导演王扶林经过近6年艰苦拍

摄，将其搬上电视荧屏，一经播放就受到全国
观众喜爱，被奉为经典。 电视剧中，由作曲家
王立平创作的音乐更是感动了无数人。

11月28日晚上演的《红楼梦》 全版音乐
会，由著名指挥家张列指挥，有“中西合璧的
夜莺”之称的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领衔演唱，

著名主持人晁煜主持， 湖南省歌舞剧院民族
乐团演奏，湖南省歌舞剧院合唱团担任合唱。

关于音乐会的诞生，指挥家张列说，这源
于一次开拓市场的尝试。“无论是原著小说，还
是电视剧，《红楼梦》都在群众心目中占有重要
位置。 电视剧《红楼梦》的音乐是中国电影乐团
录制的， 音乐的作曲王立平是团里的艺术指
导。 1999年，中国电影乐团想开拓演出市场，团
里就想做这么一场从未有过的音乐会。 ”

张列介绍， 王立平和主持人晁煜对音乐
会的演出形态和文字创作进行了反复的推敲
打磨，最终，形成了这场音乐与文学完美融合
的音乐会。

音乐会一经推出就受到全国乃至国外观
众的喜爱，演出场场爆满，风靡了18年。

电视《红楼梦》音乐
有自己独有的语汇

《红楼梦》全版音乐会，是湘籍女高音歌
唱家吴碧霞第一次在家乡举办的专场音乐
会。 她对《红楼梦》的小说原著、电视剧和其中

的音乐都充满了感情。
“1987年，央视版电视剧《红楼梦》热播

时，我刚上中学，对剧情倒背如流。 ”吴碧霞
说，《红楼梦》 全版音乐会先后有多位歌唱家
演唱，她进入中国电影乐团后，开始参与演唱
其中的个别作品。到2005年，吴碧霞已经在国
际舞台上斩获了4个大奖。 机缘巧合之下，这
一年，她首次演唱了音乐会的全部歌曲。

在音乐会上，王立平动情地说，创作电视
剧《红楼梦》的4年半中，每一天都是难熬的，
这些音乐凝聚了自己的血泪和热爱，“一朝入
梦，终身不醒”。

张列指挥了很多高水平的音乐会， 他认
为，《红楼梦》全版音乐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
不仅包含民族管弦乐、独唱、齐唱、混声合唱、
独奏、 朗诵等多种形式， 还拥有自己的思想
性。

“这些音乐是中国的，但是它是中国哪里
的说不出来， 它创造了自己独有的音乐语
汇。 ”吴碧霞告诉记者，演唱多年，她依然有很
强烈的新鲜感。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 � � �名片：
� � � � 陈振华，苗族，1983年6月出生，湖南
泸溪县人，文学硕士。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
书法教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 书法作品多次在州内外展览
上展出。
� � � �故事：
� � � �千山万山朝鳌峰， 人在鳌峰不见峰。
吉首鳌鱼峰东侧有一个华萃轩书法工作
室， 工作室的主人是吉首大学师范学院
“80后”书法教师陈振华。

11月28日，走进“华萃轩”，一条屏书
法作品抢人眼球———“李广归自南山坞，
身著短衣射猛虎。 从来壮士郁无聊，一寄
雄心于歌舞”。 28个字，笔力刚劲，风格豪
爽；笔画疏密得当，收放自如；竖画较瘦长，
显刚毅；横画略微弓，富弹性。

“想学书法的学生多，干脆开个工作
室。 ”陈振华道出了开办“华萃轩”的原委：
一来有个场地静心创作书法，二来可以让
更多学生跟着练习，写一手好字。 在“华萃
轩”，陈振华在耐心指导学生练习书法，不
时提醒注意笔画的提按、轻重、缓急的变
化。 来这里学书法的，有在吉首大学师范
学院念书的“小鲜肉”，也有一些蒙童。

“陈老师随和，教书法细心。 ”学生彭
睿这样评价。 彭睿是吉首大学师范学院定

向培养的农村小学全科教师之一。 作为未
来走向农村小学讲台的一名全科教师，其
职业技能“三笔一话”必须过得硬。

陈振华担任初教系书法老师，为学生
的书法绘画等教师基本技能的训练倾注
了大量心血。“从事书法创作，就像在风雨
中迎接光辉一样，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陈
振华幽默地说。 他最早是从颜体入手，开
始书法临帖。“10岁那年，学校开设了写字
课，父亲把他在师范学校读书时用的颜体
字帖给了我:‘书虽旧了点，但很适合你。 ’”

颜体坦坦荡荡、苍劲古朴、寓秀于拙
的风格， 慢慢植入了他的书法习作当中。
特别是到吉首大学师范学院读书后，他对
书法简直着了魔。

2004年5月，毕业前夕，他在湘西潕溪
书院举办了个人书法作品展。 这是吉首大
学建校以来的首个学生书法作品展，在当
时就像一个“传奇”。 省内书法界人士林时
九、黄叶、杨刚等欣然来到现场，并予以点
拨。

2004年6月， 陈振华只身一人南下广
东东莞。 他干过两份工作，到工厂当管理
员，到学校当老师，但是无论处在什么样
的环境下，他难以割舍对书法的热爱。 第
二年，他回到母校，应聘辅导员并兼任书
法教师。

“书法的核心就是阴阳关系，阴阳即
对比关系， 有对比关系就产生了矛盾，有
了矛盾就有视觉效果，即产生了美感。 ”陈
振华在教学中，始终给学生强调蔡邕提出
的阴阳关系， 一笔一画必须要有提按、轻
重、缓急的变化，有了这些变化就产生了
韵律感。“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
一，不为成书也。 ”陈振华让学生在掌握基
本技法的同时，研习经典法帖，再到背临，
最后到意临，方能挥洒自如。

在教学过程中，陈振华特别注重学生
书写姿势。 古人曰：“身正则字正。 ”人也需
正身养浩然正气。 通过陈振华的耐心培
养，他的学生彭婷、龙瑞芳、彭睿、符桂芳等
在全国师范生书法竞赛中获奖，在湖南省
书法家协会举办的展览中多名学生获奖、
入展。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左丹）今天，
记者从湖南农业大学获悉， 该校文利新教授
及其团队成员王吉、 严思思等人的最新科研
成果《中国传统饮食习惯———猪油与植物油
搭配食用的抗肥胖作用》，近日在英国自然出
版集团（Nature）旗下的《科学报告（《Scien-
tific� Reports》） 上发表。 据该项研究成果显
示，以猪油为基础油脂，与植物油搭配食用，
具有显著抗肥胖功能。

文利新系湖南农业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
师，湖南畜禽安全生产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面
对近几十年里， 全球肥胖症和心血管疾病患

者越来越多的现状，以猪油为基础，与植物油
荤素搭配的中国数千年传统用油习惯， 是否
就是中国人苗条的奥秘？ 这一全新课题吸引
了文教授及其团队。 他们设立了最佳合理烹
饪用油量25克/天和我国居民目前实际烹饪
用油量42克/天两个水平， 以小鼠为模型，模
拟中国居民12年传统用油习惯，研究豆油（占
我国食用油总量的45%）、猪油、豆油和猪油的
调和油等3种油脂对机体肥胖的影响， 历时3
年最终发现，以猪油为基础油脂，与植物油搭
配食用的中国传统饮食习惯， 具有极显著的
抗肥胖功能———与豆油相比， 不论是中国营

养学会建议的最适烹饪用油量25克/天，还是
目前中国人的实际吃油量42克/天， 猪油组、
猪油与豆油调和油组其脂肪细胞体积均极显
著减小；目前中国人的实际吃油量42克/天这
一水平，与豆油相比，猪油组体脂率下降16%；
特别是豆油和猪油调和油组合， 体脂率降低
49%。

其抗肥胖机理， 研究人员还从分子层
面给出了答案： 吃豆油， 会加速脂肪细胞
的分化和脂质沉积， 脂肪细胞体积增大从
而引起肥胖； 吃猪油， 脂肪细胞的分化和
脂质的分解能力都加强， 体脂率有所增加，
但脂肪细胞内的脂质含量相对较低， 脂肪
细胞体积没有显著变化； 而吃豆油和猪油
调和油， 不仅减少脂肪细胞分化和数量，
减少脂质沉积， 而且加速脂肪动员， 极显
著降低体脂率。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通讯员 喻诚 记者
左丹） 多熟制作物生物学研究是作物科学
的热点领域， 也是具有地域特色优势的前
瞻性战略领域。 为提升我国多熟制作物科
学研究水平， 今天， 由袁隆平、 方智远、
官春云、 赵振东、 王汉中、 康振生、 邹学
校等7位院士， 以及来自南京农业大学、 河
南农业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省农业
委的5名专家学者组成的咨询专家组， 在湖
南农业大学举行省部共建“南方多熟制作
物生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筹建专家咨询
论证会。

此次筹建的省部共建“南方多熟制作
物生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是以湖南农业大学作物种质创
新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培育基地、 湖南省作物多熟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农业部多
熟制作物栽培与耕作重点开放
实验室和农业部油菜生物学与
遗传育种三熟制重点实验室为
依托， 瞄准作物科学发展前沿，
以优质、 高产、 高效、 绿色 、
可持续为目标， 以多熟制作物

种质创新与品种改良、 多熟制作物生理生
态与代谢调控、 作物多熟种植生境互作机
制和多熟制作物生长模拟与智能信息系
统为主要研究方向， 针对南方多熟制作物
科学和农业生产中的关键问题， 开展基础
理论与应用研究。

省科技厅副厅长贺修铭表示， 该实验
室的筹建， 对保障国家和湖南粮油安全、
实现湖南省“十三五” 粮油产业总产值突
破2000亿元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优化具
有重要意义。 咨询专家组对实验室的筹建
予以充分肯定， 并一致认为实验室研究基
础良好、 目标明确、 建设规划可行。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余蓉）今天
下午，2018年荣宝斋（桂林）长沙春季文物艺
术品拍卖会藏品公开征集活动在长沙启动，这
意味着全国一线拍卖公司将于明年正式在长
沙举槌。老同志肖雅瑜、蔡力峰出席了发布会。

荣宝斋迄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是驰名
中外的老字号。2018年的长沙春拍不仅将延
续荣宝斋（桂林）在历代书画和瓷器上的优势，
还将提供大量湖南省文物总店的旧藏。本次拍
卖会藏品的征集范围包括历代书画、 明清玉
器、金铜佛像、古董珍玩等。

发布会上，作为活动协办方的联合利国
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楚舒介
绍，湖南艺术和收藏品市场藏品丰富，潜力
巨大。 湖南省收藏家协会现有7000多名会
员，300多种收藏品种，全省收藏爱好者超过
100万人， 散落在三湘大地上的书画和古玩
珍品如恒河沙数。但总体而言，湖南品牌艺
术品消费市场尚未形成， 市场机制比较传
统，权威的品牌拍卖机构也较少，荣宝斋（桂

林）拍卖有限公司、联合利国文交所与湖南
省文物总店的合作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和短板，为以后的湖南艺术品二级市场提供
了平台和机遇。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肖江浩 吕锦平）“您好，我是智能税官，不仅
能帮您办税，还能回答税务方面的问题。 ”今
天， 记者走进我省首家智能办税厅———长沙
芙蓉智能办税厅惊喜地发现，税务机器人“萌
萌哒”的表情十分可爱，并且业务熟练，让办
税时间缩短不少。

智能办税厅在试运行的基础上，于10月9
日正式启用。“无需工作人员，由36位税务机
器人‘当家’。 ”芙蓉区国税局纳税服务科副科
长贺文艺介绍，纳税人通过人脸识别系统，确
认身份后，即可进入智能办税厅。 厅内全程使
用语音提示，引导纳税人进入智能导税区、电
子税务局体验区和自助办税终端区， 办理各

项涉税业务。 其中，智能导税台不仅可以通过
手机、 电脑和自助终端机等设备为纳税人提
供服务，还具有网上预约、排队叫号和答疑解
惑等功能。

智能办税厅正式启用以来，深受纳税人喜
欢，平均每天有500多人前来“刷脸”办税，芙蓉
区国税局办税服务厅窗口办税人次大幅下降，
实体办税窗口从原来的28个减少到15个。

据了解， 智能办税厅不仅可根据纳税人
特点提供个性化服务， 还可实现国地税业务
“一厅包办”，避免了纳税人“两头跑”。

陈振华：让学生写一手好字

我省筹建“南方多熟制作物生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陈振华 图/傅汝萍

文化视点

“一朝入梦，终身不醒”
红楼音乐会，风靡18年，著名音乐家王立平等直言要津

智能税官“当家” 精准便捷很“萌”
我省首家智能办税厅启用以来，平均每天有500多人“刷脸”办税

历时3年，湖南农业大学教授研究发现
猪油与植物油搭配，功效互补抗肥胖

全国一线拍卖品牌首次入湘
荣宝斋（桂林）启动2018年长沙春拍藏品征集

� � � � 11月29日下午， 2018年荣宝斋 （桂林） 长沙春季文物艺术品拍卖会藏品公开征集活动
在长沙启动。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