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银铮铮 林怡静）今天，国家艺术基金
2019年度滚动资助项目《蔡坤山耕田》“二
改”专家研讨会在长沙举行。

花鼓戏《蔡坤山耕田》由省花鼓戏保护传
承中心创作，讲述了农民蔡坤山夫妇无意中帮
助了微服私访的皇帝，引发了一系列故事。

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主任罗维介绍，根
据“一改”意见，该剧对每一场戏都进行了调
整，通过对细节的精雕细琢，使剧情、台词、表
演等更加合理； 重新编配全剧的音乐配器，去
掉西洋乐器及电声乐器， 改为纯民乐配器演
奏，并结合大剧种的板腔变化体，让音乐主题
更突出、人物的音乐形象更明确。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花鼓戏个性色彩浓
郁，充满生活情趣，是守正创新的典范。著名
剧作家、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原巡视员孙德
民认为，该剧通过风趣、诙谐的方式，表现了
民间底层人物的人格操守。在目前戏曲人才
匮乏、剧种个性退化、剧目乏力的困境下，该
剧的剧本与花鼓戏高度契合，对于花鼓戏的
保护和传承有重要意义。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傅谨表示，该剧被观众所喜爱，源于其所呈
现的民族风格、民间趣味、民本思想，这是戏
曲创作者应该坚持的道路。 专家们建议，在
把握主题思想和丰富人物性格的基础上，进
一步做减法、精炼主题、统一风格，打磨艺术
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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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邓姝琳 谢昕婷 林怡静

湖南木偶皮影艺术创作迎来历史高
峰。8月12日晚，“广陵杯·第五届全国木偶皮
影优秀剧（节）目展演”在扬州落幕。由湖南省
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原创大型
皮影戏《人鱼姑娘》大放异彩，一举夺得所有
奖项。

这是湖南木偶皮影作品首次取得如此佳
绩。国际木偶联会中国中心原主席、中国木偶皮
影艺术学会原会长李延年认为， 该剧通过引入
现代灯光及多媒体技术， 推动皮影戏光影艺术
飞跃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皮影戏的表现手法。

中国化演绎西方经典童话
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海的女儿》闻名

世界。 生活在海里的小美人鱼公主对陆地上
的人类世界充满好奇，在一次海难中，救了人
类王子。 渴望王子爱情的小美人鱼服了巫师
的药，变成了人类。王子却以为是人类公主救
了自己，决定与她结婚。可他不知，小美人鱼
会因此变成海上的泡沫。 小美人鱼必须杀死
王子，才能变回美人鱼，但善良的她选择自我
牺牲，最终灵魂升入天堂。

皮影戏《人鱼姑娘》的故事主线与《海的女
儿》一致，故事内容和艺术风格却大不相同。

“我们想创作一部孩子爱看的皮影戏。
《海的女儿》熟悉度高，歌颂真善美，于是我们
选择了这部剧进行中国化改编。”省木偶皮影
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主任谭青松介绍，2016
年，他们便开始酝酿创作《人鱼姑娘》，邀请了

著名剧作家徐耿声担任编剧， 国家一级导演
张杰担任总导演，皮影导演、作曲、舞美设计、
主要演员等均来自该中心，大多是80后。

尽管《海的女儿》题材好，但西方王子
公主的故事， 毕竟不是中国孩子熟悉的生
活，难以引起共鸣。因此，主创团队经过多
次研讨， 决定把故事背景设置为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中国海边的渔村，主角由小美人
鱼公主变为美人鱼姑娘海妮、 人类王子变
为渔民之子陆生。

《海的女儿》以爱情为主线。总导演张
杰认为，爱情是人类的美好情感之一，无需
回避。 它还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因
素。因此，在《人鱼姑娘》中，没有删除爱情，
只是做了淡化处理。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的是：中国的海边，小渔村里，平凡的人们
面对生活的不易，依然乐观的精神。善良的
人鱼姑娘海妮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精彩
生命的追求。

故事情节中国化，人物形象、台词、音乐、
舞美设计等极具中国韵味。 梳着古典发髻的
人鱼姑娘海妮，穿着布衣、布裤、短褂的陆生，
中国山水画风格的岩石、树木、水草、田园，悠
悠民乐……让观众淡忘丹麦童话《海的女
儿》，内心翻涌的，是与看电影《渔光曲》、动画
片《葫芦兄弟》、民间传说《田螺姑娘》产生的
同样的感动……

巧用多媒体 创新皮影光影艺术

皮影戏是光与影的艺术。
“过去，皮影戏艺人搭个台子，在一块面积

不大的幕布后面打上灯光，就可以开始演出了。
但是，随着时代进步和各种科技手段的运用，现
在的动画片、舞台剧五光十色，对小朋友很有吸
引力。 如果皮影戏不创新， 很难赢得孩子的喜
爱。”谭青松与张杰都认为，皮影戏要传承，不能
一味守旧，要在恪守其传统艺术本体之美、坚持
传统制作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于是，他们想在幕布的正面加入投影，营
造梦幻的视觉效果。

这是最难的。 传统皮影戏从幕布后面打
光，前面打投影会互相冲突。经过多次尝试，
他们找到了二者平衡的方法。 唯美的海底世
界、田园村落，人物回忆的画面和转场等，都
由多媒体投影完成。在营造梦幻氛围的同时，
画面的转场也更加流畅自然。

全国木偶皮影优秀剧（节）目展演是我
国木偶、皮影行业的最高赛事，每4年举办
一届，佳作云集，竞争激烈。光影艺术的突
破性创新大大提升了皮影戏的表现能力,加
上传统湖南皮影艺术精髓的展现，让《人鱼
姑娘》从参加本届展演的27台优秀剧（节）
目中脱颖而出，获得最佳剧目奖及编剧奖、
导演奖、偶型设计制作奖、作曲奖、灯光设
计奖、舞美设计奖、多媒体设计奖、优秀操
纵表演奖等全部奖项。

值得一提的是，主创团队为《人鱼姑娘》
制作了专用屏幕。 它的面积比传统幕布扩大
了许多，且灯光、舞台、音响自成一体，还可移
动。 谭青松说：“这样一来， 演出不受场地限
制，只要在光线较暗的室内就可进行。我们可
以把皮影戏送进校园、农村，让更多小朋友了
解皮影艺术的独特魅力。”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 （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吴宝善） 成立我省高职首家创新创业
教育学院、开发59门创新创业课程、创建校
内“众创梦工场”、推行创新创业与精准扶贫
融合共赢……凭借在创新创业工作中的突
出成果，近日，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入选
全国50所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据介绍，
今年教育部公布的50所高校名单中包括部
属高校8所、省属本科院校31所、高职高专
院校11所，其中我省共有湖南师范大学、湘
潭大学、湖南工艺美院3所高校成功入选。

据悉， 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评选
由教育部组织，旨在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做好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的重要决策部
署，积极发挥典型引领作用，推动全国高校进
一步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提升创业指导服
务工作水平。该项评选工作自2016年启动，连
续开展4年，每年评选50所高校，我省共有11
所学校获此殊荣。除今年入选的3所高校外，其
余8所高校分别是中南大学、湖南大学、长沙理
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南华大学、湖南工商大
学、湖南科技大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 （通讯员 梁辉 周金
艳 记者 李传新） 为切实解决患者看病难问
题， 湖南省人民医院出台方便门诊患者就医
措施：从12日开始，医院所有专科门诊都不限
号，“11时45分之前来都能挂上号，中午也有
医生看病”。

暑期历来都是就诊高峰。 省人民医院
门诊办公室主任周金艳介绍， 根据以往经
验，每年7月至8月、3月至4月、11月至12月
都是医院就诊高峰期， 尤其是暑假就诊需
求太大，一方面门诊医生十分辛苦；另一方

面仍有人因为挂不到号， 或者等候时间长
而不满意。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省人民医院
推出多项举措方便患者就诊： 一是放开号
源，取消限号。之前医院预约挂号是按照每
名患者每次就诊时长6分钟计算，也就是说
每位医生上午可以看40个号， 下午可以看
30个号。 放开号源后， 患者不但可以挂当
日坐诊医生的号， 一旦坐诊医生的号源已
满，还可以选择挂级别号。所谓级别号就是
仅限定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和主治医师
三个级别，没有限定由哪位医生看诊，这些

级别号由非当日坐诊而前来支援门诊的相
应级别的医生看诊， 或由上午坐诊的医生
午间加班完成。二是调整派班时间，开设午
间弹性门诊。从12日开始，省人民医院门诊
窗口挂号时间调整为 7时 30分至 11时 45
分，12时20分至17时。

省人民医院院长李小松表示， 对于医院
来说，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落到
实处就是要真正为患者提供优质、高效、便捷
的服务。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医院研究决定，
推出优化门诊流程， 缩短患者排队候诊及B
超、核磁、CT等大型检查的预约等候时间，取
消限号，开放午间门诊等十大举措，让患者来
医院就诊、检查、住院、手术、出院变得更加方
便、快捷。

囊括国内行业最高赛事全部奖项，创湖南木偶皮影艺术史纪录

《人鱼姑娘》大放异彩

取消限号 开设午间弹性门诊

省人民医院出台便民措施

湖南又有3所高校成
全国双创典型

8月13日，孤独症患儿的30多幅绘画作品在湖南省脑科医院展出，以此呼吁社会各界关
注孤独症患儿。当天，该医院孤独症谱系障碍循证治疗与研究中心启动“儿童画疗愈工程”
项目，力争通过绘画来帮助患儿释放负面情绪，调节身心平衡，走出心灵困境。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天真者的“画语”

《蔡坤山耕田》“二改”专家研讨会在长沙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