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玩家

2014.12.1��星期一 编辑 叶竹 图编 李梓延 美编 刘迎 校对 汤吉

华声玩乐A16

他不是唱花鼓戏的，而
是个作曲的。13岁时他穿着
短裤、 背心去考省花鼓戏
院， 当时的院长储声虹连说
两句“不要走了，不要走了”
将他留了下来，从此欧阳觉
文与花鼓戏相伴近60年 ，成
为长沙花鼓第一位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而他能够成为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与一只
草鞋分不开。

被观众丢草鞋
决心学地道花鼓

欧阳觉文出生在长沙
浏阳，从父亲那里学会了拉
胡琴、吹唢呐、打鼓。他的两
个舅舅当时在长沙市花鼓
剧团里，一个司鼓，一个拉
大筒。1956年夏天， 上初一
的欧阳觉文13岁了，暑假里
他跟母亲吵着要去城里看
舅舅， 于是拿了一毛二分
钱，步行一百多里地走到长
沙， 天天看舅舅们排练，乐
此不疲。

当时省花鼓戏剧团正
在筹建，舅舅就向剧团的乐
队队长左希宾推荐说：“我有
个侄子 ， 吹拉弹唱都会，到
你们那里去考一下吧！”于是
穿着一条背心和短裤， 欧阳
觉文就去考试了。 现在回想
起来， 欧阳觉文说：“可能是
年纪小， 考起来也不紧张。”
考完试， 当时的团长储声虹
就不让他走了：“小孩子，不
要走了，不要走了，留下吧！”
“我只穿了短裤 、背心，要回
家去拿换洗衣服。”欧阳觉文
回答。“别回去了， 给你半个
月工资， 就在长沙买吧。”储
声虹给了他十几块钱（当时
一个月的伙食费是9块钱），
欧阳觉文就这样留下了。

考上省花鼓戏剧团之
后， 欧阳觉文被派去跟师傅
周沛林学打小锣， 这在民乐
里算是打击乐了。 在学戏、

学唱腔方面， 欧阳觉文则跟
随杨保生、 杨福生等传统老
艺人学习花鼓正调和丝弦小
调。在学了三年戏之后，16岁
的欧阳觉文与队友们被派到
洞庭湖边的沅江演出， 一次
在演出时， 下面的观众说唱
得不像，开始“吵棚”，还有观
众往舞台上扔草鞋。

就在演员们急得不行
的时候， 老艺人杨保生稳住
大家说：“别急，别急，我去。”
他上场演了《清风亭》当中的
一段， 他地道的表演一下子
就吸引了观众， 表演结束下
面掌声雷动。 这件事激发欧
阳觉文学习的动力， 那名观
众不会知道， 他扔出的这只
草鞋， 扔出了长沙花鼓第一
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毛主席点赞
激发创作热情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
经历让欧阳觉文越发刻苦
地学戏。欧阳觉文说：“1958
年在武汉为毛主席演戏，我
们坐在乐队席上，毛主席看
戏，我们就看毛主席。”为了
能被毛主席接见，他们想了
个办法，就是背着凳子站在
演员们后面，终于成功受到
毛主席接见。然而就在欧阳
觉文劲头十足时， 文革来
临，不能演戏了，怎么办？ 欧
阳觉文开始学习作曲。文革
期间只能演样板戏，很多地
方戏都在改编样板戏，省花
鼓戏剧团也决定改编《沙家
浜》， 欧阳觉文担任作曲，经
过8个月的创作， 剧本也没
能通过。就在欧阳觉文心灰
意冷的时候，1964年8月20
日，毛主席来到长沙，点名
要看花鼓戏，当时剧团只排
了《沙家浜》，于是连着两晚
为毛主席演了《沙家浜》。没
想到毛主席看过后给予好
评，这给了欧阳觉文极大的

信心。 为了更好的作曲，他
还去了上海音乐学院专门
学习作曲。

2012年12月21日，文化
部公布了第四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 欧阳觉文在列。欧
阳觉文回顾自己的创作经
历时这样认为：“我之所以
能成为国家级的非遗传承
人，就是我原原本本的学习
了传统花鼓戏，而在之后的
创作过程中我又能将现代
音乐融入到花鼓戏中去。”

在欧阳觉文看来花鼓
戏它不是外来事物，不存在
水土不服的情况，有着深厚
群众基础。他说：“长沙话拉
长了说，就是花鼓戏。”比如
建筑工人在劳动的时候用
长沙话喊 ：“三步并做两步
走哦！” 拉长一点就成花鼓
戏了。 ■记者 吴岱霞

草鞋扔出个戏曲大师
欧阳觉文：长沙花鼓戏首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作家文吉儿
回乡献爱心

11月29日，千余名师生、
爱心企业家及各界人士在衡
东县荣桓中心小学参加了
“文吉儿回乡捐书助学仪
式”。

出生于衡东的新锐作家
文吉儿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
大二学生， 曾在荣桓中心小
学完成小学学业。 她被授予
“全国少年写作之星”荣誉称
号， 获得第五届报喜鸟新锐
艺术人物文学类大奖， 作品
有《穿越毛病小王国》和《异
想记》，其短篇小说集《别让
梦想只是梦想》于今年9月底
首发并成为畅销书。 随文吉
儿一同参与捐书助学的还有
爱心企业家尹德和、聂江斌，
他们不仅捐书， 还给孩子们
带来了价值5万元的文具及
防寒物资。 ■记者 吴岱霞

省山地户外健身大会举行
来的都是抗冻的

对于户外爱好者来说，冷风大雾也阻
挡不了他们运动的脚步。11月29日至30
日，湖南省山地户外健身大会在长沙黑麋
峰国家森林公园举行， 包含登山彩跑、山
地自行车赛、钓鱼比赛、露营大会、音乐篝
火晚会五大体验项目。在健身大会开幕的
29日当天，尽管黑麋峰大雾弥漫，但仍然
吸引了近千人热情参与，而举重世界冠军
乐茂盛、体操世界冠军凌洁的现身更让活
动气氛达到高潮。

在备受关注的登山彩跑项目中，共设
置男子组、女子组、情侣组、亲子组等四个
组别。于是现场不仅出现了带娃狂奔的辣
妈，还有你侬我侬的情侣齐跑。曾参加本
报“挑战21天”乐跑营活动的多名跑友“抱
团”参与了该项目，跑友公云峰介绍，“包
括参加过‘挑战21天’的部分跑友在内，我
们这次一共有110多人报名彩跑， 但由于
降温降雨，来现场的只有100人左右，还是
特意租车过来参加活动。最后的结果也比
较令人满意，女子组前三名被我们‘承包’
了，男子组也有所斩获。” ■记者 叶竹

金鹰卡通卫视大型明
星亲子爆笑密室历险节目
《疯狂的麦咭》 第二季将于
12月6日晚7点回归。11月
30日，节目第二季媒体见面
会在长沙举行，正在综艺节
目《一年级》中担任暖男鲜
师的陈学冬带着班级上的
萌娃陈思成、马皓轩、李昊
煜、王梓璇一起现场录制节
目并接受记者采访。

与第一季相比，《疯狂
的麦咭》第二季无论是从游
戏环节的玩法上还是题型
的设计上，都有了全面的升
级。 据节目组相关人员介

绍，“题型的难度和玩法不
重要，节目着重考验的是选
手在紧张的气氛下是否还
能保持冷静的头脑。”而记
者在现场看到， 萌娃们一
到游戏环节就有“根本停
不下来”的兴奋与闹腾。此
外， 陈学冬与郭敬明最近
在微博上的频繁互动使两
人之间的关系又引发关
注。然而，陈学冬接受记者
采访时显得毫不在意，“我
们作为娱乐圈的人，如果能
让大家开心，怎样被猜测都
无所谓。”
■记者 黄煌 实习生 郭丽文

66岁老爹
征战业余乒球赛

11月30日，湖南省第一届“体彩·双鱼
杯”业余乒乓球团体王冠争霸赛在湖南大
众传媒学院落下帷幕。本次由湖南省体育
局主办，湖南省乒乓球协会承办的国球业
余赛事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21支代表队
参加。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省乒乓球协会
荣誉主席葛洪元和湖南省体育局局长李
舜为比赛开球。

湖南省乒乓球协会秘书长骆先鸣介
绍：“本次比赛水平高，省运会团体赛前八
名有七支球队参加了本次比赛； 包容度
高，最小的运动员18岁，最大的66岁，而且
还有女子选手代表男队比赛。”66岁的选
手是来自怀化队的教练兼队员胡长清，头
发乌黑， 面色红润，“我打了几十年的球，
坚持锻炼才有这么好的身体。这次只参加
双打，单打让年轻人去打。”经过两天的激
烈角逐，常德队、省直混合联队、株洲队分
获了男子团体前三名，长沙队、株洲队、湘
潭队分获女子团体前三名。 ■记者 刘涛

“和音乐在一起”
来长沙

11月28日,�2014“和音
乐在一起” 校园系列巡演长
沙站演出在星沙某高校拉开
序幕，乐坛多栖新人毕书尽、
以台湾《超级偶像》踏入乐坛
的歌唱才女朱俐静用劲爆的
歌舞表演给现场上千名高校
乐迷带来了一场青春热力的
演唱会。唱片市场不景气，歌
手也谋求全能发展，据介绍，
毕书尽与朱俐静两人此前均
客串过偶像剧的拍摄， 也唱
过多首电视剧主题曲， 在28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 两人纷
纷坦承， 今后十分乐意往演
戏的方向进行尝试。
■记者 黄煌 实习生 郭丽文

湖南首家激光巨幕影城
落户湘潭

28日， 湖南首家MAX激光巨幕影城
步步高影城东方红店在湘潭开业。 据悉，
该影城总面积约5500平方米，内设400人
MAX巨幕厅、6个百人厅、6个豪华私影
厅、8个情侣影厅、7D影院、影院售票大堂
及休闲区。所谓激光巨幕是目前世界上最
好的影像系统，其银幕大小比普通电影大
三倍，除了视觉效果，激光巨幕厅的音响
也是它引以为傲的。据悉，激光巨幕厅配
备的杜比全景声推出了结合动态对象和
播放声道的崭新混音和声音定向方式，令
观众全方位被声音包围。

■记者 吴名慧

和郭敬明闹哪样？

暖男陈学冬：
都是娱乐，开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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