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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聚焦 健康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名师带高徒

“河南坠子中青年人才培养项目”是
国家艺术基金设立以来首次对单一曲种
进行资助的培训项目。

参加培训的30名学员，最小的不满二
十，其中有大中专院校的老师，有歌舞剧
团的专业演员，有民间团体的“台柱子”，
有不少人是河南坠子中的“腕儿”。

不论年龄和身份，学员们的热情和积
极性始终如一。他们每天早晨6点起床，

在学校湖边晨练；除了正常上课外，大家
还主动要求加课，他们舍不得浪费业余时
间，宿舍的电视机也成了摆设。

此次培训以河南艺术职业学院的师
资为主，同时邀请省内外知名艺术家、学
者为学员授课，张凌怡、李广宇、范军等老
师都是曾荣获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
的艺术家。通过专家讲座与科目教学相
结合、理论学习与艺术实践相结合的方
式，老师们各展所长，为学员们系统讲授
河南坠子的历史发展、文化传统、艺术特
色、音乐风格等内容。

巡回展演是这个项目的重头戏。4月

20日开始，从郑州街头、广场到宝丰马街
书会大书场、文化馆剧院，从幼儿园、中小
学到大学校园，河南坠子中青年人才培养
班的负责人和老师带着学员们，通过18场
演出尽展学习成果和河南坠子的魅力。

传承促发展

河南坠子是源于我省的一种独特的
曲艺形式，有近 200年的历史，因生动活
泼、接地气，在世界各地华人中有着广泛
影响，但随着时代发展出现了青黄不接的
状况，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河南坠子的
传承与发展迫在眉睫。

开班仪式上，中国曲协河南坠子艺委
会主任、77岁的河南坠子表演艺术家宋
爱华殷殷嘱咐：“河南坠子正处于人才青
黄不接的时候，要培养尖子演员。希望
大家都能成为尖子演员，带活这种艺术
形式。”

19岁的谢紫文是学员中年龄最小的，
她的勤奋和执著让大家看到了曲艺传承
的希望。她从幼时起学习坠胡，大学学的
是计算机专业，但总是放不下心中的艺术
梦。这次能参加培训班，她一直说自己

“很幸运”：“从未见过面的李致飞老师在
网上看到了我的视频，他辗转找到我，动
员我报名参加这次培训班，没想到竟然幸
运地被录取了！我觉得这两个月时间过
得飞快，收获也特别大。”培训期间恰逢高
校单招，谢紫文幸运地被河南艺术职业学
院的坠胡专业录取，今年9月就要正式踏
入“艺术之门”了。

“紫文在参加培训期间被我们学校
录取，也是这个项目结出的一个硕果。”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的声乐老师张庆果
说。张庆果是“河南坠子中青年人才培
养项目”负责人郑志强的助理，也是 15
场巡回展演的主持人，与学员们朝夕相
处，大家的勤奋努力和对艺术的执著，她
感受颇深。

学员们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对于保
护、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一定不负众望，为河南坠子的
发扬光大尽心尽力。⑥9

培养尖子演员 唱响河南坠子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剧种历史悠久、各怀“绝活”

今年3月底，河南李树建戏曲艺术中
心组织了河南稀有剧种公益展演月活动，
道情、宛梆、蒲剧等18个剧种在郑州集中
亮相。如此大规模的稀有剧种集中展演
在我省尚属首次。

提到这次展演，主办方负责人、河南
豫剧院院长李树建说了无数次“深受感
动”，他说，戏好不好，观众一检验就知
道。就拿太康道情戏《黄金豆借粮》来
说，我是含着泪看完的，有种久别重逢回
老家的感觉。这场演出戏缘APP直播时
在线观众达7万多人，收获了现场观众几
十次掌声，说明只要戏好、演得好，老百
姓就爱看，我们应该为这样的好戏搭建
更多平台。

翻阅河南剧种分布图，可以发现几乎
每个地市都有各具特色的戏曲，其中，豫
北、豫东、豫南部分地区是主要集中地。

今年80岁高龄的戏曲音乐理论家范
立方老人对于河南许多地方剧种都十分
熟悉，他说，这些剧种可分为几种：一是近
百年来戏曲改良发展后受昆曲、京剧影响
较大的当代剧种，比如豫剧；二是很少受
现代文化影响、至今保留着粗犷、原生态
表演方式的古老剧种，比如大弦戏、大平
调，它们至今还存在于一些相对偏远地区
的乡村；三是具有戏曲早期的表演形态，
比如信阳的很多小戏，它们很少使用乐
队，演员敞开嗓子“干唱”。“别看它们现在
影响范围小，考究起来个个都来头不小。”
范立方说。

正如范立方所言，这些稀有剧种均有

着悠久的历史，且各怀“绝活”。例如始于
西汉的皮影戏、兴盛于唐代的太康道情、
起源于清代乾隆年间的柳琴戏等。

年轻观众少、资金缺乏、人
才断层成瓶颈

戏曲是中国农耕社会时期的艺术形
式，在明清时期，戏曲演出占据绝对重要
位置，形成全国城乡遍布戏台、民众生活
无日不看戏的局面。随着时代的快速发
展，人们文化生活不断丰富，艺术化、多元
化的艺术品种日新月异，看戏、品戏淡出
百姓生活。

记者采访了在校大学生、上班白领、
公务员等多个群体的年轻人，他们认为，
与电影、歌剧、芭蕾舞等相比，传统戏曲的
板式唱腔说“土得掉渣”，难以满足他们的
艺术审美需求。

事实上，除了年轻观众流失、市场萎
缩，许多稀有剧种剧团还面临着资金不
足、无戏可演和后继无人的窘况。

由于绝大多数稀有剧种国有剧团都
是县（区）级基层剧团，极个别是市级文
化单位，这些剧团层级低，且多在基层演
出，演出入不敷出。许多稀有剧种剧团
负责人表示，由于缺乏资金，无法开展剧
目生产和人才培养，造成人才流失，新生
力量无法补充。更糟糕的是，由于老艺
人相继去世，年轻人不愿学艺，人才断层
现象严重，种种原因影响了剧种的传承

与创新。
据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裴景岭介绍，这几年许多稀有剧种先后纳
入非遗名录，院团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资金
扶持，改变了生存状况。以宛梆为例，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以来，在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扶持下，得到
了快速的发展。2010年，正是成立“南阳
艺校内乡宛梆班”，解决了后继无人的局
面。2014年，又争取到国家十二五文化基
础设施建设 126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建
设宛梆展示馆。

内乡县宛梆艺术传承保护中心当家
花旦蔡桂梅说，我们这些古老的民间戏曲
能够再度登台演出，对于我们来说就是

“涅槃重生”。

如何破解传承发展难题

“稀有剧种是河南戏曲的瑰宝，是一
方百姓的精神家园。游子走遍天涯海角，
听到乡音乡情的戏曲就会找到回家的
路。”李树建说，我们要为这些戏曲搭建更
多平台，培养更多的观众，保护好广大人
民群众精神联系的纽带。他建议，政府健
全戏曲艺术保护传承工作体系、人才培养
体系，完善戏曲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机制、
戏曲工作者扎根基层潜心事业的保障激
励机制，培育有利于戏曲活起来、传下去、
出精品、出名家的良好环境。

戏剧评论家刘景亮认为，戏曲只有传

播才会有传承，但首先要保护好剧种，让
经典的代表性剧目“立”在舞台上，“活”在
人民生活中，才能得到真正传播。“经典剧
目最能代表一种戏的特色、绝活和魅力，
经典剧目展示得好，才有艺术价值和生存
之道。”

事实上，近年来，政府、社会各方都为
戏曲生存困境做了不少努力。2012年底，
省文化厅启动实施稀有剧种抢救工程。

“这项工程实施以来，我们对稀有剧种进
行了摸底，进行收集、整理、复排、摄制、记
录等，抢救、复活了一批濒临消亡的剧
种。”省文化厅非遗处处长刘春晓说。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国家出台的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中，明确提到实施戏曲振兴
工程。对此，刘春晓表示，在国家鼓励文
化大繁荣、大发展的优惠政策下，我们会
继续推进稀有剧种抢救工程，做好数字
化保存和传播，办好传统戏剧传承人培
训班。

刘春晓认为，要改变过去“等靠要”的
旧式思维模式，建立符合艺术生产规律运
行机制，增强艺术创造性与市场竞争力，
出人、出戏、出作品，引导和培育戏曲市
场。“此外，培育戏曲观众要从娃娃抓起，
加强推进戏曲进校园工作，让孩子从小看
戏、懂戏、爱戏，同时，撬动社会力量，形成
全社会重视戏曲、关心支持戏曲艺术发展
的生动局面，相信古老的戏曲终会走出困
境。”刘春晓说。⑥9

稀有剧种路在何方
千百年来，看戏、听戏、唱戏是

中国人民的传统，是群众喜闻乐见

的文艺娱乐生活方式。

河南是戏曲大省，对于观众来

说，首先想到的是豫剧、曲剧、越调

等这三大剧种，鲜有人知道还有许

多流布区域较窄，影响相对较小的

稀有剧种，它们同样承载着一个地

方的文化记忆和文化基因，映射着

当地的风土人情。

4月 25日，记者从省文化厅

了解到，我省稀有剧种抢救工程取

得了新进展，目前，纳入政府保护

的稀有剧种有31个，收集整理剧

目剧本 1890 多 部、曲谱 1557

部。在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的今天，人们是否依然喜爱这些古

老的戏剧？它们的生存发展现状

如何？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本报记者 王平

癌症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面对这种疾病，
在网络上能找出成千上万条防治的“妙招”。这些“妙招”真的
管用吗？4月 24日，河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周云接受
记者采访时，就目前人们对于癌症防治的三大认识误区，向受
众答疑解惑。

误区一：不吃东西就能“饿死”癌细胞

有人认为，不吃东西可以让肿瘤细胞没有能量生长，继而
“饿死”癌细胞。

其实并非如此。“不论癌细胞或正常细胞，葡萄糖都是其主
要的营养成分，但葡萄糖不能自由进入细胞，必须依靠细胞膜上
的葡萄糖运载体（GLUT）进行转运。”河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
科主任周云说。

网上流传的所谓“饥饿疗法”的设想是，通过抑制葡萄糖运
载体（GLUT）影响肿瘤细胞的能量供应，从而“饿死”肿瘤细
胞。周云说：“这种疗法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在抑制肿瘤细胞
的同时，也会干扰正常细胞的能量代谢，影响体内正常细胞的生
长和保护作用，从而使机体免疫力下降，增加感染的风险。”

误区二：切除癌肿即可痊愈

面对癌症，一些患者认为“只要手术切除后就算是‘卸下’肿
瘤这个病患了”，因此很多患者及家属会积极要求医生为患者开
展手术治疗。

“治疗癌症，并非动刀子就能痊愈那么简单，要知道切除肿
瘤并不能阻挡肿瘤的再生长。”周云说，从理论上看，不管恶性肿
瘤还是良性肿瘤，在切除后都会有复发的可能。因此，手术切除
肿瘤之后，患者还要继续坚持其他方式的治疗，目的是要改变适
应肿瘤生长的内环境，从而达到治愈的目的。

误区三：喜欢吃酸更容易患癌

网上曾经流传着一种说法，“健康的人血液呈弱碱性，而癌
症患者和高血压病人都是酸性体质，所以爱吃酸的人更易患癌
症。”事实真的如此吗？

专家表示，目前并没有充足的科学证据表明饮食会操纵整
个身体的pH值或是对患癌产生显著影响。“致癌的因素多种多
样，并非一种酸性的食物就能诱发。”周云解释说，“人体的血液
并非因为吃所谓的酸性食物就能‘变酸’，肾脏是主要负责调节
血液酸碱度的，只有当调节系统出了问题，体内酸碱平衡才会被
打破。”因此，他建议公众不要迷信网络上毫无科学根据的抗癌

“妙招”，要听从医嘱，科学健康饮食，不吸烟、不喝酒，保持乐观
心态，这才是对自身健康的负责态度。⑥9

□本报记者 马雯

如今，刷朋友圈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朋友
圈中，一边是一些人形形色色吃、喝、玩、乐的各种“晒”，一边却
是一些人对别人所“晒”幸福的各种落差和情绪。根据最新研究
显示，过于关注社交网络的人，更容易陷入抑郁情绪中。

朋友圈刷出抑郁症

在郑州一家公司工作的27岁姑娘小陈最近一个月夜夜失
眠，白天工作时也打不起精神，而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却是“朋友
圈”。“看到当年学习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如今有房有车有事业，
我却还在租房子打拼，觉得自己真是太失败了！”小陈沮丧地说。
让她没想到的是，到医院就诊时，医生对她的诊断竟是抑郁症。

同小陈情况类似的是32岁的全职妈妈丽丽。“我们夫妻关
系本来一直很好，她辞职后就天天刷朋友圈，看到别人的生活，
就觉得心里不平衡，开始嫌弃我不挣钱，不断吵架。”她的丈夫李
响苦恼地说。目前丽丽正在接受医生的心理治疗。

刷朋友圈能刷出抑郁症？根据美国匹兹堡大学一项最新研
究表明，在社交媒体上花费时间最多的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是
那些在社交媒体上花费时间最少的人的1.7倍。

高级心理咨询师刘敏告诉记者，目前来找她就诊的病人中
确实有不少都是因朋友圈社交而导致的心理及情绪障碍。

“刷朋友圈的社交行为之所以会导致抑郁症，是由于当事人
在观察到其他人展示的所谓‘幸福’状态后，与自身进行比较出
现心理失衡，从而进一步对生活产生了消极抱怨、愤懑不满等情
绪，对自我价值认知度开始降低。”刘敏认为，社交媒体作为一个
交流平台，集中了每个人高度理想化的生活片段，“当一个人错
误地将这些片段投射了自我感情色彩，就会以为他人都过着比
自己更快乐、更成功的生活，从而导致各种情绪问题。”

此外，刘敏也表示，社交媒体为人们提供了互相增进了解的机
会，所以适当地分享自己的生活，获取他人认同是正常的。但如果
一些人过度依赖“晒”幸福、过度重视他人“点赞”，说明其心理可能
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这种情绪也是不健康的，应当引起注意。

精神健康从“心”开始

“情绪健康和心理健康也是身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郑
州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医师李艳艳认为，抑郁症就像心灵的感
冒，心病还需“心药”医。

如何疗愈心灵的“感冒”？一些受访专家表示，无论是何原因
引起的抑郁症，患者本人首先要学会接纳自己，正确面对自己。患
者在与社会交往及与他人的互动中，应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各自的
精彩，社交平台所展示的内容并非他人生活的全貌，更不应以此作
为比较的依据。性格敏感内向的人，应尽量远离各种社交软件，多
发现自己的优点，在其他方面获取成就感。此外，专家建议，社交
软件虽好，却不及真实沟通来得更真挚。人们与其花大量时间刷
朋友圈、点赞，不如多在现实中与亲人、朋友面对面交流感情。

国际著名精神分析学家米歇尔·勒朱瓦耶在其著作《落差：
如何化解我们内心的失望 》中曾谈道，“当对生活、对别人、对自
己的失望，使你抑郁无助时，请相信，这世上，凡是能让你失望
的，都是你需要学会面对和超越的。唯有化解并超越心中的失
望，才能活出平和而强大的自己。”对于每个人而言，想拥有健康
快乐的生活，不如从修炼自己的内心开始。⑥9

癌防治的三个误区

警惕朋友圈
刷出抑郁症

乡音浓浓，坠胡声声，古老

的艺术征服了年轻的学子。4

月 25 日，国家艺术基金 2016

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

——“河南坠子中青年人才培

养”项目汇报演出走进郑州大

学，同学们近距离感受了河南

坠子的独特魅力。

为期两个月的“河南坠子

中青年人才培养项目”3月 1日

在河南艺术职业学院开班。来

自全国各地的 30名学员在这

里接受名师指导，一起切磋技

艺，提高水平。他们说，将来要

更好地传承发展河南坠子。

稀有剧种太康道情演出剧照。 戏缘 摄

学员们坚持晨练。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