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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唐国文 卓萌

金猪贺岁喜，潇湘戏韵足。
1月28日晚，“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2019年湖南省第三届花鼓戏春节联欢
晚会在长沙实验剧场上演， 吸引了许多花
鼓戏迷。

所有演员零报酬演出

《船山故里颂》《胡子将军》《郑小
娇》……台上演得认真，台下看得专注。著
名花鼓戏表演艺术家、 湖南省花鼓戏艺术
研究会会长刘赵黔感叹道：“一台晚会的成
本要几百万元，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天文数
字。 我们尽力压缩成本， 还要保证艺术水
准，非常不容易。3届花鼓戏春晚，演员都
是零报酬参演。不仅如此，有的还自己出路
费，准备服装、化妆和道具。他们对花鼓戏
的热爱，让我非常感动。”

近年来，各个行业或领域的人们用“春
晚”展示自我风采，已成为潮流。“湖南花鼓
戏享誉全国，出了许多名家名剧，为什么我
们不举办一台全省的花鼓戏春晚呢？”刘赵
黔说，2017年举办第一届花鼓戏春晚。这
届晚会在网络平台上直播，点击率超过50
万人次。

“春晚演出前两个月开始准备，演出前
一个月进入高度紧张期。 每次演出后一两
个月，我才能缓过神来。”刘海阳是本届春
晚的总策划，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已经6天
6夜没合眼。

演员和戏迷都有很高的热情。 本届春
晚，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长沙市花
鼓戏保护传承中心、 常德市鼎城区花鼓戏
保护传承中心等多个专业院团参与了演
出。82岁的花鼓戏曲调“八同牌子”传承人
贾厚桃特意带着徒弟赶来参加演出。

随着花鼓戏春晚的影响逐步扩大，支
持的人越来越多。刘赵黔说，本届春晚，省
文化和旅游厅、 省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了
部分经费。长沙实验剧场支持惠民演出，免
除了租金。 几家企业被他们对花鼓戏的热
爱打动，给予了经费或食宿支持。

花鼓戏与多种艺术共舞

“每届花鼓戏春晚，我们都要做出不同的
特色。第一届春晚注重流派，湖南花鼓戏6大
流派都齐了。 第二届春晚结合了传统戏和新
戏。本届春晚，我们把花鼓戏和书法、诗词、长
沙弹词、衡阳渔鼓、剪纸等艺术结合起来，希
望观众能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刘
海阳说。

国家一级演员田既安担任本届春晚的总
导演。他站在观众角度，要求晚会张弛有度，
丰富多彩。

“本届春晚共有16个节目，专业院团和
民营院团都积极参与，有几大亮点。”田既安
说，其中一大亮点是毛主席诗词演唱暨书法、
剪纸表演。湖南花鼓戏共有3段毛主席诗词唱
段， 分别为《七律·答友人》《蝶恋花·答李淑
一》《七律·到韶山》，由刘赵黔、李鸣、胡建忠
3位国家一级演员演唱。

刘赵黔第一次唱《七律·到韶山》是在上
世纪90年代。为了这次演出，她早早开始练
习，每天曲不离口。

田既安说：“在人们印象中， 花鼓戏接地

气，多为小调。其实，花鼓戏也有很多正调。这
一组毛主席诗词演唱展现了花鼓戏大气的一
面。”

演出同时， 省内几位楹联诗词专家同步
书写相关诗词，剪纸艺术家现场剪福字，让观
众既饱耳福，又饱眼福。

贾厚桃等演唱的“八同牌子”是花鼓戏中
一个难度很高的曲调。“‘八同牌子’ 没有伴
奏，很难掌握，初听不顺耳。我幼时学戏，初学
‘八同牌子’，几乎想放弃。后来听多了，学好
了，越来越觉得好听。”刘赵黔说，“八同牌子”
给人一种悲悲切切的感觉， 非常适合抒发悲
伤之情。马建纯演唱的《芦林会》中“见奴夫，
转家门，不由我，庞氏痛在心……”就是“八同
牌子”的典型唱段。

地花鼓唱段《拖板凳》则载歌载舞，活跃
喜庆。

除了花鼓戏，还有长沙弹词《浏阳河畔出
英豪》、民歌《兰溪山歌》、衡阳渔鼓《船山故里
颂》……国家一级作曲、本届春晚艺术总监陈
耀说，衡阳渔鼓、长沙弹词的部分曲调与花鼓
戏声腔洞腔类旋律相似，细细品味，分辨它们
的异同，能感受到湖南地方戏曲的迷人魅力。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尹理 王建新

一起煮饭、就餐，一起测血糖、调整胰岛
素……1月26日至27日，10位1型糖尿病患
者，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通过体验式培训，
学习自我健康管理与药物调整方法。

这是国内首个“1型糖尿病结构化教育课
程”， 由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湘雅二医院1型糖尿病结构化教育团队主办，
主题为“掌控我生活”。

培训现场，来自1型糖尿病医疗、教育以
及营养、 运动、 心理等方面的专家就血糖监
测、胰岛素剂量调整、运动治疗、心理调适、并
发症防治等方面，进行系统专业教学。

除了专家讲授， 最受欢迎的就是体验式
的实训互动。 为了增强患者对放松自我管理
危险性的认识，课程里特别设计了一个1型糖
尿病体验包，让患者体验冠心病、失明等糖尿
病高发的并发症。 医护人员还和大家现场做
饭，称量食物，计算碳水化合物，从而计算胰
岛素的用量。

“一学就会，现学现用，操作性强，感觉更
实用。 原来自己胰岛素注射的很多方面不到
位。”专程从南昌赶来的张女士深有感触。

糖尿病分为1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其
中1型糖尿病是因自身免疫破坏胰岛β细胞
所致，多发于儿童和青少年。它起病急，发展
快，极易导致严重并发症，患者需终身注射胰

岛素。
“教育患者根据血糖和饮食等情况调整胰

岛素的剂量非常重要。” 课程负责人李霞教授
介绍，“虽然我国1型糖尿病患者使用的胰岛素
与国外类似，但我国患者的平均寿命比欧美发
达国家短十年以上，问题就出在病人的自我管
理上，不能掌握胰岛素剂量的调整方式。”

基于这一认识，在科室学科带头人、知名代
谢内分泌专家周智广教授的倡导下，医院3年前
组建了国内首个1型糖尿病综合管理门诊。

“以教育为基础的综合门诊，属于预约式
就诊，每次6-8例患者，由糖尿病专科、眼科、
营养科、康复医学科、心理医学中心、糖尿病
教育6个科室专家进行专业指导， 为患者提
供关于自我管理的知识。”李霞说。

“结构化，通俗讲就是标准化、系统化，接
受结构化教育课程后，拿到了‘自我管理’这
一剂终生受益良药。”周智广教授介绍。

“1型糖尿病可治可控， 患者完全可以达
到正常人的寿命， 就像我们课程名称所倡导
的，掌握了知识，就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周
智广在开班仪式上鼓励病友，建立生活信心，
激发生活勇气，直面挑战，做好打终身“持久
战”的准备。

据悉，为了帮助更多的“糖友”打好这一
“持久战”， 湘雅二医院代谢内分泌科将在每
年寒暑假期间举办这样的培训， 患者可以提
前到科室预约。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
讯员 周蓉荣 谢燕芝 ）68岁的余爹爹（化名）
误把流感当成普通感冒，险些丧命。湖南省人
民医院呼吸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建民今天接受
记者采访时提醒：正值冬春季流感高峰期，高
烧不退要尽早就医。

余爹爹是湘乡人，1月8日觉得身体不舒
服，吃了点感冒药，但一直没有好转。1月12
日，他病情恶化，呼吸衰竭，在家人的搀扶下
到当地医院就诊，医院确诊为重症肺炎，呼吸
衰竭， 立即为其进行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等
对症支持治疗， 但他病情出现反复。1月24
日， 由当地医院转至湖南省人民医院呼吸重
症医学科救治，确诊为重症甲型流感肺炎。经

过医护团队的治疗，目前病情明显好转。
李建民介绍，普通感冒是由多种病毒（鼻病

毒、冠状病毒、腺病毒等）引起，但往往病情不重，
而且有自愈性，死亡率非常低。流行性感冒由流
感病毒引起，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四季均会
发生， 冬春季节更为猖狂； 通常表现为急起高
热、全身疼痛、显著乏力和轻度呼吸道症状，继
发肺炎、脑炎、心肌炎等多种并发症，导致死亡。
他强调，感染流感后分几个过程，从感染流感病
毒到发病的时间平均是一周左右。 发病后的一
周内以病毒感染为主， 从第二周开始合并细菌
感染。因此，早期诊断、针对流感病毒使用抗病
毒药物是重中之重。如果起病急，全身性酸痛乏
力，高烧不退，一定要到医院检查治疗。

“自我管理”
是治疗糖尿病的一剂良药

湖南省花鼓戏春晚至今已是第三届，众演员一腔热情———

零报酬演春晚 只为花鼓戏韵传

误把流感当成普通感冒，68岁老人险些丧命
如何防治流感，请听专家建议

科教前沿
文化视点

1月28日晚，长沙实验剧场，演员在表演花鼓戏《桃花烟雨·送喜联》。当晚，湖南花鼓戏春
节联欢晚会在该剧场上演。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