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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南·林樾综合体项目使用贵阳市环城林带林地的社会公示

中南·林樾综合体建设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经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经济发展贸

易局备案 （贵州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

2018-520116-70-03-360240），并于 2019年 2

月 20 日经贵州省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列为贵州省 2019 年度

重点项目。 因项目红线范围内涉及林地，项目

业主向我局申请办理使用林地手续。根据贵州

省林业厅《关于做好贵阳市环城林带范围内建

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社会参与工作的通

知》（黔林资通〔2016〕594 号）、贵阳市生态

文明委员会《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使用贵阳市环

城林带林地社会公示和听证实施办法（暂行）

的通知》（筑生态文明委通〔2016〕367 号）文

件要求，现将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中南·林樾综合体项目总投资 300000 万

元， 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临空总部区，

用地面积 9.6816 公顷，涉及林地 2.7318 公顷。

主要建设内容为：居住、商业用房及配套设施。

二、使用林地情况及使用林地后的占一补

一措施：

项目红线范围内涉及贵阳市环城林带林

地 2.7318 公顷，地类为乔木林地、特殊灌木林

地，森林类别为地方公益林，林地保护等级为

Ⅲ级。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拟购买息烽县青

山苗族乡青山村防护林 203.8 亩 〔黔（2018）

息烽县不动产第 0001002 号〕作为贵州双龙航

空港经济区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占一补一” 储

备用地，项目业主将按相关规定有偿从上述地

块中划取 2.7318 公顷作为该项目使用林地

“占一补一”用地。

三、征求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意见的范围为社会公众及该项目利

害关系人；征求意见的主要事项为该项目使用

林地有关事宜。

四、公示起止时间：

2019年 3月 11日至 2019 年 3 月 15 日（5

个工作日）。

根据相关规定，我局拟对该项目使用林地

审核上报，相关单位和个人对该项目使用林地

及采伐林木事宜有异议或意见，请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下午 17:00 前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

件向我局书面反映，反映人需提供身份证复印

件及联系方式。我局将认真核实，及时处理。如

无异议， 我局将根据该公示内容予以上报，逾

期不受理。

联 系人：周超男；

传真号码：0851-85517813；

邮箱：122171055@qq.com

�������单位地址：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太升国

际 A3栋 14楼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生态建设管理局

2019年 3月 11日

初入方舟戏台 偶识京剧老戏骨

2 月 28 日晚，方舟戏台联袂贵州京剧

院，合力为市民推出了一场经典戏码———

《太真外传》。

“你这个花脸不应该这么画，这里可

以稍微上挑些” ，《太真外传》演员后台室

内，张新老师正仔细为即将登台表演的花

脸演员，指导脸部妆容。 随后，张新老师又

回到角落处，从身后的墙上拿下一个盔头，

自个儿在那掏掏钻钻。

“很多年轻演员总觉得头饰插进去后

不稳，便总会往插头饰的小孔里滴胶水，但

这样， 下一个使用者会很难将头饰取出

来” ，张老师说，他反正也没啥能帮忙的，

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也很开心。

经了解方才知道，一直唱花脸的张新

老师已于贵州京剧院退休 10余年，他说唱

曲这件事就是他的全部，自己也似乎不再

能离开京剧的舞台。

忆往昔 洞见京剧情

张新老师回忆到，他与贵阳这座城市

结缘于 1954年。 那年，年仅 7岁的他跟随

父亲从“重庆西南军区京剧队” 转战“贵

州军区京剧队” ， 京剧队的主要职责便是

为部队表演，有时还需同行于行军路途，可

能每天随时随地都在表演。

谈及贵州京剧院的由来，张新老师说，

到了 1955年，贵州军区京剧队成立了贵阳

京剧团，京剧团也由过去的部队转交市政

府管辖。

“实际上，贵阳京剧团成立之时，贵州

省内有一个民营京剧团，叫黔光京剧团，当

时的影响力已经很不错了” 。 张新老师说，

到了 1956年，贵阳京剧团便与黔光京剧团

合并创建了贵阳京剧团二团，前身即黔光

京剧团，而贵阳京剧团也在 1957 年，改称

贵阳京剧团一团。 直到 1958年，贵阳京剧

团一、二团才最终合并，成立了今天的贵州

京剧院。

在贵州京剧院成立之际，年仅 11岁的

张新毅然决定以团代校，从此投身贵州京

剧院，开启他的唱戏生涯。

张新老师感慨，或许因为父亲的缘故，

从入团至今，一刻他都不曾觉得乏味，此生

能得一所爱已甚是欣喜， 恰巧爱好与工作

还正正契合，难道还有比之更幸运的？

那时候是以团代校， 艺术类学子需随

团学戏， 吃穿住用也都由所跟剧团负责管

理。 张新老师回忆说，入学贵州京剧院后，

他们的吃、穿、宿、用都由剧院安排，比方牙

刷 /牙膏也都是统一发放。

以团代校虽是学戏为主， 但文化课依

旧不能落下。那时候，他们必学的文化课有

两科，一是历史，二是语文。 文化课的课时

较少， 一周两次， 每次课时长约一个半小

时。 至于戏曲基本功则是天天学、天天练，

手、眼、身段，唱、练、做、打都必须熟练掌

握。

历经一年的艰苦学习， 在 1959年，张

新老师便以伊立一角， 首次登台参与了戏

曲《黄金台》的表演。到了 1962年，他还参

与到贵州京剧院戏曲《二进宫》的表演，张

新老师自豪地介绍，“作为花脸扮角，《二

进宫》也算是一场大戏” ，那年他仅 15岁。

张新老师回忆说， 大约到了 1963 年，

他才以 16 级的评级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

桶金，41元 /月。 伴随着 16级到国家 1级

的进阶， 他的月薪也从 41 元 / 月增长到

8000余元 /月。

而如今， 已过古稀的张新老师也早于

2008年正式退休。 问到为何还出现在方舟

戏台的幕后，张新老师说，“1958-2008，这

是整整 50年的陪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陪

伴，京剧已在这 50 年的时光里，变成我生

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现在退休了，依

然无法适应没有戏曲的生活，所以来了。 ”

“你不能这么去跳，本身你扮演的角

就是一个高大威武的形象， 你该这么来”

……整个采访过程，因为这样的指点、建议

而被打断了四、五回，期间也断断续续有人

来请教。 张新老师说，“唱戏可马虎不得，

哪怕一个表情，丁点妆容，或者一个发饰，

都要认真推敲” 。 采访中，张新老师一口标

准的普通话， 但遇到和贵阳本地人说事儿

时，贵阳话也是相当地道相当溜。他说自己

虽不是本地人，但因为京剧，早已扎根于这

座城市。

文化是全民的精神食粮

谈及如何看待国粹———京剧的传承与

发扬，张新老师说，徽剧是京剧的前身。 清

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起，原在南方

演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

续进入北京， 他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

合作， 同时又接受了昆曲、 秦腔的部分剧

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

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

剧。 后因传入上海得名于《申报》。 位居西

南边陲的贵州，离北京比较远，在京剧的发

展及观赏需求上相对落后，也是理所应当。

如果给予更多的接触机会， 存在相对便捷

的平台去连通台上与台下的双方， 那么它

的魅力更加势不可挡。

张新老师说， 文化并不是不问世事地

存在，它是全民的精神食粮，缘于生活但又

高于生活，略高不是拉大断层的根本，断层

不过缘于不曾认知。交谈时，张新老师极力

肯定了方舟戏台的搭建，他说，假使没有这

样一个戏台，我们就将失去无数次相识、相

知、相爱于京剧的机会。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人物形象

的理解与勾勒往往能成就戏曲表演的经典

一瞬，没有掌声的表演虽然凄冷，但文化振

兴、文化自信之路本就不是一朝一夕之谈，

国粹的魅力需要我们不断去挖掘与发

现” ，张新如是说。

初识贵州京剧院老艺术家聊戏剧

张新：国粹文化 还可以挖掘

� “因受父亲耳濡目染的影响，11 岁时我毅

然选择投身戏曲事业。幸运的是，京剧从此也变

成了我的毕生所爱” ，张新如是说。

本报记者 周欢

为丰富文化元素， 提升

市民的文化参与感， 更好的

营造融洽的文化氛围， 方舟

戏台于 2016 年 9 月应运而

生。

据统计，截至目前，方舟

戏台联袂贵州京剧院已出演

戏曲千余场。 每月还会邀请

来自天津、北京、上海等地的

名家演出， 每年同样会特邀

知名地方戏曲团，同台开唱。

延伸阅读：

方舟舞台正在上演好戏

张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