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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

王文 林晨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
久前，浏阳出品的儿童歌舞剧《木兰从军
记》 结束了在美国密苏里州布兰森白宫
剧院一个月的驻场演出。 一个月里，这部
融歌舞、武术、戏曲、杂技、唢呐、皮影等
中国文化元素于一身的歌舞剧， 在美国
受到欢迎，共演出40余场，吸引观众2万
多人次。

这部儿童歌舞剧为什么能受邀赴美
驻演，并受到欢迎呢？ 近日，记者赴浏阳，
采访了该剧主创吴芳， 听她讲述在美国
演出的故事。

公演成功引来赴美演出邀请
“浏阳是戏剧大师欧阳予倩的故乡，

花木兰是我国古代一个家喻户晓的巾帼
英雄。 ”吴芳告诉记者，《木兰从军记》是
根据南北朝时期的《木兰辞》和欧阳予倩

先生的《木兰从军》改编的，由长沙炫典
儿童戏剧演出有限公司花两年时间精心
打磨，利用声光电及投影技术等，展现中
国文字、古代建筑、山水田园等三维情境
空间， 同时融入浏阳夏布等特色文化元
素，呈现“唧唧复唧唧”的劳动美学。 去年
6月， 该剧在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公演两
场，获好评如潮。

该剧公演成功，引起外界关注。 去年
11月5日，美国密苏里州布兰森白宫剧院
来函， 邀请剧组今年7月至8月赴该剧院
驻场演出。

“很惊喜！ ”吴芳回忆拿到邀请函的
那一刻，心情仍很激动。 北京舞蹈学院继
续教育学院毕业的吴芳曾在广州打拼多
年， 后回浏阳创建蓝舞精灵培训学校。
2017年3月，经浏阳河文化产业园引导和
孵化， 她创立了长沙炫典儿童戏剧演出
有限公司，着手培育儿童戏剧产业，并开
始筹演《木兰从军记》。

2017年6月，《木兰从军记》剧组成立，
8月正式开排。 去年6月，跟保利院线合作，
在梅溪湖大剧院公演，并被纳入省演艺集
团与华人文交所联袂举办的“纯粹中国”
全球巡演计划。 此次公演，还吸引了大洋
彼岸布兰森白宫剧院的关注。 吴芳认为，
这部儿童歌舞剧赴美驻演， 不仅仅是演
出，还代表着中国文化成功走出去。

观众开车3小时赶来观看
美国当地时间7月15日13时，《木兰

从军记》赴美第一场演出拉开帷幕。
“一场比一场效果好，口哨声、尖叫

声、掌声不断，观众们特别喜欢、非常热
情。 ”说起在美演出，吴芳颇为自豪。在美
一个月，驻场演出40余场，共计有2万多
人次观看。 有观众专门开车3小时，赶来
观看演出。 观众中，不论“大朋友”“小朋
友”， 都对剧中精美绝伦的中国风舞美，
还有武术、戏曲、杂技、木偶等中国传统

文化颇感兴趣。“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
家三口特别喜欢我们这个剧， 买票来看
了3遍，还跟我们合影、交流。 ”吴芳说，剧
场安排合照的时间只有15分钟， 每场演
出结束， 一些排在队伍后面没能与演员
合影的观众非常遗憾， 所以有人不惜买
票再看一遍， 早早排队， 就是为了能与
“花木兰和她的朋友们”合影留念。

“白宫剧院希望我们能演更长时间，
但这次我们只能演一个月， 所以他们也
非常遗憾。 ”吴芳说，驻场演出期间，经多
家海外媒体报道， 吸引美国其他一些剧
院关注。 美国密苏里州地理位置最好、最
有名的脱口秀剧院YAKOV剧院主动找
上门来，洽谈2020年暑期驻场演出事宜。

“我们的英雄，世界的花木兰。 ”吴芳
说，通过这次驻场演出，她发现儿童剧在
美国还有很大市场空间， 尤其是做中国
传统文化的儿童剧少之又少， 这让她对
《木兰从军记》进一步走出去充满信心。

“中医关怀团”
走进奥地利葡萄牙

湖南日报9月3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
讯员 刘丛）8月23日至9月1日，受国务院
侨务办公室委托，由省侨办和长沙市侨办
主办的“中医关怀团”到访奥地利和葡萄
牙，为当地侨胞提供免费健康咨询及义
诊，受到侨胞欢迎。

“中医关怀团”由湖南中医药大学和长
沙市中医医院派出的6名中医专家组成，他
们共为旅奥旅葡侨胞开展免费健康咨询及
义诊447人次，并面向当地华侨华人举办了
两场中医健康养生知识讲座。 专家们还与
旅奥旅葡侨团侨领代表进行了交流座谈，向
海外侨胞介绍近年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及
侨务工作情况，寄语海外侨胞发挥好“中外
连心桥”的独特作用，推动湖南与奥、葡各领
域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据了解，中医关怀计划是国务院侨办
海外惠侨工程八大计划之一 ，旨在为海
外侨胞提供健康服务，对海外中医从业者
进行培训，宣传中医药文化。 我省已连续
3年派出中医专家，访问多个国家。

�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沙兆华） 今天， 我省参加
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运动员凯旋。 在此次
比赛中， 我省共夺得残运会项目的41.5枚金牌、 21枚银
牌、 24枚铜牌， 群体项目1枚金牌； 特奥会上斩获22金27
银18铜， 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
文明双丰收。

此次， 我省奖牌数大大超过了往届， 特别是残运会
上， 比第九届36金多出了5.5金， 体现了我省残疾人竞技
体育不断向前发展的良好态势。

此次比赛中， 我省田径项目上向着更快、 更高、 更
强进发， 其中， 超世界纪录1次， 超亚洲纪录2次， 破全
国纪录4次， 展示了我省运动员勇于拼搏、 挑战自我的精
神。 在盲人柔道项目上， 我省6名运动员夺得4块金牌，
占整个盲人柔道大项18枚金牌的四分之一， 体现出了较
高的团体竞技水平。

据悉， 下一届全国残运会暨特奥会因与全运会接轨，
将实现残健融合同地同期举办， 所以打破了四年一届的
办赛时间， 提前到了2021年。 2年后又要征战全国赛场，
运动员们没有喘息的机会。 我省盲人柔道教练员李跃华
表示， 要从比赛中吸取经验、 弥补不足， 特别是在残疾
人运动员后续队伍培养及战略安排上， 要早做谋划、 积
极备战。

“我们的英雄，世界的花木兰”
———《木兰从军记》赴美驻场演出的故事

我省参加全国残运会
暨特奥会运动员凯旋

书途漫漫
翰墨留香
9月3日，市民参观岳

麓书社民国文献及出版
社展。 当天，由国家图书
馆、 中国图书馆学会、湖
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的“岳麓书社民国文献及
出版社展”在长沙市图书
馆启幕，本次展览将持续
至9月16日， 展览涵盖

“古籍善本”“名家与学术
文化”“杂志期刊”“长沙
旧影”“名人手札”“民国
三大家之一萧俊贤画作”
“《沈从文别集》 插画”七
大主题，观众从中可以感
受到民国时期的“长沙
范”。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