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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每个孩子都需要阅读
经典，经典作品中有很多美丽的
文字、精彩的故事和文学构置，
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精神营养，
而我们做的就是以给孩子讲故事
的方式，选择适宜的角度和内容
进行改编。

我在改编中始终坚持保留莎
剧文风。不论是莎士比亚的原
著，还是朱生豪的译本，都是古
色古香的，原作中的大量语言是
书面语，呈现出台词非同寻常的
美，特别适合朗诵。为了让孩子
更好地理解，我们将其中晦涩难
懂的地方都进行了修改，例如一
些出自古典名著较为深奥的比
喻、一些过去时代的用语等等。

《李尔王》本身有很多个层
次的解读，我们把李尔和他三个
女儿亲情的故事剥离出来，宣扬
孝义、诚实、善良，引发对于亲
情关系的思考。

就整个剧而言，我们加入了
歌、舞的形式，其中还有偶的运
用，包括一个演员分饰不同的角
色，这些都会让这版《李尔王》
增色不少。剧里舞蹈的形式比较
多，有芭蕾舞、现代舞，还会有
一些西班牙舞。舞蹈上我们会用
一些富有意象的东西，这些意象
在戏剧上称为“假定性”。就我
的经历来看，孩子的游戏就是

“假定性”。对一些我们看来很深
奥的表现“假定性”的手段，孩

子们会理解得比成人更深刻，这
在我过去的戏剧实践中曾反复被
证明。

我们选择七位男演员演出这
台剧的所有角色，并不是为了制
造噱头，而是对于这个戏的体量
和最终呈现而言，男演员比较适
合。由于在改编时要缩短故事，
因此我们加入了很多歌舞，用以
解释剧情，长话短说。而大量的
舞蹈，加之一个演员需要出演多
个角色，对动作难度和动作完成
的力度等方面的要求，男演员会
更合适一些。从另一个角度说，
角色上的挑战也会让演出更有意
思。

我们这个戏是站在大文豪的

肩膀上向祖国的未来招手。作为
祖国的未来的孩子们能够从小爱
好文学，对于他们的成长是很有
益的。一个人学会使用文字和欣
赏文字是很重要的能力。孩子三
年级就会有命题作文，一个孩子
想写好作文，就要有一定的阅读
量、故事量。文豪的作品从各个
角度看都堪称一流，我们的创作
也是完全遵循了戏剧的创作原
则，这样在文学和审美两方面都
相当于给孩子一个范例。本着给
孩子一版立体的、让他们喜欢的
《李尔王》的初心，我们将这部作
品搬上了儿童剧的舞台。

（作者系中国儿艺新编儿童
剧《李尔王》编剧、导演）

为什么把一部悲剧搬上儿童剧舞台
张颜

⦾戏剧时间

古老的河南道口古镇大集街
上，人来人往，商店林立，热闹非
凡。在大集街49号院，院墙上挂着

“秦三杰工作室”的牌匾，顺着巷子
走进小院，秦三杰正坐在藤椅上吃
早饭。眼前这位老人出生于1921
年，如今已有96岁高龄。

熟知秦三杰的人都知道，这位
长寿老人还有个特殊的称谓：河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秦氏绢艺”第
11代传承人。虽从事“绢艺”工作
多年，屡获殊荣，但他仍不满足，

“我要让‘秦氏绢艺’发扬光大，不
仅成为艺术品，甚至要走进寻常百
姓家。”

作为“秦氏绢艺”第11代传承
人，秦三杰与绢艺的“相识”还要追
溯到90年前。

秦三杰说，根据《秦氏族谱》记
载，“秦氏绢艺”已有近 400 年历
史。起初老祖宗出于生计，用绢布
制作工艺品，后来练就绝活，为了
养家糊口，这门技艺代代相传，传
到秦三杰，已经是第11代。

“我小时候经常揣摩着画一些
小动物，而且画得颇有几分相似。”
6岁时，按照祖训，秦三杰开始跟随
父亲学习绢艺。他从小表现出的
过人天赋被父亲看在眼里，记在心
里。最终，秦三杰的父亲将他定为

“秦氏绢艺”的接班人。
为了培养秦三杰，父母让9岁

的秦三杰跟随民间艺人韩学州、
陈锦堂学习绘画、雕塑，这为秦
三杰以后的绢艺之路打下了扎实
的基础。

学习绢艺，秦三杰几乎到了痴
迷的状态。他经常在上衣口袋里
装着剪刀、绢和布料，只要一有空
闲，就开始做起来。短短半年时

间，他就掌握了绢艺的基本技法。
“从洗绢、连压、上胶到绢刻、串连、
成装⋯⋯样样我都能上手。”他说。

“别看小小的蝈蝈，身上的结
构复杂着哩！”秦三杰说，他常常独
自一人跑到荒郊野外，仔细地观察
蹦来跳去的蝈蝈，模仿它的动作和
身姿，有时观察蝈蝈甚至都忘了回
家吃饭。

为了细致地了解蝈蝈的习性、
掌握蝈蝈的身体结构要领，秦三杰
在家里养起了蝈蝈。他一有空就
趴在蝈蝈笼子前细心观察，仔细记
忆蝈蝈的一举一动。时间一长，蝈
蝈的任何反应，秦三杰都熟记在
心，甚至蝈蝈吃食、休息、打斗的姿
态，秦三杰也能够付诸于绢艺之
上。

与蝈蝈打上交道的秦三杰没
有想到，正是这个小昆虫，日后
成为他享誉世界的“秦氏绢艺”
看家宝。

秦三杰的工作室里，除了获奖

证书和专利外，令人瞩目的还属他
的拿手绝活、静静地躺在展柜里的
《蝈蝈白菜》。秦三杰说，一只蝈蝈
通常由六种绢料制成，须、头部、身
体、翅膀、腿、鳞片用材各不相同。

“要制成一只完整的蝈蝈需要经过
100多道工序，耗时20天。”

在展柜中，一棵精美的绢制白
菜上面，趴着两只绢制蝈蝈，乍看
上去跟真的一样。白菜青翠欲滴，
蝈蝈眼睛炯炯有神，翅薄而透，后
腿似强有力地蹬着地面，就连腿刺
也清晰可见。用手轻轻一碰蝈蝈
的两根胡须，倒抚还可以感觉到上
面根根略涩的绒毛。

时间回到1956年，秦三杰参
军入伍，虽然离开农村，他依然钟
情着自己的绢蝈蝈，一有时间就积
累素材，动手制作。四年后，秦三
杰从部队转业，来到上海树脂厂工
作。他还用四年的时间学习绘画，
并虚心求教于国画大师张大壮、瓷
盘画家吴维鸿、雕塑家林鸿喜、佘

刚旭、郑才守等人。
为了了解更多的蝈蝈品种，他

又远赴云南考察，在西双版纳观察
了多种不同颜色、种类的蝈蝈，为
以后制作《蝈蝈白菜》做了铺垫。
在艺术家们的耐心指导和自己的
努力下，秦三杰的绢艺制作技术更
加精湛。

“绢制过程非常繁琐，制作时
还要闭着气，特别考验耐性。”说起
为何对蝈蝈情有独钟，秦三杰说，
蝈蝈象征着吉祥如意，唐伯虎就曾
画过“白菜蝈蝈”。“所以我下决心
做好蝈蝈，让这门艺术给更多的人
带来好运气。”

制作《蝈蝈白菜》时，秦三杰必
须戴着老花镜进行制作。为了制
作蝈蝈的一根须，通常要忙活40道
工序。光一根腿上的刺儿，就要一
丝丝排上两三天的时间。“不同的
蝈蝈其须并不相同，有觅食的、备
战的、喝水的、休息的，都要精益求
精，一点都马虎不得。”

虽然白菜做起来工序比蝈蝈
少，只有48道，但白菜也同样需要
用绢经过一系列的流程做出来。

“地里长一棵白菜一般需要两三个
月，做一棵精致的‘蝈蝈白菜’需要
同等、甚至更长的时间。”秦三杰打
趣说。

秦三杰制作的绢艺制品讲究
气、韵、味、趣。他的代表作《蝈蝈
白菜》一经展出，先后被国家、河南
省、安阳市等博物馆收藏，并获得
了国家外观设计专利。

2007年2月，“秦氏绢艺”被正
式列入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面对诸多荣誉，秦三杰深
有感触地说：“艺无止境，追求为
高。”他要在有生之年让“秦氏绢

艺”发扬光大。
“现在眼睛花了，走路也慢了，

但很多老友非让我亲手制作，每天
也都闲不住哩。”如今已经96岁高
龄的秦三杰每天还要到工作室转
上几趟，他放心不下自己一手经营
的“秦氏绢艺”，更希望看看儿子秦
竹林的新突破。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秦三杰不希望这门
手艺在自己手中失传。面对着如
今一些民间艺术没市场，年轻人不
愿学，还受社会轻视的现象，秦三
杰犯了难。好在他的大儿子秦竹
林和二儿子秦志胜继承了秦三杰
的“衣钵”，并在“秦氏绢艺”这条路
上越走越远。

2007年11月，在秦三杰的指
导下，秦竹林的作品《蝈蝈白菜》捧
回了由中国文联颁发的中国第八
届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
奖”。秦竹林家的院子里常常挂着
几百只蝈蝈，经过仔细观察分析
后，再通过丝绢艺术进行提炼和升
华。他制作的蝈蝈，在父亲的技艺
上有了突破，真正达到了“似真非
真强似真”的境界。

在传承方面，虽说祖训不可
违，但事业还需要发展。在父亲秦
三杰的支持下，秦竹林毅然选择了
打破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传
统，不仅传授儿媳学会了绢艺制
作，也在外界接收了不少求教的弟
子，打开了包容开放的大门，让“秦
氏绢艺”在五湖四海遍地开花。

现如今，秦三杰依然为“秦氏
绢艺”奔波忙碌。他希望有生之年
可以做一个三米多高的绢葫芦，送
给人民大会堂。

（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

绢艺传人秦三杰
李华锡

近日，由中央电视台社会
与法频道出品的真实电影《镜
子》入围在第七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纪录单元终审环节，与另
外四部优秀的纪录影片角逐
纪录单元最佳中国长片奖。
4月16日，《镜子》在国家图
书馆举行首映典礼暨交流会，
来自纪录片、教育、心理、传播
等各领域的国内外专家，围绕

“家庭教育需要什么样的情感
教育”“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
孩子如何自我学习”等问题展
开了交流和探讨。

《镜子》是中国首部深度
探讨家庭情感教育的真实电
影，讲述了一个关于心灵回家
的故事。三个家庭因孩子辍
学而陷入困境，父母们无奈将
孩子送入一所特殊学校接受

“改造”，却意外地让自己接受
了一次触及灵魂的启蒙教
育。父母对孩子满满的爱有
时却造成了满满的伤害，这究
竟是为什么？“问题孩子”的背
后往往有一个问题家庭教育
模式的存在。影片以代际情
感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客观、
冷静、真实的纪录，呈现三个
家庭的社会学样本，以情感教
育缺失这一新视角，重新审视
当今时代中国家庭面临的亲
子关系、亲密关系等情感问
题。

据介绍，《镜子》的主创
团队于4月1日、4月5日和
4月11日分别在中国人民大
学附属中学、首都师范大学
和河北省石家庄二中放映该
片，家庭情感教育、孩子的
自我成长等话题引发了广大
师生和家长的热烈讨论。

在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
育学院家庭情感教育讲师钟
晓琳看来，这部影片是让整
个社会反思“爱和关怀”的。

作为心理咨询专家，张久
祥陪伴过 8000 个“问题”孩
子，他认为，影片中的几个孩
子是在和时代、和父母较劲。
孩子既不能治愈父母，也不可
能是父母的敌人，只能是父母
的朋友。你成为你自己，和你

父母让你成为一个好孩子没
有区别，这两个方向不是敌对
的，但是很多有问题的孩子把
这个敌对了。

“这个片子对我个人而言
就是一面镜子！每一个人为
什么会变成今天的自己，我觉
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
题。如果你能回答我为什么
是今天这个样子，你就搞清楚
了，以后你当了父亲或母亲
时，就会做得自然、从容。”《镜
子》导演范永东也是一位父
亲，他通过这面“镜子”看清了
自己，看清了父母：与父亲断
绝关系是他叛逆的极致，但是
在《镜子》两年的拍摄和制作
中他终于解开了心结。“我因
为拍这部片子，和我父亲彻底
和解了。”范永东说。

总导演卢钊凯也通过
《镜子》寄语青年学子：“最
终问题的答案不仅仅掌握在
家长手里，更在青少年朋友
的手里。天下没有完美的父
母，最终我们每一个人的成
长还是靠自我成长来完成整
个过程。”

孩子是家庭的一面镜
子，而家庭更是社会的一面
镜子。纪录片在充分呈现社
会生态复杂性的基础上，给
观众提供了充分的思考空
间，让心灵回家，让爱不再
成为伤害。正如张久祥所
说，每个人都需要学习，每
个人都需要成长，“它和你内
心中哪一部分对接，对接的
部分，就是你有可能被治愈
的部分。”

《镜子》反射出的
家庭情感世界

本报记者 却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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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孙军 通讯
员 王大勇） 日前，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500 名大学生党员、预备党
员在校园内集体观看了原创京剧

《清贫之方志敏》，通过国粹艺术感
受红色经典。

京剧 《清贫之方志敏》 以闽浙
赣革命根据地对敌斗争时期为背
景，突出表现方志敏清贫为官和清
白做人的高尚品格，借助其遗著

《可爱的中国》，展示了一代先烈方
志敏对中国革命必将走向光明的信
念。

据了解，由青岛演艺集团所属
青岛市京剧院推出的原创京剧《清
贫之方志敏》，是青岛市市直文艺院
团首个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立项资助
的大型舞台剧项目。该剧将在青岛
及周边地区 20 多所高校进行 40 多
场巡回演出。

京剧《清贫之方志敏》
走进大学校园

秦三杰和他的绢艺作品。 李华锡 摄

项目主题与思路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坚持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紧紧围绕学生思想状
况、职业道德、心理健康等主题，持之
以恒地狠抓主题班会教育活动，逐步形
成了“以立德树人为目标、以总体规划
为保障、以学生自我教育为宗旨”的系
统性、规范性、创新性、长效性的思想
政治教育模式。

实施方法与过程

1.实施方法
文 献 分 析 法 ：登 录 中 国 知 网 ，对

2007 年以来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检索；
比较研究法：选取近几年《学生违纪行
为统计数据》和《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
跟踪评价报告》，比较分析活动开展与
学生行为习惯养成及就业率之间的关
系；观察记录法：深入班级跟踪记录开

展情况，分析影响活动成效的因素；经
验推广法：定期召开观摩会、经验交流
会交流经验，并通过网络等各种平台宣
传推广。

2.实施过程
总体规划 全程参与 院党委班子成

员指导活动总体规划的研究制定，坚持
每月参加 1-2 次班级主题班会，并现场
进行点评指导，有力地促进了活动的高
效开展。

选题有针对 教育重实效 明确主题

确定的三原则，即教育性、针对性、计划
性。首先，自始自终贯穿教育性。主题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据，要求导
向正确、原则坚定。其次，坚持问题导
向。通过调研，针对学生中普遍存在的
典型思想问题展开。第三，注重计划
性。着眼学生三年成长，形成了大一以
入学教育、职业生涯规划为主，大二以行
为、学习习惯完善教育为主，大三以就业
创业教育为主的总体规划。

注重过程管理 强化监督检查 制定
了活动四步骤，即“策划到位、准备充分、
实施有效、反馈及时”，保证会前有计划、
有安排；会中有记录、有协调；会后有总
结、有反馈。强化监督检查，加强过程管
理。设计了主题班会记录表，要求各系
将活动资料报送团委检查备案。组成了
监督检查小组，巡查活动开展情况，及时
在学院内网通报。

培塑典型 推广经验 每年举办一次
全院经验交流会，表彰先进，宣传典型，
取长补短，提升活动质量。

主要成效及经验

1.主要成效
通过三年的持续实践，活动成效显

著，已经成为学生自我教育、自我提高、
自我完善的有效途径，校风、学风、班风
取得了明显好转。

一是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
惯。统计数据显示，从 2014 年至今，学
院违纪学生人数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二
是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通过学
生亲自准备、亲身参与，培养了学生勤于
实践的好习惯；三是有助于提升学生的
创新能力。通过评选表彰，激发学生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纷纷竭尽全力创新，力
求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四是有助于提升
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在共同准备、讨
论与相互协作中，提升个人品质，优化人
际关系。

2.主要经验
一 是 突 出 学 生 主 体 ，解 决 典 型 问

题。能够发挥学生的智慧和力量解决典
型问题，为学院治理积累经验；二是探索
自我教育，完善自我管理。让学生作为主
角充分参与、充分体验、充分实践，就是最
好的自我教育。三是持之以恒发力，不断
改进完善。通过上下联运、持续发力，不
断积累经验、增强实效。

改进计划

一是提升班主任素质。班主任的素
质与能力对活动效果有直接的影响，需
要将班主任培训学习常态化、规范化，全
面提高班主任素质。二是突出思想内
涵。既要注重活动形式多样，更要突出
思想内涵，挖掘身边小事中的大义。三
是做好延伸教育。通过向思想政治教育
的各方面、各环节延伸，开展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的教育，达到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的目的。四是建立长效机制。
进一步健全活动考核制度，建立主题班
会开展的长效机制。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以主题班会为抓手 提升思政教育水平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按照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要求，针对高职学生
的特点，把主题班会作为立德树人
的重要举措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
要形式加以强化。形成了以主题班会
为抓手、一套卓有成效的提高高职生
思想政治水平的教育模式。荣获山西
省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山西省第十二
届育人杯先进集体，被确定为山西省
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单位，晋城市首
批就业创业实训基地。2016年底，
在第九届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
成果评选中，学院《以主题班会为抓
手，提升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
平》荣获优秀奖，是山西省仅有的获
奖高职院校。2017年3月，院党委书
记朱莉作为全省高职院校仅有的代
表，在山西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能力
提升研修班上作了经验交流，受到兄
弟院校的关注与好评。近日，学院
董媛老师喜获第五届山西省高校辅
导员职业能力大赛金奖。

朱莉书记作经验交流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