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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哲瑞联合律师事务所

移民

    

Website: www.hooyou.com

绿卡 签证

Zhang & Attorney, L.P.

22位资深美国执照律师

移民局行政上诉办公室前移民官加盟 二十年杰出服务品质保证

数千例成功案例 Oracle客户管理系统

国家利益豁免和特殊人才绿卡 PERM及职业移民 H、L及其他费移民签证

请将简历发送到 info@hooyou.com我们将为您提供免费评估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20 Houston, TX 77036
Email: info@hooyou.com 电话：1-800-920-0880 传真：713-771-8368

精办

绿卡申请 评估

纽约/休士顿/芝加哥/奥斯汀/洛杉矶/硅谷/西雅图七地办公 客户遍布全美

免费

Recovery Auto Sales. s. Inc
专业经销、维修各种车辆

www.recoveryautos.com
730 E 106th St. Indianapolis, IN 46280 
(106th/College Ave, in Carmel Area)

Toyot, Honda, Nissan,  BMW,  Mercedes-Benz, 
Lexus,  Ford, Chevrolet, Buick,  Dodge, Infiniti, 
Mazda, Mitsubishi, Subaru, Volkswagen,  Volvo

各种故障修理：刹车 换机油 发动机 变速箱
减震器 水箱

常年提供拖车服务、高价收购废旧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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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省文化拾贝”系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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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曾住过两位
病人，他们的病情都很严重。

这间病房十分窄小，仅能容下两张
病床。病房有一扇门和一个窗户，
门通向走廊，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
界。

其中一位病人经允许，可以在每天
上午和下午被扶起来坐上一个小
时。这位病人的病床靠近窗口。

而另一位病人则不得不日夜躺在病
床上。当然，两位病人都需要静养
治疗。

使他们感到尤为痛苦的是，两人的
病情不允许他们做任何事情借以
消遣，既不能读书阅报，也不能听
收音机、看电视……只能静静地躺
着。

而且只有他们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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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经常谈天，一谈就是几个小
时。

他们谈起各自的家庭妻小，各自的
工作，各自在战争中做过些什么，
曾在哪些地方度假，等等。

每天上午和下午，时间一到，靠近
窗的病人就被扶起身来，开始一小
时的仰坐。

每当这时，他就开始为同伴描述起
他所见到的窗外的一切。

渐渐地，每天的这两个小时，几乎
就成了他和同伴生活中的全部内容
了。

很显然，这个窗户俯瞰着一座公

园，公园里面有一泓湖水，湖面上
漫游着一群群野鸭、天鹅。

公园里的孩子们有的在扔面包喂这
些水禽，有的在摆弄游艇模型。

一对对年轻的情侣手挽着手，在树
林里散步。

公园里鲜花盛开，主要有玫瑰花，
但四周还有五彩斑斓、争相斗艳的
牡丹花和金盏草。

在公园那端的一角，有一块网球
场，有时那儿进行的比赛确实精
彩，不时也有几场板球赛，虽然球
艺够不上正式决赛的水平，但有得
看总比没有强。

那边还有一块用于玩滚木球的草
坪。

公园的尽头是一排商店，在这些商
店的后边闹市区隐约可见。

躺着的病人津津有味地听这一切。
这个时刻的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是
一种享受。

3

描述仍在继续：一个孩童怎样差一
点跌入湖中，身着夏装的姑娘是多

么美丽动人。

接着又是一场扣人心弦的网球赛。

他听着这栩栩如生的描述，仿佛亲
眼看到了窗外所发生的一切。

一天下午，当他听到靠窗的病人说
到一名板球队员正慢悠悠地把球击
得四处皆是时，不靠窗的病人突然
产生了一个想法：

为什么偏偏是挨着窗户的那个人，
能有幸观赏到窗外的一切？

为什么自己不应得到这种机会？

他为自己有这种想法而感到惭愧，
竭力不再这么想。可是，他愈加克
制，这种想法却愈加强烈。

他白昼无时不为这一想法困扰，晚
上，又彻夜难眠。结果，病情一天
天加重了，医生们却对加重的原因
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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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他照例睁着双眼盯着天
花板。

这时，靠窗的同伴突然醒来，开始
大声咳嗽，呼吸急促，时断时续，

液体已经充塞了他的肺腔，他两手
摸索着，在找电铃的按钮，只要电
铃一响，值班的护士就立即赶来。

但是，不靠窗的病人却纹丝不动地
看着。

心想：他凭什么要占据窗口那张床
位呢？

痛苦的咳嗽声一声又一声……卡住
了……停止了……直至最后呼吸声
也停止了。

不靠窗的病人仍然盯着天花板。

第二天早晨，医护人员发现靠窗那
个病人已咽气了，他们静悄悄地将
尸体抬了出去。

稍过几天，似乎这时开口已经正当
得体，剩下的这位病人立刻提出，
是否能让他挪到窗口的那张床上
去。

医护人员把他抬了过去，将他舒舒
服服地安顿在那张病床上。

接着他们离开了病房，剩下他一个
人静静地躺在那儿。

医生刚一离开，这位病人就十分痛
苦地挣扎着，用一只胳膊支起了身
子，口中气喘吁吁。

他探头朝窗口望去：

他看到的只是光秃秃的一堵墙。

        10月11日晚，来自友省浙江的台
州乱弹剧团在印城演出，取得了圆满
成功，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

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台州乱弹
      台州乱弹形成于明末清初，是浙
江四大乱弹之一，被文化部列为中国
318个地方剧种之一，流传于台州、
温州、宁波、绍兴、金华、丽水等地
区。
　　为什么称“乱弹”？原来还有一
个故事：清乾隆五十五年(1791年)，
乾隆南巡时，两淮盐商调集了全国
100多个地方剧种在扬州接驾。地方
官为便于上奏，将各地方剧种分为“
雅”、“花”两部。“雅”单指昆
腔，“花”即杂，杂者乱也，故统称
乱弹。

       台州乱弹绝技——耍牙，牙用的是猪牙。

         就在清乾隆年间(1736—1796年)，
乱弹腔兴起，以紧乱弹、慢乱弹、二
唤为主干唱调，兼唱昆腔、高腔，形
成三腔合唱的台州式的乱弹。
　　可以说早先浙江是乱弹的天下，
有绍兴乱弹、浦江乱弹、温州乱弹
等，后分别改称绍剧、婺剧和瓯剧。
只有台州乱弹之名沿用至今，成为名
副其实的“天下第一”。
　　台州乱弹唱腔十分丰富，以乱弹
为主，兼唱昆曲、高腔、徽调、词
调、滩簧等，是全国少有的多声腔乱
弹剧种之一。其唱腔高亢激越，表演
粗犷奔放，文戏武做，武戏文唱。特
别是一些独特的表演绝技，如耍牙、
钢叉穿肚、双骑马、抱瓶滑雪、雨伞
吊毛、甩火球等，为戏剧界和观众们
称道。其舞台语言以中原语音结合台
州官话，充满乡土气息。伴奏乐器有
文场、武场的分别，文场分丝竹管弦
乐曲和唢呐曲两类，武场分闹台锣鼓
和表演锣鼓两类。台州乱弹的角色行
当分“上四脚”和“下四脚”，“上
四脚”包括生、旦、净、丑，“下四
脚”包括外、贴、副、末。

　　2006年，台州乱弹被国务院确定
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内
专家一致认为，台州乱弹是现存中国
戏曲中历史最悠久、演出形态最古
老、剧目最丰富、表演艺术最具特色
的剧种之一，是珍贵的口头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戏曲百花园中独具古韵遗
风的活化石。
      台州乱弹为世界文化交流也作出了
贡献，如：2011年，台州乱弹剧团赴
德国参加欧洲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
的第27届国际文化戏剧节展演，荣获
最高荣誉——特等奖。2012年2月，剧
团受文化部委派，赴新西兰参加当地
举办的元宵灯会展演，新西兰总理亲
临现场观看，15天19场演出活动盛况
空前，观摩人数超过30万人次。这次
该团来印州演出，同样取得了圆满成
功。

浙江是全国戏曲的中心
        浙江是中华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是中国戏曲的故乡，是全国戏曲的中
心。作为戏剧大省，浙江地域涌现了
一批又一批驰名全国的作家、作品、
演员、声腔、剧种、班社与理论著
作，在一些重要环节上影响着全国戏
曲的发展，为中国戏曲的发展做出了
卓越的贡献。
      浙江地方戏曲种类众多，据2017年
5月公布的浙江地方戏曲普查结果，浙
江省现有昆剧、京剧、越剧、婺剧、
绍剧、甬剧、姚剧、瓯剧、和剧、湖
剧、杭剧、睦剧、新昌调腔、宁海平
调、台州乱弹、皮影戏、木偶戏和滑
稽戏共18个剧种；共有松阳高腔、西
安高腔、永嘉昆曲等56个戏曲非遗项
目。此次普查历时一年半，是浙江省
首次开展的大规模戏曲普查，普查数
据时间跨度为1978年1月1日至2015年8
月31日。
       浙江省戏剧形态丰富多样，有昆曲、
京剧等经典剧种；有越剧、婺剧、绍
剧、甬剧、瓯剧、杭剧、湖剧、姚
剧、淳安睦剧、平阳和剧、缙云杂
剧等地方剧种；有醒感戏、花鼓戏、
车灯戏、马灯戏、茶灯戏、菇民戏、

三脚戏、徽戏、八仙戏、傩戏等地方
风情小戏；有温州南戏、海盐腔等古
老剧种；有乱弹、高腔、目连戏、摊
簧等分布比较广泛的民间剧种；有皮
影戏、提线木偶、布袋木偶、药发木
偶、铁梁木偶等傀儡戏。
        浙江省戏剧界屡获中国舞台艺术
政府奖“文华奖”、中国戏剧表演艺
术最高奖“梅花奖”等重大奖项，如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茅威涛1985年
荣获第二届“梅花奖”、1994年荣获
第十一届“梅花奖”、2007年荣获第
二十三届“梅花奖”，创越剧界的唯
一“三度梅”，并数次荣获“文华
奖”。
    
浙江三大地方剧种
      越剧、绍剧、婺剧被称为浙江三大
地方剧种。
      徐玉兰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的唱腔，一定让您终身难忘，这就是
极富魅力的越剧——中国第二大剧
种，有第二国剧之称，又被称为流传
最广的地方剧种，有观点认为是“最
大的地方戏曲剧种”，在国外被称
为“中国歌剧”，是中国五大戏曲剧
种（依次为京剧、越剧、黄梅戏、评
剧、豫剧）之一。越剧前身是浙江嵊
县一带流行的说唱形式“落地唱书”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开始
演变为在农村草台演出的戏曲形式，
曾称小歌班、的笃班、绍兴文戏等。
一开始艺人基本上是半农半艺的男性
农民，故称男班。越剧发源于浙江嵊
州，发祥于上海，
繁荣于全国，流传
于世界，在发展中
汲取了昆曲、话剧、
绍剧等特色剧种之
大成，经历了由男
子越剧到女子越剧
为主的历史性演变，
为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越剧曲调优美婉转，
细腻抒情。在提倡
男女合演之后，越

剧得到迅速发展，并日益成为国内最
具影响力的地方剧种之一。较有影响
的剧目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红
楼梦》、《祥林嫂》等。著名演员有
袁雪芬、傅全香、戚雅仙、范瑞娟、
徐玉兰、尹桂芳、王文娟、茅威涛等。
   也许您不一定了解绍剧，但提到
六龄童、六小龄童父子俩演的孙悟空
形象，鲜活传神，您一定记忆犹新。
父子俩都是绍剧著名演员。绍剧又
名“绍兴乱弹”、“绍兴大班”。流
行于浙江绍兴、宁波、杭州地区和上
海一带，因其形成于绍兴，并以绍兴
地区各县为流行中   心，1953年定名
为绍剧。绍剧剧目比较丰富，如《龙
虎斗》、《女吊》等。绍剧后期也发
展了部分取材于《西游记》的猴戏，
名演员六龄童（章宗义）的孙悟空，
别具一格地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
正义的艺术形象；七龄童的猪八戒，
集诙谐、洒脱和笨拙、善良于一身，
塑造了一个可笑、可爱、可气而又十
分值得同情的生动形象，都使观众叫
绝不止。他们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
骨精》曾经轰动一时，并受到毛泽东
和文学家郭沫若的赞赏。眼下，早在
1982年就主演电视连续剧《西游记》
的六小龄童（章金莱），这位出生
在“猴王世家”的“大圣”，至今还
活跃在舞台和影视界。
      观赏过婺剧《僧尼会》的观众一定
记得自己当时“笑坏了”。婺剧，俗
称金华戏，流行于浙江金华、衢州、
丽水、台州地区和杭州地区的建德、
淳安、桐庐，以及赣东北一带，因金
华古称婺州，1949年秋定名为婺剧。
婺剧唱腔丰富,主要有高腔、昆腔、乱
弹、徽戏、滩簧、时调六种声腔。婺
剧的传统剧目十分丰富，比较有影响
的剧目有《黄金印》、《三请梨花》、
《断桥》、《僧尼会》、《西施泪》
和现代戏《桃子风波》等。
      浙江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正在得到传
承，还在推陈出新，创作了一些适合
现在演出的优秀新剧目。丝竹悠扬，
唱腔绕梁，喝彩声此起彼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