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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周晓鹏 陈沐

辰河目连戏，被称为古老宗教戏剧的“活
化石”。和国内许多剧种一样，已气息微弱。7
月20日， 怀化市溆浦县辰河目连戏传承保护
中心， 张东霞、 向克群等8名老演员带领“00
后” 学员苦练基本功。30名少年神情专注，承
载着该剧种新生的希望。

30名“00后”学员赓续传统
“为孩子们上课的老师，除了2位老艺术

家，大都是1976年辰河戏剧院招的演员。这以
后，再也没有能上台的演员了。”溆浦县辰河
目连戏传承保护中心副主任梁丽娜告诉记
者，现在的30名学员是去年在溆浦县委、县政
府的支持下招收的，他们最大的17岁，最小的
12岁。

招生不容易。 培训期是3年，《劳动法》
要求满18岁才能工作， 第一批12名学员招
收的全部是高中生。 但溆浦辰河目连戏的
表演重在唱腔， 最佳学习年龄是变声期到
来之前。

“高中生过了变声期，身段也不够柔软。
刚开始上课，3个老师教1个学生， 一个箍腰，
一个按腿，一个撑腿。一节课下来，老师一身
汗， 学生也一身汗。”74岁的张东霞是当地有
名的目连戏表演艺术家。

“经过研究后决定，在培训期满后，延长
学员的实习期。实习期间，学员参与送戏下乡
等演出，通过政府采购给予补贴。”溆浦县文
体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党组成员、 总工程师
侯奎介绍， 问题解决后， 又招收了18名初中
生。3年后，选拔20名优秀者留下。

早上5时起床练功，上午上文化课，下午
练功，晚上上唱腔课到21时。学戏辛苦，但孩
子们能熬。“很刻苦！” 张东霞欣慰地说：“下
腰、压腿，浑身打颤都在坚持。女孩子有七八
个嗓子比较好，学得不错。”

今年5月8日， 在怀化市中职学校文艺汇
演比赛上，这些孩子第一次登台。舞水袖、戴
大靠、唱高腔……有模有样的表演令人惊喜，
获得第一名。

四十八本目连戏，声情并茂
目连戏是中国现存为数不多的大型民间

祭祀戏剧之一。 辰河目连戏是一个庞大的剧
目组合，号称四十八本目连戏。它的音乐属于
曲牌连缀体，共有曲牌203支、锣鼓曲牌73支，
保留着古老的“圆腔点板”的记谱方法。2006
年，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辰河目连戏的唱腔婉转动听， 声情并
茂。 唱起悲伤的故事， 往往台上、 台下一起
哭。”张东霞说，辰河目连戏在溆浦、泸溪、沅
陵、辰溪、芷江、洪江、中方等处于沅水流域的
县（市）广泛流传，曲牌唱腔一样，音调根据地
域略有不同。“溆浦的音调高昂有激情， 一唱
就热血沸腾。”

独特的魅力，让辰河目连戏兴盛了多年。
张东霞父辈那一代，溆浦到处都是戏班，祭祀
祭祖、红白喜事都要演辰河目连戏。遇到大主
顾，四十八本目连戏足足演上48天。

守本创新，方能持续发展
在全国多数剧种式微的大势下， 辰河目

连戏的新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溆浦县文体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金

中平说,此次培训，溆浦县从紧张的财政资金
中，每学期投入60万元，用于专业老师工资、
学生补贴、购买教学器材。2017年，投入700万
元， 对县辰河目连戏传承保护中心剧场等进
行了改造。

承担此次教学任务的8名老师，3名来自
县辰河目连戏传承保护中心，5名是外单位聘
请的。他们都是当年戏曲舞台上的老演员，怀
抱传承辰河目连戏的一腔热情。 但他们的年
纪都大了，最小的也即将退休。

“能上台的演员达到1200人左右，有广
大的观众， 辰河目连戏才能形成良性的发
展。”侯奎介绍，为了培育观众，2012年，该
县在县城内建了一座梨园茶楼， 每天中午
12时到下午3时，演出辰河目连戏。演员每
人每场演出补助10元， 票价每张8元。“现
在， 约有100位固定观
众 ，都是老年人 。在守
住原有的精髓时，要靠
创新吸引年轻观众，与
现代市场接轨 , 才能在
行业中坚持下去。”

� � � �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陈雪冰）25日，来自全省14个市州
的230名技工院校教师经过11天鏖战，我
省首届技工院校教师职业能力大赛圆满
落下帷幕。

此次大赛由省人社厅主办，衡阳技师
学院等9所技师学院承办。 大赛共设机械
类、电工电子类、信息类、交通类、服务类、
财经商贸类、工业综合与农业类、文化艺术
与综合类、公共类9大类赛项。

全省14个市州的230名优秀教师从各

市州级选拔赛中脱颖而出，并参加省赛的
各类赛项。经过教学设计评比、现场说课与
答辩等环节的激烈比拼，最终，有36名教
师获得了一等奖，湖南工贸技师学院、湖南
潇湘技师学院和衡阳技师学院获得了参
赛单位团体一等奖。

据悉，本次大赛也是首届全国技工院
校教师职业能力大赛湖南选拔赛。获得一、
二、三等奖的选手，按规定可在晋升上一级
职称时予以倾斜加分，并将遴选优秀选手
代表湖南参加全国大赛。

� � � �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邹红珍 唐诗婧） 为进一步推动我省
专业社会工作发展，7月24日，湖南省社工
机构孵化基地在长沙民政职院揭牌成立。

湖南省民政厅预计花三年的时间，在全
省每一个乡镇都建设一个乡镇（街道）社会
工作服务站， 将设置3000多个专业社会工
作岗位，培育100000名志愿者。孵化基地致
力于打造一个服务全省社工机构和社工人
才的公共服务平台，其功能定位包括五个方
面：培育孵化、信息共享与学术交流、人才培

养、宣传展示和政策咨询。争取通过三到五
年的持续培育支持，在省本级培育出各个服
务领域的示范性社工机构，每个地州市培育
出本地区的示范性社工机构，培养出一大批
坚守价值信念、具有专业特长、长期扎根基
层的湖南本土社工专业人才。

当天， 还举行了湖南省社工机构发展
与社工站建设高峰论坛，与会专家围绕“湖
南省民办社工机构发展”议题，探索适合我
省地县级城市和乡镇社会工作发展的路
径与策略。

� � � �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左丹）今
天， 记者从湖南省教育厅获悉，2018年度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开始推选， 将在公布的
64名候选人中选出10名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 湖南石门县雁池乡苏市完小校长王怀
军和吉首大学教师刘少英入围候选人名
单。

王怀军自1984年参加教育工作以来，
扎根山区，甘守清贫，像母亲一样照料留守
儿童，先后获得湖南省师德标兵、湖南省首

届最可爱的乡村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
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2018年， 王怀军
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2013年，
《湖南日报》曾以《守着深山白了头》为题对
她进行报道。

刘少英从教37年， 以顽强的毅力战胜
病魔，5次放弃改行的机会， 保持“拼命三
郎”的工作作风，始终坚守在体育教学岗位
上。她是“特别能吃苦的模范”“特别能战斗
的骨干”“特别能奉献的表率”。

� � �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通讯员 戴丽
平 邹红珍 记者 余蓉）7月24日，湖南第
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8名学生组
成的政策普及宣传团———薪火“湘”传
队，在老师的带领下赴茶陵、醴陵、株洲

和平江的红色革命老区开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艺术化政策普及宣讲和主题调
研活动。

这些来自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
利用5天时间，利用自身思想政治教育

专业和师范生的特色，从国家富强篇、
十九大精神篇、团结友爱篇、中国梦篇
等11个篇章，编创合唱、小品、情景剧、
舞台剧、音乐剧、哑剧、三句半、花鼓戏
等文艺节目， 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结合， 将党的理
论路线方针政策润物无声地渗透进基
层老百姓心中。

文化视点

溆浦辰河目连戏迎来“00后”传承人

� � � � 7月20日，溆浦县辰河目连戏传承保护中心，“00后”学员在老师指导下苦练辰河目连戏基
本功。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周晓鹏 摄影报道

大学生假期到革命老区宣讲

湖南首届技工院校
教师职业能力大赛收官

湖南省社工机构孵化基地成立

2018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开始推选

湖南两位教师成为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