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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戏曲因为博大精深，所
以很难被大众理解和接受。但是做
成动漫，一下子拉近了距离，让我们
能看明白故事情节，小孩子也能看
懂讲的是什么。”在日前举办的2016
年湖南省小学幼儿园音乐教师传统
戏曲素养培训班上，湖南岳阳市经
开区北港小学音乐教师柳瑛说。

在为期9天的培训中，柳瑛与
来自湖南省各地的300多名小学、
幼儿园音乐教师一起，在雨花非遗
馆近距离聆听了戏曲大师们的专业
讲授。黄梅戏的质朴细致、花鼓戏
的泥土芬芳、昆曲的唯美典雅、越剧
的华美抒情、京剧的醇厚韵味以及
豫剧的铿锵大气让老师们沉醉其
中。“以前看电视，每到戏曲频道总
是最快速度切换，因为听不懂，觉得
没意思。9天的学习让我深深迷上
了戏曲，加上动画片这种孩子们天
生喜欢的形式，我想，让学生喜欢上
戏曲应该不是问题。” 柳瑛说。

“参加培训的老师们都十分珍
惜这个机会，很多老师对我说应该
多组织这样的培训，让更多的老师
接触优秀的传统文化。”培训活动的
组织单位、九天星文化公司负责人
李建凤说。此次培训是由文化部、
湖南省文化厅、湖南省教育厅联合
主办的，邀请了中国戏曲学院、中国
艺术研究院、国家京剧院、中国教育
科学研究院等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
进行现场讲学。这次培训收到了意
想不到的效果，让李建凤欣喜不
已。也为她们下一步在北京、河南、
河北等13个省份开展戏曲动漫师
资培训做好了铺垫。十年来，李建
凤和她的团队始终不渝地行走在戏
曲文化传承与普及的路上，探索了
一条集“戏曲动漫创作、戏曲动漫文
化体验大课堂、戏曲动漫教辅教材
编撰、戏曲动漫教学师资培训”为一
体的新路径。

当传统戏曲遇到现代动漫

“戏曲动漫文化体验大课堂”是
李建凤团队在校园中传承戏曲文化
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种创新的
推广模式。通过组织学生观看戏曲
动画作品，学习戏曲知识，模仿戏曲

表演和演唱等，激发学生对传统戏
曲艺术的兴趣，加深学生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热爱。

今年暑期，在2016湖湘动漫
月现场，记者亲身感受了这种体验
大课堂的火爆场面：大屏幕正在播
放的湖南传统花鼓戏动画片《刘海
砍樵》吸引了不少小朋友，之后的

“真人秀”更是让孩子们过足了“戏
瘾”，他们模仿着演员的舞台动作，
在戏曲老师的指导下练习“矮子功”

“走圆场”等戏曲基本功，真正做了
一回“角儿”。这样的场面对李建凤
来说并不新鲜，但还是被孩子们的
快乐所感染，“也许这些孩子中会有
人因为喜欢戏曲动漫形象而喜欢上
戏曲。”李建凤开心地说。

“自2015年至今，我们已在湖
南省及重庆市的12个地市300多所
学校，完成了300多场‘戏曲动漫文
化体验大课堂’演出。”李建凤介绍
说。当生、旦、净、丑变身动漫造型，
唱、念、做、打成为动漫场景，戏曲中
的人物塑造、表演形式、音乐舞蹈被
巧妙地运用到动画中，传统戏曲与
孩子近了。

十年探索戏曲文化传播之路

花鼓戏演员出身的李建凤跟戏
曲打了半辈子交道，言谈举止中透
着对戏曲的痴迷。早在2006年，身
为湖南省政协委员的李建凤就在省
政协会上提交提案，提出将戏曲与
动画结合起来创造新的文化产品。

当下，传统戏曲日渐式微已成
为不争的事实。数据显示，中国传
统戏曲已从1959年的368种减少至
2013年的286种，正以每年超过一
种的速度在消亡。为此，国家出台了
许多举措拯救传统戏曲，李建凤也
试图通过“戏曲进校园”来培养未来
的戏曲观众，但这条路走得并不顺
畅。十年前，她带着晋剧折子戏《凤
台关》走进长沙楚怡小学、北京

“行知”学校等进行调研，他们首
先播放晋剧折子戏《凤台关》的视
频给孩子们看，孩子们完全没有兴
趣，在教室里又吵又闹。“接着我
们又播放了一段2分多钟的戏曲动
画《凤台关》，没想到教室立即变

得鸦雀无声。”这种强烈的对比，
给李建凤留下深刻印象，也找到了
拉近戏曲与孩子距离的突破口。

中国有300多个剧种，然而，
大多数面临剧本荒、老一辈艺人远
去、一些剧种列入了“非遗”却没
有演出等尴尬境地。尤其是花鼓戏
的老一辈演员相继离去让酷爱花鼓
戏的李建凤心痛不已。2006年，九
天星（湖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
式组建，李建凤带领她的团队开始
了戏曲动漫的研发创作。从晋剧
《凤台关》、花鼓戏《补锅》《打铜
锣》，再到京剧《三岔口》《徐策跑
城》，“十年来，我们已完成涵盖全
国五大剧种和地方剧种的100多个
剧种、300多个剧目、总时长达到
20600多分钟的中国戏曲经典原创
动画，并计划 2017年年底在全国
实现地方戏曲剧种动画的全原创、
全数字。”李建凤说。

由于自己的戏曲演员出身，李
建凤在参与制作的戏曲动画片中最
大限度地保留了戏曲的特征，如脸
谱、造型、唱腔、音乐等元素在动
画片中都得到了呈现。也因此，她们
创作的戏曲动画晋剧《凤台关》、花
鼓戏《补锅》等相继进入2008年、
2014年、2015年“文化部原创动
漫扶持计划”名单，李建凤所在的九

天星公司也获得了文化部和中国艺
术研究院在政策、资金和学术上的支
持。2007年，中国戏曲经典动漫原
创动画工程启动，李建凤和她的创作
团队便承担起了抢救濒危戏曲文化
和制作原创动漫的双重任务。

将戏曲的种子扎根校园

“身上穿的是什么花，身上穿的
是满园花。头上戴的是什么花，头
上戴的是茉莉花⋯⋯”在湖南省长
沙市明德麓谷小学的戏曲课堂上，
音乐教师黎薇正在给三年级的学生
上戏曲课。看完动画短片《盘花》之
后，学生跟黎老师学唱怀化阳戏《盘
花》。同时，男、女生分别扮演剧中
的“花童哥”和“柳二姐”，机智的对
唱、诙谐的矮子步、柔美的兰花指都
让孩子们兴趣盎然。

黎薇是参加九天星戏曲进课堂
计划的首批一线教师。为了上好戏
曲选修课，她特意跑到怀化市阳剧
团待了3天，跟老艺术家们学艺、收
集相关素材。“听说我是音乐教师，
回去后要把学到的东西教给孩子，
阳剧团的老师们对我非常热情，70
岁的老团长带着我在台上练习。”黎
薇说。学声乐出身的她很快掌握了
基本的演唱要领，临走时，老团长叮
嘱黎薇一定要让更多的孩子们了解

阳戏。“原本只是为了备课，没想到
我对这项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
生了深厚的感情，感觉自己也有了
一份传承的责任。”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走近戏曲，
进而热爱戏曲，李建凤的团队除了
开展以体验为主的“大课堂”，还开
设了系统学习的“小课堂”，通过看
动画片、讲戏曲故事、学习戏曲知
识等向孩子们系统传授优秀的戏曲
文化。要实现戏曲进课堂，教师是
关键，需要有一支像黎薇这样热爱
戏曲、了解戏曲知识的教师队伍。

“在文化部、湖南省教育厅、湖南
省文化厅的支持下，我们开展了国
内首次、高规格、大规模的‘音乐
教师传统戏曲素养’教学培训，培
训覆盖了湖南省137个县、市（区）
的300所小学、幼儿园。”李建凤
介绍，从2012年开始，她还带领
团队着手编写配套教材。邀请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南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国家京剧院的音乐教研员
及相关剧种的戏曲艺术家进行指
导，目前已编撰出版《中小学美育
课程教材·戏曲》（1—6年级）教
材、教师用书、音像资料及教学课
件等，涵盖昆曲、京剧、越剧、豫
剧、黄梅戏五大剧种，还将一些小
型的地方特色剧种编入其中。

古老的戏曲怎样遇见现代的孩子
本报记者 梁杰

⦾聚焦

十三岁那年，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市里的演
讲比赛，还记得当时我演讲的题目是《十三岁的
遐想》。

那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我必须承
认，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通过书籍和艺术来体
验人生的。经过了各种文艺作品的渲染，“十三
岁”变得神秘而又忧伤，让我在还未经历时，便
有了各种各样的“遐想”，那些从《少年文艺》《儿
童文学》里感受到的朦胧的青春、渴望、叛逆与
迷惘，仿佛也提前到来了。

作为颇富文艺青年潜质的女孩，十三岁，让
我有了隐隐的激动、莫名的感伤、还有一些不安
和焦虑，这似乎是一道门槛，跨过去，意味着脱
胎换骨，长大成人。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
花⋯⋯但十三岁，不仅仅属于歌与诗，对于一个
叫秀雅的韩国女孩来说，十三岁，还意味着生命
中的隐痛与秘密。在电影《十三岁秀雅》（韩国，
2007）中，一个小女孩懵懂的渴望、纤细的内心
以及深埋在记忆里的痛楚，皆通过日常的生活
之流缓缓地呈现了出来。

“一，二，三，四⋯⋯”总是默念着数字走路
的女孩秀雅，和当年十三岁的我一样，也有着许
多的“遐想”。只是忙于生计、艰难经营小餐馆
的单亲妈妈无暇关注秀雅的心思，而妈妈那琐
琐碎碎的唠叨，也让秀雅越来越不愿意敞开自
己的小小心门，真真是：万千心事，说与谁听？

好在秀雅有一个隐秘的寄托：歌手尹雪英
和她凄美动人的歌声——就像十三岁时的我迷
恋琼瑶、三毛，十三岁的外甥女喜欢“飞轮海”，
而如今同学家十三岁的女儿对“抖森”“霉霉”的
恋情如数家珍⋯⋯但在秀雅那里，尹雪英已经
不仅仅是一个偶像，秀雅认定，她就是自己的亲
生母亲。

看到这里，相信我们在哑然失笑的同时，也
都会在心底漫溯起那段恣意张扬又茫然无绪的
时光，没有哪个十三岁的少男少女，不会在一次
次与父母激烈抵牾之后独自痛苦地追问：我真
的是他们亲生的吗？

在这场以青春之名发动的战役中，成人世
界宿命般地成了叛逆者们的敌手。不久前热播
的电视剧《小别离》中，父母对孩子学业成绩的
担忧、对少男少女早恋的恐慌，让亲子关系疑虑
重重，让成长的岁月里充满了挣扎与隐痛。“上
不了重点高中，就上不了重点大学；上不了重点
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你这一
辈子就完了！”——从朵朵妈那一番逻辑极其简
单的滑坡下坠理论中，不难感受到成人世界强
大的控制欲和他们自身的恐慌与失重，这些也
曾青春也曾年少过的成年人，已经忘记了那些
眼泪欢笑交织的青涩岁月，或者说，他们已经无
力回眸与审视自己的生活，在“别人们”的价值
观的捆绑下，通过规范和设计下一代的人生，他
们似乎才能确证自身的存在与价值。

但秀雅的幻想其实还联结着另一重隐痛，
那就是她早逝的父亲。

曾以抒情短片备受瞩目的本片导演金熙
正，有着多年的海外生活经历，身在异域的他时
常想起已故的父亲，突然有一天他想：“对于成
年人的我来说一时也很难接受亲人的离去，那
么如果是小孩子的话会怎样呢？尤其是最彷徨
复杂的十三岁时，如果还是个少女的话会怎样
克服这样的别离呢？”

在为生计所困身心疲惫的母亲和那个已经
逝去而又极具浪漫气质的父亲之间，秀雅内心
的天平很难不倾斜，她一遍遍捧读父亲的日记，
在文字与追忆中为自己完满着一个理想父亲的
形象，对一个十三岁女孩来说，这一场别离，来
得有些残酷，她本能地要拒绝要逃避。

《十三岁秀雅》正是在平淡的生活流中触摸
到青春期的“涉世之痛”。伊萨克·赛奎拉（Is-
sac Sequeira）在《现代美国小说中的涉世主
题》中曾这样写道：“涉世是一种存在的危机或
者生命中一系列的遭遇，差不多经常是令人痛
苦的，伴随着处于青春期的主人公获取关于他
自身、关于罪恶的本性或者关于世界的有价值
的知识的经历。那种知识伴随着一种丧失天真
感和疏离感，而且如果那知识从根本上具有某
些永久效应，那么这将必然导致性格和行为的
变化；因为如果知识不能改变个人的思想和行
为的话，就不会有学习——一种知识的获得本
身了。差不多每一次变化都导向与成人世界的
适应性整合。”

但人生注定要经历一次次别离，才有新的
启程、新的领悟。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
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就像
《小别离》中的一家人在一番山重水复之后，最
终又聆听到内心真实的声音，体会到相濡以沫
的温暖，经历了青春风雨和阵痛的秀雅也终于
重新发现亲情的可贵和身边的美好，在母亲曼
妙的歌声中，她的梦想巴士再次发动，春日的田
野林间，秀雅仿佛又看到了父亲⋯⋯

再见，爸爸。这一次，目送着父亲的身影渐
行渐远，秀雅悄声道别。

别离难免让人伤怀，但别离，也意味着长大
成人。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文
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目前主要从事语言教
育、艺术教育研究。）

十三岁的别离
杜霞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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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先农坛的古松，
育才就是我永远的根系。如果
我是一条小河，育才就是我不竭
的源泉⋯⋯同学啊，你是我春
夏秋冬的牵挂⋯⋯育才啊，你
是我一生一世，永远的怀念。”

为了迎接北京育才小学
1956届、1959届毕业生回到母
校，纪念毕业60周年，年逾八旬
的数学教师姚绍光特意写词、
谱曲，并清唱了一首歌。

育才学校 1937 年创办于
延安，第一任校长是教育家徐
特立。毛主席在延安时期为育
才学校题词：“好好学习，好好
玩耍”。从延安迁到北京后，育
才学校坐落于明清两代皇家园
林先农坛内。北京育才学校最
初的学生便是一群在马背摇篮
里经过两千里行军到达北京的
共和国红色后代。他们已年逾
古稀，回到母校，想到的、说到
的，多是当年的成长和母校在
心中烙下的痕迹。而这些，都
凝结成文字，写进了一本题为
《成长与感动》的书里。

当年那些胸怀大爱、多才
多艺的教师，为育才小学的学
生们奠定了一生的基础。

说起自己的小学老师，
1956届毕业生常会提到柳志卿
这个名字。柳志卿多才多艺，
教语文课和唱游课。她的字是
专门练过的，写出来和书上的
铅字一样。她的教学方法也很
独特，“她读课文时，喜欢拉长
音，像唱歌似的，她唱一句，我
们大家高声重复一句⋯⋯说来
奇怪，不经意间，我们就学会了
课文，合上课本也能背诵如流
了。”育才学校校友会副理事

长、《成长与感动》主编刘歌说。
唱游课相当于音乐课和体

育课。一人一把小椅子，围成
一圈上课，柳志卿带着孩子们
边唱边做游戏，那种快乐，郑小
提等人到现在还能回味起来。

育才学校的教师不仅课上
得好，还特别关心学生，像父母
一样。

刘歌的同学张小军是烈士
子弟，从小性格古怪。柳志卿
对他像亲儿子一样。刘志丹的
亲侄子刘延娃得过脑膜炎，因
医治不及时落下了病根，口齿
不清且记忆力不好，但手指异
常灵活，一团泥巴三捏两捏便
出来一个惟妙惟肖的人头像。
柳志卿教育学生们要有同情
心，不可以嘲笑别人的缺陷。

育才学校有些学生是烈士
子弟，连父母的名字都不知道，
毕业填表时家长一栏是空着
的。时任副校长张印斗便毅然
写下自己的名字，承担做家长
的责任。

“姚绍光老师教数学，也教
我们打篮、集邮票。他告诉我
们，从小就要热爱生活、热爱大
自然。”刘歌说。在他的记忆
里，育才学校的不少教师多才
多艺，给学生们的童年留下了
美好回忆。

魏廷陛曾教一年级算术，
而学校里体育老师人手少，便
改行做体育教师。魏廷陛见没
有适合小学生的体操，就利用
体育课，自创体操，让学生锻
炼，并不断改进。“他还走出国
门，为朝鲜编排了大型团体
操。”刘歌说。

不少育才学校的教师，像

魏廷陛一样，不仅想着本学校
的教育，还情系天下。

当时的音乐教师李清贤感
到适合儿童唱的歌太少，在他
的倡议下，一批优秀的儿歌诞
生了。不少人是唱着《我们多
么幸福》《小白船》等儿歌长大
的，《我们多么幸福》的作者便
是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郑律
成。《成长与感动》里，记载着这
些儿歌的诞生机缘：当时的很
多音乐家和育才学校有关系，
比如，冼星海的爱人在育才任
教，郑律成的女儿以及贺绿汀
的儿女等都在育才学习。

就这样，这些“家长”们创
作出了这些脍炙人口、温暖了
无数人的童年的儿歌。马可和
袁水拍写了《六一国际儿童节
歌》，管桦和张文刚写了《我们
的田野》《植树歌》，管桦和李群
写了《快乐的节日》《听妈妈讲
那过去的故事》。

郑小提至今记得自己和好
朋友陈乃云四手联弹钢琴曲《猎
人之歌》获得第一名的经历。

音乐教师李清贤，很善于
因材施教。郑小提受到父亲郑
律成的熏陶，从小就喜欢音乐，
李清贤就给她“开小灶”，着重
培养她弹钢琴。李延嗓子好，
李清贤就教她唱歌。在李清贤
的指导下，几位同学考上了中
央音乐学院附中。

育才小学的教师们，时刻
不忘创造机会，让孩子改变自
己，创造奇迹。

苏夏荣跟随延安第二保育
院从延安撤离时，正值腊月，坐
在小毛驴背上的筐筐里，把腿
冻伤了，患了关节炎，无法上体

育课。有一年，学校开运动会，
她问老师：“自己连体育课都不
能上，能参加运动会吗？”班主
任周纪云说，能！给她报了200
米、跳高、掷铅球三个项目。周
纪云动员班上的同学帮她，同
宿舍的张俊芝每天早晨带她一
起锻炼。比赛时，她在跳高比
赛中得了第二。从此，苏夏荣
迷上体育，考入西北大学后，成
为学校女篮的主力。

玩儿，也能玩出一番天地
来。

张郎郎的父亲是版画家张
仃，自小喜欢画画。当时，班上
的学习委员准备了两个本子，
让同学们在课余时间“搞创
作”，一本写诗，一本画画。“我
是积极分子，常在本子上画画，
很快就把一本画完了。后来学
习委员就不让我画了，‘你一个
人都画了，别人就没法画了’，
所以我就改写诗了。”张郎郎笑
着说。在语文教师白继先指导
下，张郎郎开始“搞创作”了。

育才小学课余时间的弹球
游戏“弹”出了一个美术家、书
法家于曙光。“于曙光喜欢弹
球，技艺高超，从大同学那里赢
了不少玻璃球。有一次，对手
没有玻璃球输给他，只好给他
一个真正的玉石球⋯⋯于曙光
由此得了个绰号‘玉石球’。从
此他特别喜欢捡石头，并尝试
在石头上刻字。久而久之，成
了无师自通的雕刻家。”刘歌回
忆道。

这是曾经在育才小学学习
过的人们的历史记忆，这些记
忆勾勒出一所学校富有文化气
质的背影。

一所学校的文化记忆
本报记者 杨桂青

10月28日是著名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出版
家叶圣陶先生122周年诞辰日，这一天，第三届
叶圣陶教师文学奖在叶圣陶先生第二故乡——
苏州吴中区甪直镇举行了颁奖典礼。北京大学中
文系教授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蜻蜓眼》、陕西师范
大学文学院红柯的长篇小说《少女萨吾尔登》、江
苏南京外国语学校余一鸣的中篇小说集《愤怒的
小鸟》等作品获奖。

第三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评委会由著名文
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会会长白烨担任主任。本届评奖征集活动收到
全国各地大中小学及出版社推荐的参评作品
219件，经初评，入围图书著作55部，其中诗歌
类9部、散文类26部、小说20部；入围单篇作品
45件，其中小说13件，散文21件，诗歌11件。

白烨在颁奖典礼致辞中说，“叶圣陶教师文
学奖”在叶圣陶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颁奖，有着特
别的意义。叶圣陶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重要
奠基者，也是教师文学的开拓者，而他正是在这
个地方开始了辉煌的文学与教育人生。我们在
这里相聚，就是以“不忘初心”的情怀，以“回到初
始”的姿态，对叶圣陶先生的教育奉献表达我们
的致敬，对他的文学精神表示我们的继承之志。

叶圣陶的孙女叶小沫也来到颁奖现场，对
于已经举办两届的“教师文学奖”冠名为“叶圣
陶教师文学奖”表达了她内心的期待。她说，爷
爷自己就做过教师，写作和教育伴随并成就了
他的一生。无论在哪个年代，教育都是关系到
国家兴衰的大事，希望更多的教师写出反映这
个时代的好作品。评委会秘书长王世龙希望教
育部门和学校正确认识教师文学的价值，引导
鼓励教师们在教学中“下水”创作，提高他们的
专业水平和文化品位。

叶圣陶教师文学奖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主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中
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江苏省
苏州市甪直镇人民政府联合承办，旨在弘扬叶
圣陶文学精神与语文教育思想，倡导教师开展
文学创作，繁荣校园文艺，促进教师文学修养的
提高，展现当今教师的文采情怀，推举出富有文
学修养和文化品位的作家型教师。

鼓励教师“下水”创作
——第三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颁奖

本报记者 张树伟

⦾拾遗

孩子们跟
着 老 师 学 习

“矮子功”。
天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