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欢

还记得儿时唱的歌谣吗： 我们窝在
妈妈温暖的怀抱里，伴着摇篮曲入睡；我
们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 听奶奶讲过
去的故事；我们吹起小螺号，怀着种太阳
的梦想一天天长大……

不同年代，不同儿歌。
“60后”：《一分钱》《小鸭子》《让我们

荡起双桨》。 这一代人的童年在上世纪70
年代。 这是一个“玩具不多，但游戏丰富”
的年代，弹玻璃球、跳格子、跳皮筋、滚铁
环等等，说起这些游戏，很多上世纪60
年代出生的人都不会陌生， 因为这些
游戏陪伴着他们成长，给了他们很多乐
趣和美好的回忆。《一分钱》《小鸭子》都是
著名儿歌创作者潘振声的作品，他曾说
过：“《一分钱》超过《卖报歌》。 ”确实，
这两首儿歌在当时的传唱程度比之今
日流行歌曲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在
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把它交到警察叔叔
手里边……” 当年的孩子就是这样快乐
地学会了拾金不昧的良好品德。 那时候
不管学校搞什么活动，《让我们荡起双
桨》都是必唱的歌曲。

“70后”：《小燕子》《葫芦娃》《蓝精
灵》。 改革开放的春风在上世纪80年代吹
满祖国大地， 那时候是中国经济快速发
展的时代。 70年代出生的人的童年，大
多在这个时间段里。 在这个年代，一
到“六一”儿童节，大多数学校和幼儿
园都会举办不同形式的活动， 组织孩
子们开联欢会， 能参与表演的孩子特
别兴奋， 老早就惦记着表演节目的事
情， 不厌其烦地跟父母说起排练的趣
事， 一遍又一遍重复练习着要演唱的儿
歌。那时候除了老师教的《小燕子》《上学
歌》《春天在哪里》， 就是电视里动画
片的歌 《葫芦娃》《黑猫警长》《蓝精
灵》等，特点是旋律更多变化，感情更富
有色彩。 主要以影视作品主题歌和外来
作品为主。

“80后”：《鲁冰花》《世上只有妈妈
好》《雪绒花》。 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人
现在都参加工作了。 这代孩子是幸运的
一代， 他们的童年基本上在上世纪90年
代，亲身体验了许多新鲜事物。 在他们的
记忆里，除了流传下来的儿歌，也开始逐
渐接触流行歌曲。“那时候老师最爱教的
歌曲就是《世上只有妈妈好》，记得有一次
回家后，我就按照老师教过的，给妈妈打
了一盆洗脚水，然后边唱这首歌，边给妈
妈洗脚，把我妈感动得哭了。”微信朋友圈
里，30岁的小程说。

“90后”：各种流行歌曲。 在上世纪90
年代出生的孩子， 童年几乎都在新世纪
里度过。 这时期的儿歌却没有新的突破。
“90后”唐睿似乎只记得《两只老虎》《世
上只有妈妈好》，他说，这些流传下来的老
儿歌欠缺新意，旋律也很平淡，没有跌宕
起伏，很容易让孩子们“审美疲劳”。 在新
儿歌缺乏的情况下， 孩子们更愿意去亲
近旋律激昂、歌词前卫的流行歌曲，将注
意力转移到了各种流行歌上面， 许多港
台歌手的歌如雨后春笋般流行在大陆地
区。唐睿说：“当年最喜欢就是《小虎队》的
歌，他们的《蝴蝶飞呀》《水手》等许多经典
歌曲，歌词早已耳熟于心，直到现在都还
记得非常清楚。 ”

“00后”：金鹰卡通卫视《中国新声
代》 是一档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音乐类
节目，导演组赶赴十几个城市，海选的结
果却出乎意料。该节目总导演陈刚说：“很
多小学生都喜欢《爱情买卖》《high歌》这
样的成人化歌曲，凤凰传奇、许嵩等的歌
曲点唱率很高， 甚至有近百名孩子组团
合唱热播电视剧主题曲《逍遥》。孩子们唱
得很认真，但除了这些流行歌曲，他们自
己的歌去哪儿了呢？ ”

《中国新声代》到目前已经做到了第
五季，旨在通过节目征集、推广属于孩子
们的歌曲。 不过，想让一代孩子唱属于他
们的歌， 一个电视节目的力量远远不够，
需要全社会一齐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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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湖湘书画艺术
写真的人

钟万民

案头这部张楚务著的文艺评论集《墨海观澜》，我是当作
书画教科书来读的，先是通读，继而精读，整整花了一个月的
时间。读罢美文，掩卷静思，《墨海观澜》不愧为一部湖湘书画
艺术写真集。这是一位主流媒体资深美术编辑对湖湘书画界
几十年长期观察验证后，留下的一份丰厚的历史档案；这是
书画界一位正直艺术活动家和评论家，从社会价值的高度对
当代湖湘书画艺术现象及发展态势进行细致的望闻问切后
发出的肺腑之言。

看《墨海观澜》中的《感谢钱海源先生》一文，楚务那种是
非分明、爱憎分明、褒贬分明的措辞，就足以表明他的政治立
场和正能量。《湖湘艺术品市场的现代叩问》一文针对当时省
直书画家协会组织的“首届中国画作品展销”活动效果不尽
人意，对湖湘艺术品市场的不景气表露出重重忧心，经过市
场调查，楚务先生冷静地指出：“不得不承认，湖南的艺术市
场还很小，艺术消费理念还很幼稚，大众文化的强大和坚韧
简直是牢不可破、坚不可摧。和山东、河南的农民家里挂名家
书画原作相比，湖南俗气多了。”面对现实，如何破局？从书画
家的角度，楚务也极其诚恳地提出了对策建议：艺术家要和
买方市场的中坚力量“共同合作，努力提升艺术欣赏水平”。

楚务的艺术评论文章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个性特色，那就
是他的评论总是与作者的人品联系在一起， 有时甚至对人
品、性格的评价占的篇幅还很大。 这与楚务先生的自身品行
有关。 他历来坚守忠诚、率直、与人为善的信条，历来坚持人
品决定作品、人品先于作品的标准，每每评价人和事，都是心
口如一，入木三分。随手摘取几个片断便可见一斑：他对曹其
明的评价是“曹先生的书风一如他的人品，平而有趣，淡而有
味。 同他共事的人都说，同曹先生相处，如沐春风，随和、亲
切、热情、智慧、豁达，全然不见官架子。 ”他评价欧阳笃材：

“在表达幽默与智慧时， 常伴随着狂热的内心激动与桀骜不
驯的生命张力，笔下自然流露出一种粗头乱服的苦涩感。 不
仅厚重拙朴，而且文心深邃，时时处处示人以励志比德的教
益。 ”他向大家介绍王金石时这样描述：“他是一位古道热肠、
重情重义、可信可交的男子汉。 他热情爽朗、敦厚朴实、潇洒
豪放、不卑不亢，同时又内外兼修、才华横溢，是位满带泥土
芳香，从雪峰山走出来的教授。 ”

楚务的艺术评论文章最大突出的特点在哪里？我觉得还
在于他那善于点睛的神来之笔：有的山呼海啸，有的温文尔
雅，有的一味赞美，有的褒贬同存……每每让作者心服口服，
让读者收获颇丰。略举几例：他评论王憨山的画作《越过洞庭
路八百》，画面上就是一片洞庭湖的上空飞腾着几只麻雀，他
很自然地联系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悟出了是寄望于湖南乃
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腾飞。 他评论钟增亚的画作《吟涛》，画面
上一位貌似李太白的仙人醉卧在山水之间， 楚务的点评是

“用笔洒脱，构图奇险，谨严峭拔，简洁省净，读着它，不禁怦
然心动，禅意悠悠”，真是妙语连珠。 他描绘颜家龙更是妙趣
横生：“颜先生的书写过程很迷人，他的身体会随着书写节奏
做横向移动、纵向起伏。他写到正气的‘气’字、新风的‘风’字
时，身体会迅速升高，只见他两脚跟离地，蹑虚御风，似乎整
个身体重量凝聚于笔端，游动于纸上，不仅臂随笔转，力到意
到，且整个身心与纸、笔和书写的内容完全合为一体，甚至字
与字之间的飞白、 游丝都在他的主动控制之下，‘达其性情、
形其哀乐’，引人入胜。 ”以活泼俏皮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将艺
术作品推介给读者。

侯严峰

“累成了狗！ ”妆没卸、衣没换，璇子就在微信朋
友圈里“叫苦”，与刚刚在舞台上仪态万方的虞姬判
若两人。

这是5月最后一个周末。 晚上，湖南戏曲演出中
心上演《霸王别姬》，璇子饰演女主角虞姬。帐外楚歌
四起，乌骓嘶鸣；豪气干云的楚霸王一曲歌罢，坐在
台椅上独自饮酒；“夜深沉”曲牌奏响，娇俏刚烈的虞
姬头插如意冠，身披鱼鳞甲，手舞双剑———相爱却不
能相守的痛， 在舒展的剑锋里意蕴绵长……许是扮
演项羽的男演员过于壮硕，本来身材颀长的璇子，舞
台上看起来杨柳扶风，娇小玲珑。

长沙的票友是懂戏的。璇子出场一亮相，台下观
众便鼓掌喝彩，啧啧称叹：“好美！”“好扮相！”每当璇
子唱到纵情处、念到高亢处、舞到奔放处，台下便爆
发出阵阵掌声、喝彩声。 演出前，璇子发来微信：“刚
刚排练完，感觉半条命都丢了！ ”“虞姬的戏太伤神：
既不能过猛，又不能绵软———‘内劲’太难使。 ”

璇子，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青年演员张璇，
微信朋友圈里曰“璇子”。百度百科里，张璇的籍贯是
湖南。其实，打从第一次见她，就觉得她高挑的身材、
清秀的面庞，尤其那率真爽朗、藏掖不住的脾性，都
带着几分中原人的味道。熟络了，果然知晓她的祖父
早年自河北南下，一家人落户常德。虽则外表清丽秀
气，但接触时间长了，就不难窥见她内心溢满的奔放
与豪气， 这一定与深藏于她身上强大的中原文化基
因有千丝万缕的干系。

11岁考入湖南省艺术学校，14岁就读北京市戏
曲艺术学校，17岁入行湖南省京剧团， 先学刀马旦，
再工青衣。 张璇的京剧履历一派优异：20岁， 获得
CCTV全国第五届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三等
奖；21岁，摘得湖南省“十九和弦”第四届青年戏曲演
员电视大赛“十佳演员”和“头牌演员”桂冠……盘点
张璇在京剧艺术中取得的艺术成就，无非口述照录，
有网可查。 而成就的背后，却是不为人知的艰辛。 就
拿那次CCTV全国第五届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
赛来说，全国荟萃了450多位各地举荐的青年京剧演
员，最后只有60位跻身决赛，而湖南省举荐的演员仅
剩下张璇一人。 刚满20岁的她，凭借《四郎探母》中
《坐宫》选段闯入了决赛，成就了自己的艺术梦想。她
从不提及攀登京剧艺术巅峰中所经历的那些鲜为人
知的苦痛，更没有遇难而退的困顿。 在她看来，奋斗
和付出是同义语。 不好好唱戏，我还能干什么？ 她腰
脊椎和胸椎练功几度受伤，常常旧疾未愈添新痛，要
上台怎么办？打上麻醉针就上场了，肠胃痉挛疼得直
不起腰要登台怎么办？ 打止疼针……她说得轻描淡
写，钢铁侠似的。

刚过而立之年， 张璇就获评湖南省戏剧界最年
轻的国家一级演员。“当时正在外地，听到这个消息，
我一头雾水， 赶忙对领导说： 还有不少比我强的演
员，怎么会是我？ ”这就是张璇———靠天分、更靠自己
不懈努力得到的专业认同，她却不思“感谢”，不露喜
色，直愣愣地说些莫名其妙的“傻话”，甚至没有功成
名就的欣喜。

早年在北京市戏曲艺术学校就读， 后来毕业于

全国第五届青年演员研究生班， 还参加了全国青年
京剧演员电视大赛， 张璇本来有不少机会留在北京
发展。 但她认为，湖南的京剧艺术保护传承更需要
年轻人来担纲、 来推动，“压根儿没有想到留在
北京。 ”这些年来，张璇主演了《穆桂英挂帅》《二
进宫》《三击掌》《白蛇传》《霸王别姬》， 新编历史剧
《辛追》，以及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虞姬、穆桂
英、辛追、白娘子和小常宝等舞台形象，无不被她演
绎得活灵活现。

虽说年纪轻轻就成了“角儿”，可张璇依旧是那
样率真，时不时地还显露出与她的专业“地位”不相
称的顽皮。只有在舞台上，她才会展现出一如既往的
专业精神。除了团里的演出，张璇最喜欢的是与友人
相聚，端起酒杯，“怎么样，‘走’一个？ ”豪放得像条汉
子。 酒至半酣，大家若聊起某段戏来，她就会即兴唱
上几句或来一段。 大家齐齐叫好，璇儿并不以为然，
仍旧一派舞台上的模样，陶醉在自己的艺术天地里。

张璇是湖南省政协委员、长沙市人大代表。 5月
初， 省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到青岛培训。 张璇发来微
信：“终于见到大海了！ ”还有一张坐在岸边礁石上的
照片。“不会吧！第一次见大海？ ”我疑惑。“是啊……
没见过。 ”张璇作为湖南省著名京剧演员，曾随团到
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家访问演出，坐着飞机从五
大洲四大洋的上空飞过， 却从来没有近距离见过
大海。她说，落地就演出，演完就赶路，哪里有时间看
海呢！

演出《霸王别姬》的第二天是周六，张璇又去了
排练场。 说正在赶排一出叫作《梅花簪》的历史剧目，
是2018年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立项资助项目，
张璇饰演的是“女一号”梅花公主。

不用说，张璇又得忙上一阵子了。

画外有话
吴广

湖南是我的故乡，这里赋予我籍贯、秉性和行为方式；湘阴
是我丢胞衣罐子的地方，在那里度过了整整20年平淡而不平凡
的岁月，读书、开荒、耕种、养殖，学会认识土地，熟悉生活，镀上
我诗意人生的第一抹底色，如稻穗般屈曲而沉甸地活着。

长沙是我拾掇破烂、 追逐梦想的城市， 使我学会躬身、容
忍，使我懂得“火”是可以在心中燃烧和弥漫的。 那两年，曾在海
棠村隔墙隔窗偷习过段江华、范沧桑、柳泽明诸兄办班时的素
描和色彩技法；与聂南溪、颜家龙等先生互通书信；与史穆、易
润芝、彭吟轩等先生互有唱和，天地、社会、家庭注定我生命的
低调，生存的低微，生计的窘迫，但人生却永不低头。 生相可以
平庸，生性可以谦卑，但精神永不低迷。

12岁自学诗词楹联，16岁辍学自习书画篆刻，23岁从军尝
试改写人生，24岁成为全军文化工作先进典型，25岁成就“南国
杰出青年军人”， 并以专业第一名考入军艺， 后毕业留校工作
过。 14次调京工作单位不放，10年后毅然转业，再次融入社会，

重整自己的笔墨人生。 我用
16年的军旅生涯，在小说、散
文、戏剧、诗歌、音乐、诗词、
歌赋、楹联、书画、篆刻、影
视、设计、广场艺术等方面，
打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艺术
天地。 或许，命中注定了我荒
芜的世界、疼痛的心理、复杂
的情感，以及孤独的前行。 所
以，我戏谑自己是“半路出家
的野和尚”“万金油”。

《吴广诗书画印艺术回
湘汇报展暨五体书曾国藩楹
联专题展》开展在即，信马由
缰， 似乎没谈艺术， 是画外
话。 真若赘述，只好借恩师林
凡先生近日诲我一言以蔽
之：“诗第一、 画第二、 印第
三、书第四。 你若非要问我画
得如何： 荷花可传， 山水可
立，人物可琢！ ”褒贬之间，岂
在一人一言；仰俯之间，自在
一人一言。 故叹曰： 天无私
德，自有春秋，何其难哉！

正确评估观众的
文化境界

———《金牌投资人》带来的思考
盛伯骥

看完电视剧《金牌投资人》样片后，总想写点什么。 这种冲
动不是想俗气地点个赞，或发泄一些理论的无聊，而是隐隐约
约觉得这个剧中反映了中国观众的某种观剧趋向，或是中国观
众文化态度的移动。

首先看看业界是怎样给这部剧定位的。 打开网页，关于这
部剧的定位众说纷纭，有的称是一部职场剧，也有的称其为行
业剧，更有称为青春金融商战时尚大剧。 我认为不管让这部剧
加入何种类型，它无疑是一部现实生活题材电视剧，由于它反
映的角度独特，它表现了现实生活中虽然常见而又不太容易了
解的区域。

近年来，针对我国电视观众出现中老年、低学历受众增多
的现象，不少影视剧制作单位在电视剧题材上走入了偏、怪、奇
的歧途，特别是悬疑、玄幻、仙侠、穿越题材盛行，过度戏说、过
度娱乐和过度虚无等现象集中，导致我国电视剧创作中“三俗”
作品频频出现，使我国影视剧题材资源出现严重病危状况。 《金
牌投资人》的出现，观众市场反映出人意料。

电视剧《金牌投资人》讲述了现代投资人中发生的商战故
事，它以草根出身的年轻投资人方玉斌凭借过人的专业能力和
信誉在金融行业拼搏的事迹为线索，不但描写他与出身于金融
世家的女总裁苏晋的争战与爱情，也描写了燕飞、戚羽、苏浩等
年轻投资人的不同人生， 更用众多投资行业的商战事例和人
物，生动展现和介绍了现代社会的经济现状以及职场业态和专
业知识。

但是，这部被业界视为行业性强、知识性强、专业性强的电
视剧，却出乎意料地得到观众市场广泛反响。 数据显示，这部剧
在湖南卫视“青春进行时”剧场播出后，在索福瑞CSM52城市组
同时段排名均为第一，而且份额每天稳中有涨。 数据还显示，这
部剧有着较强的吸附力，受众忠实度始终稳定在35%以上，最高
单日达到45% 。 从分众数据看到 ， 该剧女性观众占比达到
57.41%，24-44岁中青年观众占比也接近40%， 高中及大学以上
学历的观众也超过了60%。 这类题材的拓展与尝试，应该命中了
目前受众的需求，也命中了目前收视市场的空点。

从《金牌投资人》的收视反馈来看，广大观众的文化境界的
提质，已成不可否认的事实。 正如一位网民的留言所述：“这不
是一部披着爱情的商战剧，很好看，爱情都是点到为止。 大篇幅
地描写商战、职场，真的很受用，里面的很多内容都很实用。 ”还
有一位名为“鱼禾”的网民这样留言：“接地气，快节奏，干货十
足，深入浅出。 原著可以说是金融职场的科普入门读物了，电视
剧丰满人物形象的同时，也秉承了原著的精髓。”

据《金牌投资人》导演和编剧介绍，他们非常认同出品方对
这部剧的定位解读， 努力在行业感和大众接受度之间寻找平
衡，不是一味地用专业术语“炫技”，台词设计方面，既保持专业
感，又尽量大众化、生活化，成为观众学习金融知识的载体，做
好专业化向影视化转变的中介， 讲述一个既专业又有温度、且
能引发观众共鸣的行业故事。 为了让这部剧真正展现出专业性
和行业感，主创团队在拍摄前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从补课金
融学常识和术语，到与金融人士接触了解他们工作和生活的状
态，一切为了观众能从这部剧的细节中捕获到金融剧应有的专
业感。 事实证明，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良好的收视反馈报答了
他们的一片苦心。

影视风云

艺路跋涉

荨吴广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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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严峰

“累成了狗！ ”妆没卸、衣没换，璇子就在微信朋
友圈里“叫苦”，与刚刚在舞台上仪态万方的虞姬判
若两人。

这是5月最后一个周末。 晚上，湖南戏曲演出中
心上演《霸王别姬》，璇子饰演女主角虞姬。帐外楚歌
四起，乌骓嘶鸣；豪气干云的楚霸王一曲歌罢，坐在
台椅上独自饮酒；“夜深沉”曲牌奏响，娇俏刚烈的虞
姬头插如意冠，身披鱼鳞甲，手舞双剑———相爱却不
能相守的痛， 在舒展的剑锋里意蕴绵长……许是扮
演项羽的男演员过于壮硕，本来身材颀长的璇子，舞
台上看起来杨柳扶风，娇小玲珑。

长沙的票友是懂戏的。璇子出场一亮相，台下观
众便鼓掌喝彩，啧啧称叹：“好美！”“好扮相！”每当璇
子唱到纵情处、念到高亢处、舞到奔放处，台下便爆
发出阵阵掌声、喝彩声。 演出前，璇子发来微信：“刚
刚排练完，感觉半条命都丢了！ ”“虞姬的戏太伤神：
既不能过猛，又不能绵软———‘内劲’太难使。 ”

璇子，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青年演员张璇，
微信朋友圈里曰“璇子”。百度百科里，张璇的籍贯是
湖南。其实，打从第一次见她，就觉得她高挑的身材、
清秀的面庞，尤其那率真爽朗、藏掖不住的脾性，都
带着几分中原人的味道。熟络了，果然知晓她的祖父
早年自河北南下，一家人落户常德。虽则外表清丽秀
气，但接触时间长了，就不难窥见她内心溢满的奔放
与豪气， 这一定与深藏于她身上强大的中原文化基
因有千丝万缕的干系。

11岁考入湖南省艺术学校，14岁就读北京市戏
曲艺术学校，17岁入行湖南省京剧团， 先学刀马旦，
再工青衣。 张璇的京剧履历一派优异：20岁， 获得
CCTV全国第五届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三等
奖；21岁，摘得湖南省“十九和弦”第四届青年戏曲演
员电视大赛“十佳演员”和“头牌演员”桂冠……盘点
张璇在京剧艺术中取得的艺术成就，无非口述照录，
有网可查。 而成就的背后，却是不为人知的艰辛。 就
拿那次CCTV全国第五届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
赛来说，全国荟萃了450多位各地举荐的青年京剧演
员，最后只有60位跻身决赛，而湖南省举荐的演员仅
剩下张璇一人。 刚满20岁的她，凭借《四郎探母》中
《坐宫》选段闯入了决赛，成就了自己的艺术梦想。她
从不提及攀登京剧艺术巅峰中所经历的那些鲜为人
知的苦痛，更没有遇难而退的困顿。 在她看来，奋斗
和付出是同义语。 不好好唱戏，我还能干什么？ 她腰
脊椎和胸椎练功几度受伤，常常旧疾未愈添新痛，要
上台怎么办？打上麻醉针就上场了，肠胃痉挛疼得直
不起腰要登台怎么办？ 打止疼针……她说得轻描淡
写，钢铁侠似的。

刚过而立之年， 张璇就获评湖南省戏剧界最年
轻的国家一级演员。“当时正在外地，听到这个消息，
我一头雾水， 赶忙对领导说： 还有不少比我强的演
员，怎么会是我？ ”这就是张璇———靠天分、更靠自己
不懈努力得到的专业认同，她却不思“感谢”，不露喜
色，直愣愣地说些莫名其妙的“傻话”，甚至没有功成
名就的欣喜。

早年在北京市戏曲艺术学校就读， 后来毕业于

全国第五届青年演员研究生班， 还参加了全国青年
京剧演员电视大赛， 张璇本来有不少机会留在北京
发展。 但她认为，湖南的京剧艺术保护传承更需要
年轻人来担纲、 来推动，“压根儿没有想到留在
北京。 ”这些年来，张璇主演了《穆桂英挂帅》《二
进宫》《三击掌》《白蛇传》《霸王别姬》， 新编历史剧
《辛追》，以及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虞姬、穆桂
英、辛追、白娘子和小常宝等舞台形象，无不被她演
绎得活灵活现。

虽说年纪轻轻就成了“角儿”，可张璇依旧是那
样率真，时不时地还显露出与她的专业“地位”不相
称的顽皮。只有在舞台上，她才会展现出一如既往的
专业精神。除了团里的演出，张璇最喜欢的是与友人
相聚，端起酒杯，“怎么样，‘走’一个？ ”豪放得像条汉
子。 酒至半酣，大家若聊起某段戏来，她就会即兴唱
上几句或来一段。 大家齐齐叫好，璇儿并不以为然，
仍旧一派舞台上的模样，陶醉在自己的艺术天地里。

张璇是湖南省政协委员、长沙市人大代表。 5月
初， 省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到青岛培训。 张璇发来微
信：“终于见到大海了！ ”还有一张坐在岸边礁石上的
照片。“不会吧！第一次见大海？ ”我疑惑。“是啊……
没见过。 ”张璇作为湖南省著名京剧演员，曾随团到
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家访问演出，坐着飞机从五
大洲四大洋的上空飞过， 却从来没有近距离见过
大海。她说，落地就演出，演完就赶路，哪里有时间看
海呢！

演出《霸王别姬》的第二天是周六，张璇又去了
排练场。 说正在赶排一出叫作《梅花簪》的历史剧目，
是2018年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立项资助项目，
张璇饰演的是“女一号”梅花公主。

不用说，张璇又得忙上一阵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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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拾贝艺林风景

儿歌唱过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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