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大玢，国家一级演员，著名湘剧表
演艺术家，第六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
八届“文华表演奖”获得者，曾任湖南省文
联副主席、省戏剧协会副主席，曾在电视
连续剧《西游记》中扮演观世音）

在我看来，观世音这个角色，用戏曲
方式演绎和在电视剧里演绎其实是两回
事。戏曲的呈现方式，可以夸张。电视剧
呢，就不能太夸张，要尽可能真实地展现
给观众。

《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之一，观世音又

是众人所崇敬的一个女神形象。我作为一
个戏曲演员， 之前也没有接触过电视剧，
当初接演这个角色时压力很大。为了演好
观世音，我下了很多功夫。其中包括看了
成千上万个观音的图像或塑像。那时根本
没有可借鉴或参考的电视形象，只能靠自
己揣摩。我是很认真地在观察，很认真地
琢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挺不容易的。

好在我是一个戏曲演员，练过多年基
本功，在演观世音时，有一点我觉得特别

受益，就是“站”得很稳。练过功的戏曲演
员， 站立时就像被钉子钉在那里一样，纹
丝不动，活像一尊菩萨。所以，我觉得戏曲
演员来演观世音很有优势。

我对观世音的理解是， 她有着多面
性。首先她很慈祥，无论是对待妖怪，还是
对待其他人， 都怀着一颗悲悯爱护的心。
同时，她也很威严，否则就镇不住那些妖
魔鬼怪。庄重、受人尊敬、慈祥又不失威
严，这就是我理解的观世音。如果没有塑

造出这些特质，那这个观世音形象就是失
败的。

祁剧《莲台观世音》这个剧我看了，我
觉得，《莲台观世音》中饰演观世音的演员
张少君演得挺好，演出了观世音的那些特
质。她是一个很努力、很有功底的演员。

我认为，当今的年轻人无论从事哪种
行业，都要有一股认真劲，要做就要做出
成绩来。不然碌碌一生，将来回顾自己的
一辈子，会觉得没有成就感，留下遗憾。年
轻人要多学习，多看书。这无论是对他本
人，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有好处的。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整理）

第三届省太极拳
运动大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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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5127 5 3 4 1 4 9 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25735550.1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296 9 0 5
排列 5 15296 9 0 5 4 1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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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体育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王
亮）记者今天从省足协了解到，2015赛
季中超颁奖典礼将于11月10日在长沙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体艺馆举办。 据介
绍， 中国足协之所以将颁奖典礼放在
长沙， 是因为国足将于11月12日在长
沙贺龙体育场迎战不丹队， 如此设置
能避免众国脚舟车劳顿， 以防影响了
世预赛的备战。

10月31日， 2015赛季中超联赛将
进行最后一轮， 也意味着本赛季中超

联赛全部结束。 根据惯例， 中超联赛
结束后， 中国足协就将举行颁奖典礼
和南北明星赛。

不过， 国足世预赛第6轮与不丹
队的比赛将在11月12日进行， 这与中
超联赛结束时间相隔不到半个月， 由
于国足在联赛结束后会立即展开集
训， 显然颁奖典礼将与集训备战发生
冲突。 最后经中国足协和中超公司协
调后， 就把颁奖典礼放在长沙进行。
同时为了保护众国脚， 今年的中超南

北明星赛也将取消。 为了国足能够踢
好世预赛， 中国足协真是用心良苦。

目前， 国足在世预赛中两胜1平1
负只积7分，落后多赛一轮的卡塔尔队
达8分。 如果想要争取晋级12强的话，
剩余的4场比赛国足必须全胜。与不丹
队一役虽然赢球问题不大， 但也必须
全力争取净胜球。

据了解，在中超联赛结束后，诸多
国脚会短暂休整，然后于11月5日陆续
到达长沙，备战与不丹队的比赛。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苏原平） 今
天晚上， 2015湖南省第三届太极拳运动大会
暨省直单位第四届职工运动会太极拳比赛在湖
南中医药大学东塘校区体育馆开幕。 省领导和
老同志欧阳斌、 孙载夫、 蔡力峰出席。

本次大会由省体育局和省直机关工委会
联合主办， 省太极拳运动协会和省直机关工会
委员会承办。 大会为期3天， 共吸引了全省50
余支队伍、 近1000名选手参加角逐。 比赛设
有个人项目、 集体项目、 太极拳推手和趣味家
庭赛等4个项目， 其中个人项目包括陈氏、 杨
氏、 吴氏、 孙氏等传统套路及自选太极拳、 器
械、 健身气功、 段位制太极拳套路单练项目
等， 集体项目分太极拳、 器械两类。

当晚进行的省直机关职工运动会太极拳
决赛， 是本次太极拳运动大会最大的亮点， 也
是省直机关职工运动会首次举办太极拳比赛。
来自省直机关15支参赛队通过初赛、 复赛的
激烈角逐， 其中8支参赛队脱颖而出、 进入决
赛。 经过激烈的角逐，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队、 省体育局队和省地方税务局队最终获得
省直机关职工运动会太极拳比赛前三名。 比赛
现场， 来自太极拳各大门派名家和主要传承人
进行了太极拳表演， 让所有观众大开眼界。

本次大会， 还邀请了陈式太极拳传承人陈
冲、 杨式太极拳大师赵幼斌、 武式太极拳大师
王慕吟、 孙式太极拳大师雷世泰、 和式太极拳
大师和有禄等五门派传承人参加为期两天的
太极名家论坛， 分享本门派的套路练拳心得与
技术感悟， 并进行现场技术实践指导。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王亮） 10月28日， 经过
21天2300余公里的骑行， 环湘赛全程车队抵达最后目的
地邵阳县金江乡金江湖。 环湘赛创始人陈剑岷今天接受
记者采访表示： “环湘是一种情怀， 我会和车友一直骑下
去。”

本次环湘赛全程赛10月7日从长沙出发， 先后经过环
湘东南赛段、 环洞庭湖赛段、 环湘西赛段， 累计骑行
2300余公里。 36名挑战车手中， 最终有17名车手获全程
勇士称号。 车队方面， 雷克斯环湘VIP车队获团队第一，
绥宁黄桑景区一队、 和一酒店车队分获二三名。 雷克斯车
队陈剑岷、 宋莲珍、 马志远， 和一酒店车队刘坚教、 彭秀
春， 绥宁黄桑车队张光王获得全程前6强车手称号。

陈剑岷表示： “本届环湘全程赛创造了不间断骑行
的新赛制， 队员在没有交通管制、 只有后勤服务的情况下
不间断挑战骑行， 磨练了意志， 也宣传了自行车运动。”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王亮）28日，“艺晟美家”杯“贺龙”
中国业余篮球赛湖南总决赛（综
合组）在长沙松雅湖中学开幕。
比赛有超能篮球俱乐部队、 湖南
体院队等9支参赛队、 150多名运
动员参赛。 赛事为期7天， 将进
行24场比赛， 最终的冠军将参加
11月9日至15日在张家界举行的
全国总决赛。

本次比赛由中国篮球协会、
湖南省体育局主办， 湖南省篮球
协会和长沙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
局共同承办。

五大门派名师助阵太极盛宴
避免国足舟车劳顿，影响与不丹队的世预赛

中超颁奖典礼11月10日长沙举行

“贺龙”业余篮球赛
湖南总决赛举行

冠军出战全国赛

第八届环湘赛全程骑行21天2300余公里

17名车手获全程勇士称号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近几年来，大力发展乡
村职业教育， 努力让每个
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
会， 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
共识。然而。乡村职教仍是
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薄弱环
节，其中，乡村职教队伍素
质参差不齐是短板所在。

今年10月下旬， 湖南
农业大学举行乡村卓越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学校论
坛。 该校总结30年乡村职
教师资培育经验， 在全国
率先提出了乡村卓越职教
师资“3D”培养培训模式，
即 “三 界（Demarcation）
（政界、学界、业界）协同”、
“三双 （Double）（双基地、
双导师、 双证书） 共生”、

“三维（Dimension）（技术维、
教术维、学术维）递进”，得
到参加“乡村卓越职教师资
培养培训学校论坛”的全国
部分职业学校乡村职教老
师的热烈回应。

来自辽宁营口市信息
技术学校的彭咏老师介
绍， 近几年随着新农村发
展， 乡村职业中专发展比
较快，招生规模不断增长，
但是教师队伍不论是数量
还是质量都难跟上， 特别
是能立志乡村建设、 培养
新型职业农民的卓越教师
就更少。

湖南农大教育学院院
长周先进认为， 要想解决
这一问题， 就得培养出善
乡愁、 会乡技、 懂乡知的

“浓乡型” 乡村职教教师，
“让这些老师对乡村产生
深厚的感情才是留人之
道。”

周先进介绍，学院主要
面对乡村职业中专对口招

生， 这些学生是从乡村里
来， 本来就对家乡有感情，
在大学求学期间，学院还经
常组织他们回原来的学校
参加活动，联络感情，浓浓
的乡情成为他们心中的牵
挂，毕业时回母校任教也成
为大部分学生的选择。

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
教师黄静，1994年考入湖南
农业大学学习食品工程教
育，毕业后任教汨罗职业中
专食品加工专业。“当我工
作中遇到困难，农大教育学
院的教授就会伸出援手。”
黄静说，1999年他主持研制
的酱干遇到技术瓶颈时，是
农大帮他调整了食品配方，
才最终获得成功。

2003年， 黄静来到长
沙县职业中专当教师，继续
教茶艺和食品加工专业 。
2012年， 他觉得自己掌握
的知识与技能，与时代发展
已有些脱节，便又向母校求
助。 在教育学院的安排下，
黄静先后到湖南省茶叶研
究所、 农大茶学院进修，去
农大的实训基地长沙县“百
里茶廊” 深入一线企业。这
些鲜活的实际操作技能技
术， 又成为黄静的教学内
容，“热腾腾”地端给了他的
学生。近几年来他多次带领
学生参加全国中职学生技
能大赛，屡获全国大奖。

自1986年以来，湖南农
业大学面向中职学生招生，
已培养6000余名乡村职教
师资，近两年开展卓越职教
师资培育实验，已毕业两届
本科生544人、硕士374人，
为全省乃至全国乡村卓越
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人才
支撑， 在全国产生较大影
响，被社会誉为“中国南方
农村职教师资的摇篮”。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10月30日晚，湖南大剧院来了200余
位韩国观众，观看话剧《泉涸之鱼》。这是
湖南省话剧院有限责任公司今年新创排
的话剧，讲述韩国独立元勋金九在中国的
故事。当看到舞台上“金九”与母亲、孩子
艰难度日时，不少韩国观众眼泛泪光。

中韩艺术家合作创排
韩国独立元勋金九曾在中国各地辗

转27年，其在中国的经历，与湖南有重要
交集，长沙现在保留有两处纪念旧址。《泉
涸之鱼》即是以金九在中国流亡时期的故
事为创作背景。

该剧通过金九与中国爱国将领张治
中的患难之交、金九与中国船娘朱爱宝的
爱情、金九在长沙遭日本密探枪击后得到
湘雅医院的救治、中国普通百姓在自己吃
不饱的时候仍对韩国朋友伸出援手等感
人故事，展现了中韩两国人民在抗日战争

中生死相依、相濡以沫的一段难忘历史。
《泉涸之鱼》 剧名取自《庄子·大宗

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
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寓意中韩两国
患难与共的历史关系以及对和平美好生
活的向往。

湖南省话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在创排
该剧时， 从韩国请来黄浩渊担任导演。黄
浩渊毕业于首尔艺术大学， 曾在韩国、日
本执导过30余部舞台剧。 湖南省话剧院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毛剑锋说，聘请韩国
导演，有利于该剧在文化层面的中韩融合
和艺术上的特色创新， 黄浩渊的加入，也
使得这台话剧在一些细节处理上更真实
可信。

“中国排演这个剧，我很感动”
“金九是韩国人非常崇敬的英雄。作

为韩国人，看到中国排演这个剧，我很感
动。”当晚，来到湖南大剧院观看《泉涸之
鱼》的韩国驻武汉领事馆总领事郑载男对
湖南日报记者说。

10月31日至11月3日，首届湖南中韩
经贸文化活动周将在长沙举行， 有超过
100家韩国食品、餐饮、美容、化妆品企业
以及300家湖南企业参加展览，开展贸易
洽谈。借此机会，郑载男、韩国天津商会会
长李茂根等200余位参加中韩经贸文化
活动周的韩国嘉宾，来到湖南大剧院与湖
南观众一同观看《泉涸之鱼》。

郑载男说，在抗日战争中，韩国和中
国并肩战斗， 是患难之交， 这样的关系
非常可贵。“湖南省话剧院有限责任公
司将这段老百姓不知道的历史， 排演成
话剧《泉涸之鱼》，有助于增进中韩两国
人民的相互了解， 对促进两国合作很有
意义。”

开福区潮宗街楠木厅6号， 是大韩民
国临时政府(长沙)旧址。对来长沙的韩国
游客来说，这里是必游的景点。郑载男也
去过好几次。他说，中韩两国建交20多年
来，合作交流越来越广泛，文化领域的交
往越来越多。“如果有可能，我会向韩国有
关部门推荐《泉涸之鱼》去韩国演出，韩国
人看了一定会很感动。”

艺术的盛会 人民的节日
科教前沿

“3D”模式，培养
乡村卓越职教老师

话剧《泉涸之鱼》上演，讲述韩国独立元勋在中国的故事———

剧场来了200余位韩国观众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10月30日14时30分， 由衡阳市祁剧
团与祁东祁剧团联合打造的祁剧高腔《莲
台观世音》在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实验剧场
准时上演。

祁剧是湖南的地方大戏,发祥于祁阳,
植根于衡阳、永州、邵阳等地,有500多年
的历史，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遗憾的是，
随着传统戏曲的日渐式微，祁剧观音戏已
经有近80年没有演出。 而这次推出的祁
剧《莲台观世音》，既有挖掘传统的现实意
义，也有发展创新的历史意义。

用好故事，讲述观音前世今生
《莲台观世音》用讲故事的方式，将观

世音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 庄皇的三女儿
妙善，天性慈悲，潜心修行，一心寻求普度众
生救世真经。为此，这对父女就出世与入世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妙善遭遇大祸缠身。后
来，妙善经人引度佛门，历经磨难，终修成正
果，被封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该剧编剧、 衡阳剧作家周作君说，在
保持神话风格的同时， 他着力开掘人生、
人性、人情的内涵，着重刻画的是妙善追
求理想时所表现出的坚强意志和“孝亲”
的献身精神。 这样的观世音如此美丽善

良，纯洁可爱，“她”不仅走进了观众的内
心，也引发了观众共鸣。现场，有不少来自
附近学校的年轻人， 他们也看得津津有
味，目不转睛。

用好形式，赋予传统题材新味道
“一部舞台传统戏呈现给观众，它不

应该是一尊‘佛像’，而必须是活生生的戏
曲艺术形式，应该是世俗的东西。”导演张
杰如是说，也如是做。

在《莲》剧的唱腔设计和音乐编配上，

作曲家康增笺、邹亚非、彭鸿飞配合默契，
以祁剧丰富的高腔传统曲牌为主，辅以昆
腔曲牌，通过现代丰富的编配手法，营造
出了剧种特色浓郁、民族气息鲜明的音乐
特点；该剧舞美简约大气、肃穆庄严，服装
色调清新、古朴华丽，令人耳目一新。“变
脸”、“喷火”、“耍獠牙”等特技、杂技的巧
妙运用， 使该剧更具视觉冲击力和吸引
力，同时也使得地方色彩更加浓郁。

据了解， 该剧的演员均为衡阳市、祁
东县祁剧团的优秀中青年演员，功底扎实，
个性鲜明。尤其是观世音的扮演者、国家一
级演员张少君， 作为祁剧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在剧中扮演的妙善，
人物刻画精致细腻，唱腔婉转清澈、收放自
如，不时博得现场观众真诚的掌声。

祁剧近80年首演观音戏
好故事、好形式为传统题材剧目加分

左大玢：年轻人要有一股认真劲
■名家访谈

10月30日， 南华大学校园体育文化节开幕式上， 3333名大学生表演的大型集体
太极拳气势恢宏。 南华大学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引进校园， 形成传承传统民族体育
文化的良好氛围。 肖与轩 曹正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