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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近年来，祁阳县还采取措施，持续扩大祁剧
影响力。

经考证，祁剧祖师是生于公元1076年的祁阳
县白水镇竹山村人焦德，北宋宣和年间供职于皇
家教坊，创办了最早的祁剧科班，被宋徽宗赐以
侯爵。 近年，祁阳县社会各界在竹山村建设祁剧
广场、祁剧陈列馆，打造祁剧人的精神家园。

去年12月8日，全国祁剧文化传承人、全国祁
剧优秀团队负责人以及优秀祁剧演员代表，来到
竹山村祁剧广场拜谒祁剧祖师焦德。由省文化和
旅游厅、永州市委市政府主办的“让世界听见”湖
南永州首届祁剧文化艺术节暨冬季乡村旅游节
拉开帷幕。 期间，举办了优秀祁剧交流展演及祁
剧嘉年华活动。各地祁剧院团表演了近年创作的
祁剧力作，作品范围之广、数量之多、质量之高，
创祁剧发展史上之最。

在“祁剧·浯溪”文化旅游座谈会上，专家、学
者们围绕“祁剧保护、传承和发展”“祁剧助推乡
村旅游”等，展开热烈讨论。 活动通过《湖南日
报》、新湖南客户端等20多家媒体报道，传播到世
界各地。旅居澳大利亚的祁剧名角唐国华兴奋地
说，有信心让祁剧走向世界。

祁剧要发展， 关键还在于大力培养“未来之
星”。2010年，祁阳县在祁阳师范开办首届祁剧班，
招收47名学员。 经5年专业学习，刘紫钰、蒋远宏等
27人进入祁阳县祁剧团， 已成为剧团中坚力量。
《向阳书记》主演之一、角色张二的扮演者是首届
祁剧班毕业生唐佳宇，年仅17岁。

祁阳县还编印祁剧乡土教材，在学校组建祁
剧兴趣小组，推动祁剧进校园。每逢寒暑假、双休
日，人民小学、民生小学等祁剧兴趣班的孩子们
在老师指导下，认真学艺。

10月13日下午，祁阳县白水镇竹山村祁剧竹
山传承中心练功房，100多名孩子在练习空翻、倒
立、走台、弹腔，个个挥汗如雨。 中心创办人是47
岁的祁剧演员唐长炼，他12岁进入省艺术学校祁
剧科学艺。2016年，他只身来到竹山村，借用村礼
堂办学，从最初40多名学生，发展到近200人。 目
前，中心已培训5至13岁学员500多人次。 去年，
该中心在传统祁剧基础上改编的《天官赐福·福
满人间》，参演全国少儿电视春节联欢晚会，学员
李妮莼获金奖。

坚持不断创新，祁剧未来发展之路必将越走
越宽。

� � � � 祁剧又
名祁阳戏、楚
南戏、 汉剧，
曾有“祁阳弟
子遍天下”的
美誉。早些年
受电视、网络
等因素影响，
一度衰落。如
今，祁剧再次
演遍天南地
北———

创
新，

让
祁
剧
唱
出
﹃
现
代
范
﹄

� � � � 10月6日国庆假期， 祁阳县祁剧院很热闹。
年近花甲的任国球正带领大家对新剧背景布
置、 灯光调试等进行细致打磨， 汗水湿透了衣
背。

1972年，13岁的任国球考入祁阳县祁剧团，
17岁开始独立设计戏台背景、灯光等。 他说，当
时群众文化生活贫乏，大家都盼着看祁剧，刻几
张幻灯片作背景，观众都叫好。

祁剧又名祁阳戏、楚南戏、汉剧，因发源于祁
阳县而得名，曾有“祁阳弟子遍天下”的美誉。上世
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电视普及、网络崛起，群众文
化娱乐生活不断丰富，祁剧观众逐渐流失，一度衰
落。剧团变得日益困难，不少演员离开剧团自谋生
路。 有副高职称的演员付华平、桂雪梅，也只好到
街边卖酸辣萝卜皮等维持生计。

祁剧何去何从？ 一些有识之士在忧虑。
近年来， 永州市和祁阳县两级政府不断加

大扶持力度，成立祁剧发展基金。 祁阳县财政每
年拨给祁剧团运转经费， 从31万元增加到83万
元。 祁剧院得到改造， 剧团配备了送戏下乡车
等。 在县城市民广场、 白竹湖广场以及广大乡
村，修建起祁剧戏台。

在改善祁剧演唱“硬件”的基础上，永州市、
祁阳县两级政府组织国内外戏剧专家、 学者和
创作人员，深入乡村走访老艺人，挖掘祁剧剧目
和历史，出版了32万字的《中国祁剧》和近25万
字的《祁剧研究文集》，详实记录、整理祁剧。 退
休干部唐明顺还自费定期出版《祁剧文化研究》
内部交流刊物，交流、探讨祁剧发展。 2008年，祁
剧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同时，与浯溪碑林、金洞国家森林公园等景
区合作，开设祁剧表演专场。 将“印象祁剧”“祁
剧文化一条街”等项目列入景区规划。 今年国庆
假期，永州市不少景点每天上演祁剧，成为了吸
引游客的重要“卖点”。

众手相援，祁剧逢“春”，已散居各地的祁剧
人纷纷回归,祁剧也回到了大众之中。

� � � �祁剧人认识到， 祁剧的发展不能
只依赖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 只有不
断改革、创新，找准祁剧与现代观众需
求的“契合点”，才能真正获得新生，赢
得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喜欢。

紧跟时代步伐，创作新剧本。 广大
祁剧人走进农村、工厂体验生活，创作
出《活抓三郎》《浯溪兄弟》 等贴近生
活、反映群众身边巨变的新剧本。 祁阳
县祁剧团负责人郑安顺介绍， 为创作
《浯溪兄弟》，10多名主创人员近半年
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晚上讨论剧
本结构，深夜还在推敲词句，先后修改
20多次。

近年，祁阳县祁剧团排练、演出的
现代祁剧《郑培民》等，赢得各方高度
赞誉。 反映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的大
型现代祁剧《向阳书记》，在第六届湖
南艺术节获得5项田汉大奖。

运用现代设备， 努力让祁剧戏台
美起来、活起来。 20多年来，任国球等
人多次外出学习，结合实际创新，改变
过去用几盏大功率灯泡把幻灯片投映
到白色幕布上作戏台背景的做法，大
量运用升降机、电脑控制平台、LED显
示屏幕等现代舞美设备， 以产生身临
其境、烘托戏曲主题的效果。

改革演员发声， 革新音乐伴奏形
式。 采用MIDI（乐器数字接口）伴奏与
传统大筒、月琴、三弦、竹笛伴奏相结
合的方式， 使音乐层次丰富、 旋律大
气，观众耳目一新。

今年61岁的
郑太平，13岁考入
祁阳县祁剧团。上
世纪70年代的一
天，郑太平刚结束
下乡演出，便连夜
赶到长沙为伟人
毛泽东表演，这
成为他一生的骄
傲。 面对振兴祁
剧的重任， 他与
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袁祁利等一
道， 不断探索新
唱法。演唱除小、

正旦采用真假嗓（传统、现代唱法）相
结合的方法外，现代戏均采用本嗓。 还
创新“祁歌”表演方式，即用祁剧曲调
来演唱现代唱词， 简单明快， 通俗易
懂，特别受年轻观众喜欢。

大力发掘、抢救失传、半失传的传
统剧目和祁剧乐器。 祁胡曾是祁剧伴
奏最古老、其他剧种没有的乐器，因为
多种原因，祁胡一度失传。

2017年， 祁阳县祁剧团退休老艺
人唐文明自筹资金， 聘请一位制乐器
的技师，两人不辞辛苦四处查找古籍，
反复试制、调试，选用当地上好的毛竹
制作琴筒，精选蛇皮蒙内端，形状似喇
叭口，用细竹（紫竹）制作琴杆（担子），
黄洋木制作轴子， 蕙竹和马尾制作琴
弓，配以竹雕琴码与丝质弦线，制作出
失传多年的祁胡。

今年5月23日晚，《向阳书记》在京
演出，祁胡首次“亮相”，其声音嘹亮高
亢，有如天籁之音，观众叫好声不断。

创新祁剧传播方式。 改过去“大舞
台”“大部队”“大型戏”为“小舞台”“小
分队”“小型折子戏”， 每年送戏下乡
200场次以上， 丰富了基层文化生活。
仅此一项，祁剧团年增收25万元以上。
祁剧团还积极“走出去”，到永州市及
邻近省区表演。

如今，祁剧更好听更好看，表现方
式更丰富，主题更贴近时代和生活，越
来越受群众欢迎。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353622
0 6445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62
501
5626

3
3

119

2387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9330
66442

276
1544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11月04日 第2019126期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7 2609 10 12 13 17 22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1月 04日

第 2019294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826 1040 8590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149 173 37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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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祁剧《向阳书记》5月23日在北京演出时的剧照。 (资料照片) 唐志强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唐书东 李军

深秋时节，天渐寒，露渐重，祁阳县白竹湖
广场，现代祁剧《向阳书记》在这里巡演，观众如
潮，不时传来叫好声。 今年，现代祁剧《向阳书
记》赴多地巡演，场场座无虚席。

祁剧《金锁奇缘》等也数次赴各地演出，征
服了天南地北的观众。

近些年，祁阳县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祁
剧剧目、表现方式、发展平台等进行创新，使祁
剧越来越“潮”，成为老少皆宜的艺术精品。

众手相援，祁剧回归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紧跟时代，获得新生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扩大影响，走向未来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