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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堆散发着臭气，没有像样的练功房，但关於依然想让女孩子们跳下去———

田埂上的芭蕾
■本报记者 唐琪

“我来教你们的女儿学芭蕾。她们会
变得漂亮、 有气质， 长大了容易嫁！ ”
2013年3月， 第一次来到白洋淀北岸的
端村，面对一脸迷茫的20个小学女孩及
其家长， 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教师关
於这样说明来意。

家长们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哦，
那就教吧！ ”

此后两年多来， 这位芭蕾名师每周
都会与舞蹈学院的师生来到距北京4个
多小时车程的河北省安新县端村镇，送
舞下乡。

“我要教给这些农村女孩子最纯正
的芭蕾。 ”关於说。

“我要让大家看看，农村孩子怎
么就不能享受高雅艺术！ ”

两年前， 关於携从事舞蹈编导的爱
人来到端村教芭蕾， 原本只是一个艺术
基金会的邀请，“初衷是让农村小学生也
能接受艺术教育”。

但很快， 关於有了新的想法：“我还
希望能通过舞蹈传递文明， 艺术不能是
我们搞艺术的人孤芳自赏， 而是要把美
的感受传递给别人、 尤其是基层的人
民。 ”

转变部分源自朋友的一句略带不屑
的话：“去农村教芭蕾？ 异想天开！ ”

此话不无道理。芭蕾源于欧洲宫廷，
从诞生之日起就是贵族舞蹈， 对舞者的
身体条件、气质技巧要求极为严苛。

但这反倒刺激了关於。 关於是芭蕾
舞系的党支部书记兼副系主任， 他身材
修长、 精瘦，43岁的人看起来不过30出
头。 平时想请关於教跳舞，常常“有钱请
不到”。

这次，他来了劲：“我要让大家看看，
农村孩子怎么就不能享受高雅艺术！ ”

初到端村，眼前的一切立刻让关於
感受到和在城里教芭蕾的差距：镇上道
路两边的垃圾堆散发着臭气，校园里没
有像样的练功房， 最让人头疼的是，这
些10岁左右的女孩很多蓬头垢面、怯
于表达。

关於决定从最基本的教起。他告诉
女孩们，进练功房要脱鞋、码齐；头发不
能随意散着，必须用发包盘稳，以免甩
到舞伴眼睛里。老师们还花了两节课的
时间，手把手教家长给孩子梳发髻。 为
了不给他们带来经济负担，舞蹈需要的
饰品、道具，关於常常自掏腰包给孩子
们购买。

面对零基础的孩子，关於没有降低

标准，他用法语的芭蕾术语表达每一个
动作，坚持教授“纯正的芭蕾”。就这样，
关於开始了每周一次的“田埂芭蕾”之
旅。 每周日早上不到7点，他们就驱车
前往端村上4小时课，再返回北京。

有一次天下大雾， 眼前白茫茫一
片，车绕了5个多小时还没到端村。 司
机有点为难：“等咱到了都该走了，还去
吗？”关於说：“去！哪怕我到了以后扭头
就走，也要去，孩子们在等我。 ”

果然，到了学校，孩子们都在校门
口盼着，一看到老师，就扑了上来。

“她们为什么这么努力， 仅仅
是因为农村人能吃苦吗？仅仅是因
为她们热爱芭蕾舞吗？ ”

关於很快就感受到了这些农村孩
子的灵性。

孩子们勤奋、能吃苦。 第一年冬天，
教室还没有暖气，冻得人“骨头都疼”。老
师们尚且穿着羽绒服， 孩子们一进教室
就迅速脱下鞋和外套，只穿薄薄的纱裙。

老师们让回去练习， 她们就真练，
课间练、放假也练。 家长把她们在家一
边劈叉一边写作业的照片发给关於，关
於感动坏了。

不到一年，关於班上的32个学生，
“个个都能在足尖鞋上立起来”。

其实连关於自己一开始也不太明
白：“她们为什么这么努力，仅仅是因为
农村人能吃苦吗？仅仅是因为她们热爱
芭蕾舞吗？ ”

和中国的很多农村一样，这个白洋
淀围堤北岸的小村镇的很多人都外出

打工，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守。
今年母亲节，上完课后关於组织孩

子们给女老师们唱《世上只有妈妈好》。
一个小朋友边唱歌边流泪。老师问她为
什么哭，她说：“我见不到爸爸妈妈。”听
到这话，关於“心都碎了”。

“这些孩子太需要关爱了， 她们为
什么那么努力，是太害怕我们有一天会
离开。”关於说，一开始自己想的都是技
术范畴的事，怎么把舞蹈教好，渐渐地，
他试着带给孩子们更多的爱和各方面
的帮助。

边唱歌边哭的这个小女孩今年读
一年级，晚上有时会尿床，没人及时给
她换洗，身上就常有异味，“长期这样同
学们肯定会笑话她，或者疏远她”。关於
知道她父母常年不在身边的情况后，就
经常当众表扬她、拥抱她，“要让她觉得
自己是受关注和喜欢的人”。

有类似困扰的不只这一个孩子，于
是，关於请北京一所医院的护士长组织
医生护士到端村来，专门给留在村里的
父母、老人讲了一堂生理卫生课。

如今，盘着高发髻、身姿挺拔地走
在乡间小道上的小女孩们成了端村的
一道风景线。

很多家长告诉关於， 女儿变化很
大，不但爱美、懂礼貌了，而且“会笑
了”，有时候还会主动拥抱大人。很多父
母常年在外打工，要像关於这样每周都
来看孩子， 大部分人做不到。

关於自己评价， “我在这里1年
完成了平时3年的进度”。 如今， 这个
小小的农村芭蕾舞团已经开始在各地
演出了。

“如果我能通过舞蹈，让孩子们
美丽、自信、自制，不说别的，总比在
村里乱窜、看人打麻将好得多吧？ ”

回想起当时用“孩子将来容易嫁”
说服家长的情景， 关於依然忍俊不禁：

“这些家长从没接触过舞蹈， 孩子们连
音乐课都没上过几节， 没法谈文艺复
兴、艺术有力量，但我这样讲，他们就同
意了。 ”

舞蹈学院大二女生罗莎经常参与
这项教学，“具体去了多少次已经记不
清了”。她说，学院已经逐渐形成了这样
的传统，大一进校就有高年级的同学带
着自己参与这些活动，“刚开始有些同
学还不理解我们是去做什么，现在甚至
有其他系的同学参与进来， 有人教芭
蕾，有人做艺术教育课题调查，有人甚
至就是去帮帮忙”。

大家给这项教学起了个名字，叫
“田埂芭蕾”。学校得知“田埂芭蕾”后，也
非常支持。 2014年7月，第2家乡村艺术
教育基础工程试验校已经在北京市房山
区窦店镇交道中心小学启动， 又一批北
京舞蹈学院的师生志愿者投入其中。

“帮助农村解决温饱是一种方法，
但艺术界应该有自己的方式，”关於说，

“端村并不是特别贫穷， 但就像大多数
农村一样，精神生活很贫乏，如果我能
通过舞蹈，让孩子们美丽、自信、自制，
不说别的，总比在村里乱窜、看人打麻
将好得多吧？ ”

送舞下乡团队共同的感受是，农村
人不擅长表达， 但他们一旦认可你了，
就能把心掏给你。练功房的地胶清洁起
来很麻烦，必须把抹布拧到适当程度后
用手擦，但每次老师们到达时，家长们
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

孩子们跳芭蕾难免脚受伤，大家看
着都心疼， 家长却总说：“伤了就伤了，
老师们会把握好的！ ”

现在， 家长们已经成了标准的舞美
队，管理演出的服装、道具，每场演出中间
的“抢妆”，家长们处理得干净利索。

不久前，在端村学校建校一周年汇
报演出上，又一场表演开始了。

伴随着《四小天鹅》轻快的节奏，这
些农村的“小天鹅”们翩翩起舞。虽然观
众可以很轻易地看出表演难说完美，但
女孩子们优雅的体态、专注的神情依然
令他们发出啧啧赞叹：“真漂亮，这哪像
农村的丫头！ ”

舞台一侧，为了和“小天鹅”平视，
关於正手持摄影机，双膝跪地，一脸满
足地记录着她们的表演。

双膝或者单膝跪地，是关於在和孩
子们交流时，常常使用的姿势。 他希望
用这种目光上的平等，让农村孩子们感
受到尊重，感受到舞步里跳跃出的现代
文明的尺度。

杨义：钻在故纸堆里的“大侦探”

■白鹿鸣

近日，杨义先生的《论语还原》（上、
下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两本著作洋
洋洒洒百万余言，想到生于1946年的先
生已近古稀之年， 依然有这样旺盛的学
术精力，实在令我们这些后辈敬佩。

回忆这几年目睹的先生的治学经
历，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勤奋。先生来到
澳门大学的第一年，师母没有跟来，无拘
无束的先生做起学问愈发地废寝忘食，
时常是凌晨一点， 仍在办公室里笔耕不
辍。 幸好学校的小泉居食堂每晚都有用
花生与青菜煮出的鲜美麻辣烫， 于是食
堂麻辣烫就成了先生晚饭加夜宵的不二
选择。起先，食堂里的姑娘小伙还以为他
是内地来投亲靠友的退休老人， 后来才
知道先生是有名的大学者， 便经常跟先
生说说笑笑，渐渐熟识起来。后来我们打
趣说，想知道先生行踪动态，打听他是外
出讲学还是参加会议， 去食堂问他们就
对了，反正先生总要到他们那里报到。可
以说在《论语还原》的成书过程中，澳大
食堂的师傅们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
曾赞叹先生“研究学说的忘我精神值得赞
叹”。师母曾对我们讲过这样一件事：很多
年前，师母有事外出，留先生独自在家。结

果先生不知何故弄伤了脚，血流不止，然
而他治学正酣，所以也不觉得十分疼痛，
只是随手找了张纸， 按住创口， 把脚垫
高，便坐在书桌前继续钻研。 师母回来，
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地上、椅子上
血迹斑斑，先生依然专心致志地看书。

然而，如果你认为先生是传统意义
上那种不善言辞，只会不吭不哈埋头做
学问的老学究，那就大错特错了。 恰恰
相反，他是一位朝气蓬勃又非常健谈的
学者。

举几个比较有趣的例子。“郁郁黄
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先
生向来以“大文学观”的视野去审视中
国文学，在他众生平等、皆可成佛的眼
光里， 以往常被文学史忽略的蒙古族、
藏族史诗、刘三姐民歌等都被纳入研究
视域， 并被赋予重要学术价值与意义。
这种开放包容的学术气度给了我们广
阔的研究空间与畅所欲言的勇气，于是
我向先生提问：“郭德纲以《今古奇观》
为蓝本做了一系列单口相声，很多篇章
中，他颠覆经典，把《三言二拍》的故事
文本做了相当大的改动， 以迎合观众。
从情节到细节都与原作出入极大，老师
您怎么看？ ”先生说：“《三言二拍》中的
故事，也是说书艺人在口口相传中不断
发生变化的，成书过程同样也经过了文

人的美化加工， 如果现在再写《水浒
传》， 那潘金莲的形象肯定是踩着高跟
鞋、穿着超短裙、烫着波浪头啦！ ”又有
一次说起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大导演
把《山楂树之恋》《搜索》这类网络小说
拍成了电影，虽然他们放低姿态，投身
把网络文学改编电影的市场浪潮，但是
观众并不买单。先生对此评论说：“这个
是武松打猫，武松打得不趁手，施展不
开，猫儿也难受，又无可奈何。身份和功
力都不对等， 武松老老实实打虎就对
了，打什么猫啊。 ”

先生喜欢与人聊学术，他说在聊天
过程中，别人所提到的问题常常是他之
前没有想到的， 调动脑细胞作答的同
时，也能给他提供许多新思路。 或许正
是因此，先生的研究范围极广，文思通
古今。先生总结出治学五条路径———眼
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眼学”强调
阅读经典和原始文献，“耳学”是通过听
讲扩展视野、交流思想，“手学”要求勤
于动手找材料记笔记，“脚学”指利用田
野调查亲临文学文本发生的现场，“心
学”指用心体会研究对象内在的生命及
意义。五学并举，多维互参，实现材料的
博采与学科的综合，将学问推向新的境
界。 丰富的讲学经历，让先生在为别人
传道授业的同时，也丰富着他自己的人
生阅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
一的人生旅途中，生命经验也渐渐升华
为先生治学的重要砝码。

他的《论语还原》一大特色，就是对
《论语》进行了有生命深度的解读。 他横
跨诸子学经学和简帛学， 综合运用以史
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的方法。 先
生自己常做一个比喻， 解释自己的治学
思路。他说，优秀的侦探可以通过犯罪现

场所遗留的一个小小脚印， 去推断这个
人的身高、体重、性别、走路姿势，甚至是
年龄、 性格。 研究文学也像侦探破案一
样，典籍是人的脚印，存在着大量的生命
痕迹，需要逻辑推理，更需要大量的知识
储备，利用出土文物，利用民俗、传统习
惯，利用相关文献记载，利用自己的生命
经验与体会，将历史人物赋予鲜活生命，
多维度构建还原历史现场。

比如，孔子临终时曾急切等待子贡
到来，他对子贡说：“你为什么这么晚才
来？”又对子贡说：“我做了一个梦，我是
殷人。”这些话有什么文化密码？孔子说
他是殷人，那么弟子们就要按照殷礼守
孝，就要在坟墓前搭上许多草庐，六七
十个弟子在草庐中守孝， 还要击鼓鸣
磬、斋戒祭祀，持续三年， 这可是一大
笔开销。 只有孔门的首富子贡才能解
决这笔经费， 所以子贡是为孔子守孝

仪式的组织者。 我们过去解读众弟子
为孔子庐墓守孝， 都没有考虑经费问
题， 好像大家都不食人间烟火。

从上面的解释就可以知道， 先生
把古书读活了， 读出了人情物理， 读
出了心灵的颤动。 先生的学术热情、
知识储备与人生体验， 让他如同叼着
烟斗的夏洛克·福尔摩斯， 在历史的废
墟之上， 凭借遗存的蛛丝马迹破解两
千多年来都无人参透的公案。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靳洪刚曾评
论说：“杨义先生的新书是在深入文本的
基础上阐发新意，在梳理解读大量材料的
基础上探究文化的发生过程和原本意义，
他的作品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诸子
书’。 ”先生将《论语》作为生命痕迹还原，
写出了《论语还原》这一巨著，我则回溯着
自己的记忆， 发掘先生治学背后的故事，
且用这篇小文，庆祝先生新书出版吧。

盘点

编者按 杨义，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文学所研究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其多种著述前后获得
过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奖项，
《中国现代小说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 等著作曾在相关领域产
生重大影响。 近日，杨义最新著作《论语还原》出版，其博士生白鹿鸣应
邀为本报撰文，以助读者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位著名学者。

端端村村学学芭芭蕾蕾的的女女孩孩子子们们。。 高高天天 摄摄

荨▲关於有时候会把孩子们带
出教室， 让她们在自然环境中感受
艺术的美感。 高天 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文学所研究员杨义

荒诞的回马枪

也不知该说清华北大把他耍了，
还是他把清华北大耍了。 17岁的高志
华， 今年早些时候参加了这两所大学
的自主招生， 两次都没有通过笔试。
结果， 被拒绝的学霸一任性， 考了个
四川省高考理科状元。 这下子， 两所
名校齐刷刷地回过头来， 主动上门争
取， 想把状元招入门下。

当地媒体用“逆袭” 形容高志华
的遭遇， 听起来就好像一个小伙子上
门提亲， 连两家姑娘的面都没见着，
不料一朝爆富， 丈母娘们踮着小脚飞
奔而至： “好女婿， 快到碗里来！”

对他个人来说， 这是一出以喜剧
收场的反转剧。 但反观两所名校的态
度大转弯， 究竟反映了其选才标准的
多样性， 还是招生掐尖的功利性？

连日来， 清华北大在各地抢生源
的大战持续发酵， 招生组可没工夫跟
你讨论功不功利的问题， 完成指标、
不给学校丢面子才是要紧事。 大家都
憋着一口气： 不能输给隔壁！

足球爱好者白岩松用“国家德
比” 来形容北大清华的掐尖大战。“德
比”是球赛术语，意即同一地区两支实
力顶尖且有相当历史渊源的球队之间
的比赛， 代表了一个区域内的最高竞
技水平， 其激烈程度和精彩程度可想
而知。

只是，“国家德比”，怎么说也该是场
高水平的酣战， 结果却上演了这样一出
家长里短的狗血剧： 利诱家长， 背后互
黑，专车“接驾”，当面抢人……托新媒体
的福，往年只是暗战，今年的战场被两校
的四川招生组扩大到微博上， 让全民围
观。 网友们对这两所名校此番表现的失
望，溢于言表。

说真的，围观这种水平的撕脸大战，
还不如出门跳个广场舞有益身心健康。

2015年
四川省高考
理科状元高
志华。
（资料图片）

不想学推拿的盲人考生

因为有高分这个“硬通货”， 状
元高志华由忧转喜， 但下面这位考
生， 手握不错的分数却被现实泼了一
盆冷水。

浙江省首个盲人高考生郑荣权，
视力只有0.05，几乎看不见东西。 今年
高考， 他考出了文科570分的好成绩，
尤其是数学考了146分，差4分满分。

郑荣权的班主任老师激动难抑：
“能有这个成绩， 真挺难的。 特别是
数学， 我们普通人画个图就能看明
白， 但盲人完全要凭想象。 这个孩子
思维很清晰。”

惊喜之后， 随之而来的是失望。
郑荣权搜集了大量的院校和专业资
料， 希望报考特殊教育专业。 但他咨
询了多家院校， 得到的均是“不太可
能招收盲人学生” 的答复。

长春大学有特教专业，但是，校方
说：“我们特殊教育专业培养的是盲校
老师。你是盲人，会影响学习和将来的
教学。如果要入学，盲人还是得走单考
单招的路子，学的只能是推拿专业。 ”

可他不想学推拿。 难道“盲人”就
应该和“按摩”“推拿”搭配在一起么？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一位老师
分析， 小郑想到普通院校读正常的专
业， “实在太难”。 首先学校要安排
一对一的辅助老师， 国内目前还没
有。 第二， 盲人的教材都需专业翻
译。 此外， 为了方便盲人生活， 校内
需设置无障碍设施， 盲道先不说， 光
是吃饭、 上下台阶都是问题。

为残疾人提供平等的考试、 学
习、 就业条件， 是社会进步的应有之
义， 这包括法律法规的制定、 高校建
筑的改进、 辅助教学设施的开发和添
置、 对招工单位的政策引导等等， 环
环相扣， 缺一不可。

希望政府官员、 高校管理者， 能
够站在残疾人的角度考虑， 甚至亲自
坐着轮椅、 蒙起双眼体验一下残疾人
出入公共场所的不便。 生活细节对他
们的刁难， 正常人只有身临其境才能
体会。 也只有把这些细节磨去“棱
角”， 才能真正体现社会覆盖每一个
角落的人文关怀。

（本报记者 唐琪 点评）

郑荣权
高考数学成
绩将近满分，
却无法选择
心仪专业。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