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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周勇军

常德素有“戏窝子”之称。
这里保存着有600多年历史的一种

古老声腔，那就是常德汉剧高腔。
它是在本地原始歌舞祭祀等乡土音

乐基础上，不断吸收明代弋阳腔、青阳腔
等早期戏曲声腔，与沅水流域的船夫号子
和扎排号子有着密切关系的一种声腔艺
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月18日， 当记者走进常德汉剧高腔
保护中心时，该中心主任、梅花奖得主彭
玲兴奋地告诉记者：“湖南中映传媒公司
将派人来谈《孟姜女传奇》 拍电影的事
宜。”

《孟姜女传奇》是常德汉剧高腔保护
中心成立后， 历时1年半时间精心打造的
新戏，2015年湖南省艺术节上捧回了田汉
大奖，并将于今年8月晋京展演。

八易其稿
常德汉剧高腔保护中心前身为常德

汉剧院。
“我们也曾经历过一段工资待遇低，

人心涣散的艰难时光。幸运的是，市政府
非常重视常德汉剧高腔保护，2008年，将
剧院纳入财政全额拨款单位。2012年4月
19日， 更名为常德汉剧高腔保护中心后，
艺术创作热情高涨。” 该中心党委书记莫
一鸣介绍，“我们要把这门古老的艺术一
代代传承下去，出精品、出人才。”

2013年8月，常德汉剧高腔保护中心
经过反复论证， 决定创作常德汉剧高腔
《孟姜女传奇》。孟姜女传奇是中国四大爱
情传说之一，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深厚
的人文价值。 中心与中国戏剧报原副主
编、文艺评论家安志强、国家一级导演何
艺光进行多次沟通，请来两位大咖创作剧
本。

“我们的目标就是打造精品，所以每

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仅剧本就打磨了一年
的时间，先后在北京、长沙召开多次剧本
研讨会，八易其稿。”彭玲说。

在随后的排练中，彭玲担纲《孟姜女
传奇》主演，扮演孟姜女。

老腔新唱
2015年7月，《孟姜女传奇》 在常德市

鼎城区艺术舞台首演，引来好评如潮。
其灵动的舞台、精美的音乐、婉转动

人的唱腔，将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孟姜
女和丈夫范喜良的爱情故事，演绎得荡气
回肠，令人感动。

“孟姜女是我们至今投资最大、规模
最大的一部戏。 为了让它吸引现代观众，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老腔新唱’，
在高腔的曲牌中， 加入了现代音乐元素，
让我们的音乐更时尚；同时将高腔与弹腔
相结合， 使我们的唱腔更有特色和时代
感。 我们还将澧州大鼓搬上戏曲舞台。剧
中有一段戏，就是让孟姜女一边击鼓一边
清唱，虽很考验演员的功力，但舞台效果
不错。”彭玲说。

2015年11月， 湖南省艺术节期间，
《孟姜女传奇》在省花大舞台亮相，再次博
得满堂喝彩。彭玲说：“刚开始还是有点担

心的， 因为我们演绎的是众所周知的传
说，不知道长沙的观众喜不喜欢。当看到
剧场700多个座位全部坐满、 走廊上还站
着观众后， 我们全体演职人员都非常振
奋。”

新秀传承
《孟姜女传奇》范喜良的扮演者，是曾

获湖南青年戏曲演员大奖赛十佳演员称
号的李锐。

“我是2004年进团的，师从彭家贵
老师 。这次能参加《孟姜女传奇》的演
出，并扮演范喜良，这对我是很大的锻
炼。 记得2004年时， 我的月工资才400
元，但因为热爱，所以坚持下来了。如今
我们成了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 去年，
市里还拨专款将我们保护中心重新装
修，拥有了合计500平方米的排练厅，这
让我对自己热爱的行业充满了希望。”
李锐说。

32岁的袁金霞， 是保护中心的新秀。
曾获第五届全国喜剧老生金花奖。

“我2001年毕业后到单位。汉剧中弹
腔比较多，在中心成立前，我没接触过高
腔。中心成立后，单位每年开设两期高腔
研习班，请80多岁的李少先老师教青年演
员学唱高腔。这让我也学到了不少高腔的
剧目。”袁金霞说。

“我们虽然有流动舞台车，但我有一
个渴望，渴望有一个固定的属于我们的舞
台。那样我们就能多出好剧目，进一步扩
大常德汉剧的影响了。”袁金霞说。

■链接
常德汉剧唱腔由高腔、弹腔、昆腔以

及民间小调组成， 是综合体的声腔艺术。
其中高腔是区别于湖北汉剧、广东汉剧的
重要标志之一。上世纪50年代以来，常德
汉剧曾有6次晋京献艺， 其中5次都是选
择了以高腔为代表的剧目。 当年，《思凡》
《祭头巾》赴京献演名噪京城，还获得了戏
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极高赞誉，随后《芙
蓉女》《紫苏传》等新编高腔戏相继轰动京
城。2006年，常德汉剧高腔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 � � �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记者 邹靖方）
昨天，是世界读书日，中国邮政发行《全民
阅读》特种邮票一套。湖南邮政在全省14
个市州同步举办邮票首发式暨精品图书
惠民、集邮巡展等活动。

《全民阅读》特种邮票为1套1枚，面值
为1.20元。该套邮票由宋鉴设计，在印刷
上有很大突破，采用先胶印后丝网印刷方
式，添加了金属油墨、微缩字、荧光效果、
盲文等创新元素，大大增加了邮票的鉴赏
性。邮票画面中印有“全民阅读”四字盲

文，弘扬了“阅读无障碍，一个不能少”理
念。

邮票首发日， 湖南邮政正式启动
“书香大地·绿色湖南”主题活动。此活
动重在服务广大读者，通过一系列图书
惠民 、集邮展，促进全民阅读 、绿色阅

读， 为打造书香社会营造良好氛围。活
动从4月23日开始， 至12月31日止。湖
南邮政提供数百家知名出版社的5000
余种正版精品图书供读者选择。书籍内
容丰富，涉及社科、文史、生活保健等方
面。

� � � �常德汉剧高腔保护中心历时1年半时间精心打造新剧《孟姜女传奇》，
捧回了2015年田汉大奖，并将于今年8月晋京展演———

老腔新唱“孟姜女”

� � � �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王昕晗） 昨天是世界读书日。上
午，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服务“进机关、进
社区、进企业、进军营、进学校、进农村”活
动启动仪式现场，一台电子书刊借阅机吸
引了大家的关注，不少人拿出手机“扫一
扫”，手机里就有了一本书。

湖南图书馆副馆长邹序明介绍，电
子书刊借阅机， 是一套智慧型的24小时
电子书自助借阅系统。 点击每一种电子
书，会出现一个二维码，用手机扫描后，
就可在线阅读或者进入客户端阅读。每

台借阅机内， 有3000多种图书和期刊，
工作人员将每个月更新150种，替换掉点
击量最少的。

长沙市民陈先生，当场下载了《周易》
等10多本书籍。 他说：“用起来非常方便，
而且看完不用到图书馆来还书。”

据悉，目前这种电子书刊借阅机已经

安装到省直10多个机关单位。 根据计划，
今年将在人口较为密集的社区、 企业、军
营、学校、农村等安装40台左右，方便更多
的人阅读。

世界读书日期间，湖南图书馆还举办
了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图书展、湘图
讲坛系列讲座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 � � �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通讯员 刘颖雁 记者
柳德新)4月21日下午， 在浏阳市国税局办税服
务厅，浏阳市某餐饮公司财务人员詹红通过“营
改增”绿色通道，很快领到200份增值税普通发
票。她说：“离‘营改增’实施还有一个多星期，没
想到浏阳国税的服务早就走在了前面， 让我们
对税制改革更有信心了！”

5月1日起， 营业税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生
活服务业为此次“营改增”当中户数最多、受益最
大的行业，小规模纳税人按照3%的征收率实行简
易征收，与原营业税率5%相比，税负下降40%。詹
红所在的餐饮公司正是此项改革的受益者之一，
她和记者算了一笔账：“去年公司营业收入达

2068780元，按5%的营业税税率缴纳了103439元
营业税。‘营改增’之后，假设公司营业收入还是和
去年一样，按3%的征收率计算，所需缴纳的增值
税为60256元，比去年减负43183元。”

针对“营改增”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等情
况，浏阳国税与财政、地税3家联手，共同做好数
据移交、 发票衔接、 政策辅导和税收宣传等工
作，确保“营改增”工作顺利推进。浏阳国地税利
用合作优势， 直接从地税金税三期系统中调取
纳税人数据，逐户生成并打印纸质表格，纳税人
只需核对和补录信息，无须手工逐一填写，大幅
节约了纳税人填表时间， 提高了信息采集的准
确性。

营改增进行时

生活服务业受益最大
浏阳国地财3家联合推进“营改增”

� � � �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孙姣）4月，湖南开启雨水单曲循环模式。今日雨
水暂歇，阳光浅露；明起，新一轮强降雨又将袭
来。什么时候雨才会停下来呢？省气象台预计，
27日开始， 我省将迎来两到三天晴或是多云的
天气。

省气象台预计，新一周气温平稳，湘南降水

多于湘北。24日至26日全省以阴雨天气为主，湘
南降水较明显， 其中25日晚至26日白天湘西南
局部大到暴雨；27日至28日多云天气为主，湘
西、湘南部分地区有阵雨；29日后省内有一次较
强降水天气过程。 持续强降雨易造成中小河流
洪水、城乡积涝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公
众及相关部门注意防范。

月桂聊天

雨水还有两天，周三有望转晴

� � �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记者 奉永成）4月22
日江苏泰州靖江市德桥仓储有限公司发生火灾
事故。23日下午，省安委办紧急部署，要求深刻
吸取“4·22”事故教训，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同时做好“五一”节
日期间和汛期安全生产工作， 坚决防范遏制重
特大事故发生。

省安委办要求，各地要举一反三，结合当
前安全生产工作特点， 统筹抓好各重点行业
领域安全监管； 立即在全省范围内集中开展
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 重点排查治理危
险化学品在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使用等环

节的安全隐患， 提高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
理能力， 有效遏制危险化学品重特大事故发
生。

针对“五一” 节日期间和汛期安全生产工
作。省安委办强调，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
安委办、省安委办通知要求，组织并会同有关部
门切实加强交通运输、 旅游等行业领域和人员
密集场所的安全监督管理， 确保节日期间安全
稳定。认真开展全面彻底的汛期安全隐患排查，
着力强化隐患整改，加强预测预报预警，进一步
完善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和应急物资储备， 严防
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

吸取“4·22”事故教训
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

� � �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记者 彭雅惠）今天，记
者从省统计局发布数据获悉， 第一季度湖南全社
会用电量为363.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

首季， 我省第一产业用电量连续三个月下
滑，累计用电量3.38亿千瓦时，同比下降18.3%。

第二产业累计用电量183.37亿千瓦时，同
比下降8.6%。其中，工业用电量累计178.00亿千
瓦时，同比下降9.3%。工业用电的下滑与高耗能
行业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直接相关，一季度，全
省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非金属矿制造

业、 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业等用电量分别大幅
下降19.33%、8.83%、29.03%； 黑色金属冶炼与
压延业用电量由负转正，增长0.55%；交通运输
电子电气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用电量
高速增长， 增幅分别达到36.28%、36.28%和
20.86%。 工业电量增长动力从高耗能行业逐渐
转向高新技术产业。

一季度，我省第三产业、居民生活用电量呈
现快速增长，增幅分别为12.7%、19.2%，是拉动
我省用电增长的主要动力。

全省用电量首季增长2.1%
第三产业、居民生活用电量呈现快速增长

� � � �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胡迈午 潘晶）4月23日至24日，2016怀化高庙·
连山易文化研讨会暨国学主流思想的新思考讲
座在怀化举行，国内著名专家、学者20多人出席
研讨会。

与会专家学者对怀化高庙·连山易文化进行
了深入的学术探讨。高庙遗址发掘主持人、湖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贺刚认为，居住在以沅湘
流域和洞庭湖区为中心，包括鄂西、黔东、桂江、西
水流域，以及粤北至环珠口（包括香港、澳门）广大
地域的高庙文化先民，是当时中华大地上势力最
为强盛的远古族团。据他们的系列发明和科学技
术成就，以及信仰体系中的神系和礼神祭典的确
立，联系古史传说记载综合研究，可推知高庙文化
是伏羲和炎帝族团所创造的文化遗存，高庙文化
所在区域是中国上古邦国文明的发源地。中国社
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健民、曹定云，中国社科

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宫长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
授廖名春等专家作了精彩发言。

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湖南省考古界对高庙
遗址的发掘和对高庙文化研究的成果。认为高庙
文化先民的诸多发明创造表明，以沅湘流域为中
心的该文化分布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其
可靠实物资料颠覆了传统认知，具有突破性的意
义。中华文明史的发生年代要远远早于距今5000
年。高庙文化中出现的八角星图像对推动连山易
起源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学价值。

研讨会期间， 中国先秦史学会易道研究会
会长、华夏国际易道研究院院长马宝善作了《国
学主流思想的新思考》的学术讲座。他认为《易
经》、《道德经》、《黄帝内经》、《论语》、《孙子兵
法》5种经典文献，是揭示宇宙观、自然观、生命
观、伦理观和运筹观等哲学思想的重要宝库，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所在。

专家学者研讨高庙·连山易文化
以沅湘流域为中心的该文化分布区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全民阅读》邮票首发
图书联展在全省同步启动

图书一“扫”带回家
省图启动数字阅读服务“六进”

� � � �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记者 左丹）
今天上午， 我国第一家国家级网络文
学研究基地落户中南大学。 由中国作
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 湖南省作家
协会、中南大学三方联合设立的“中国
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中南大学研
究基地” 在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
学院隆重揭牌。 中南大学文学院欧阳
友权教授担任基地主任和首席专家。

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团队是我

国最早开展网络文学研究的学术群体。
该团队1999年即涉足网络文学研究领
域，2000年开始发表论文，2004年建立
湖南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网络文学研
究基地”，2012年、2013年先后组建成立

湖南省和全国网络文学研究会，成为这
两个学会的会长单位和秘书处单位。16
年来， 该研究团队已出版5套网络文学
研究丛书，有25位教师发表网络文学研
究论文250余篇，出版该领域著作43种。

首家国家级网络文学研究基地
落户中南大学

� � � �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记者 陈薇)
今天，由省书协、省书法院共同主办的
“书田真味”晏晓斐书法作品展在荣宝
斋长沙分店(承办方)开幕。中国艺术研
究院博士生导师、 中国书法家协会顾
问胡抗美， 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
秘书长、篆刻所所长曾翔，以及社会各
界人士300余人出席。

此次展览共展出晏晓斐书法作品
60件，形式以传统扇对条屏为主，字体
以行书为主，五体兼备，大小不一，力
承传统，取法明清为主，追求正大宽博

之气象，却又不失文雅清秀。
晏晓斐，湖南岳阳人，现为中国

国家博物馆馆员、书法篆刻艺术委员
会委员。据介绍，晏晓斐学书法从帖
学入学， 曾临摹过各类古典法帖。晏
晓斐赴京研修书法十载，此次展览是
其学习书法以来首次较高规格的个

展，也是其游学京华之后，沉潜国博3
年来的一次回湘艺术展。此次展出的
60幅书法作品在系统展示作者传统
功底的同时，也体现出一位湖湘学子
的忧乐情怀和时代艺术精神。展览将
持续至5月4日结束，面向公众免费开
放。

“书田真味”———
晏晓斐书法作品回湘首展

� � � �常德汉剧《孟姜女传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