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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惴梦想，向远方出发
——“蒲公英”牵手“少年非遗”14年

本报记者 梁杰

2018 年元旦，我在西双版纳清
凉的空气中醒来，打开窗户，外面的
雾气很大，空气是甜的，有几分寒
意。对面是云南省景洪市勐龙镇勐
宋小学的大门，依稀看到校门上挂
着红色的横幅：“蒲公英”牵手“少年
非遗行动”。

勐宋小学位于中缅边境的高海
拔山区，是以哈尼族为主的边境完
小。岁末年初，我和来自全国多地
的老师们聚集在这里，参加“蒲公英
行动”第四期项目结题会。在勐宋
小学美术展室，“蒲公英项目”总主
持谢丽芳老师神情专注地给与会者
解读孩子们创作的“艺术品”。谢丽
芳，看起来毫不起眼，就像一株蒲公
英，丢在杂草中不大引人注目，然而
当你走近她时，会感到她像一个发
光体，似乎有种把人带进光明、澄澈
世界的“超能力”。中国美术家协会
少儿美术艺术委员会主任、首都师
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尹少淳这样评价
谢丽芳：“14年间她将全部精力投入

‘蒲公英’，并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
力、奉献精神和高度智慧，感召、吸
引众多专家、志愿者、行政官员、学
校校长、一线教师和媒体记者参与，
这是‘蒲公英’有今天之规模、成果
和影响力的根本原因。”

“蒲公英行动”2003年在湖南湘
西启动，至今，在全国12个省市区、
13个少数民族所在地的近百所学校
扎根、开花、结果。14年间，谢丽芳和
她的团队无数次往返于城市与边远
民族地区，把民间美术引入农村孩子
的课堂，保护了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
的传承，让边远民族地区的孩子享受
到与城市孩子同样的美术教育。

——记者手记

西南边陲少年牵手“非遗”

2017 年 12 月 29 日，记者跟随
谢丽芳的团队来到景洪市勐龙镇中
心小学，四年级2班的孩子正在学
校的“非遗文化园”上傣族织锦课，
孩子们在美术老师画好坐标的傣纸
上认真地创作着。布朗族小姑娘玉
应罕画了一幅“傣族妈妈挑水回
家”，哈尼族男孩李健强笔下是一对
欢快的小鸟在树上玩耍，还有上千
年历史的傣族佛塔、傣族村寨的寨
门……一幅幅充满傣族特色的织锦
图案呈现在孩子们的笔端，这些充
满想象力的艺术作品，不仅摆在“非
遗文化园”中，还印在了校园的墙壁
上。在学校的教学楼、学生宿舍，甚
至厕所的墙面上，记者看到，傣族慢
轮制陶工艺、傣族竹楼的搭建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壁画五彩斑斓，成为
校园中独特的风景。

校园壁画的总设计师是来自湖

南的艺术家吴尚学。两年前，他接受
校长刘宗权的邀请，和老伴谢丽芳一
起把家搬到了学校，以校园为美术课
堂，带着全校的老师和孩子们，开始
了别开生面的美术体验课。在近两
年的时间里，他们把“非遗文化园”建
在了校园里，把傣族织锦以壁画形式
搬到了校园内外的墙壁上。

“我们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和学
生都参加了壁画创作，六年级所有
学生的画不管画得好不好都上了
墙，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毕业以后
回到母校都能找到自己的痕迹。”
勐龙镇中心小学校长刘宗权说，“学
校自从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进
课堂后，孩子们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更
了解了，自豪感也增强了。同时，非
遗文化让校园变得更美，在这样的环
境中教书、学习，老师和孩子们的精
神面貌都不一样了。”

学校的“非遗文化园”是一座两
层楼的傣族民居建筑，一层是非遗
手工坊，除了傣族织锦，还有傣族手
工造纸坊、傣族慢轮制陶坊；二层是

“非遗陈列室”，展出的是由学校老
师和学生家长捐赠的当地农具及生
活用品。“‘非遗文化园’充分运用傣
族文化元素，营造了浓郁的傣族文
化氛围，以‘熏陶渐染’的方式，塑造
孩子的文化人格，有利于孩子感知
和体悟本民族文化深刻的内涵和独
特的魅力，培养文化自信，形成传承
民族文化的自觉。”尹少淳说。

在教育部前不久发布的第二批
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
承学校”名单上，勐龙镇中心小学榜
上有名，该校是西双版纳州两所上
榜学校之一。

教育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元旦，也是西双版纳哈尼族的
主要节日——嘎汤帕节，“嘎汤帕”
在哈尼语中寓意新一年的开始，有

万象更新、万物复苏之意。早上 8
点，天色微亮，海拔1600米的景洪
市勐龙镇勐宋小学弥漫在大雾中。

“蒲公英”项目组的老师早早坐在教
室里，分享哈尼族教师李冬梅的美术
课“哈尼族帽子的制作”。这堂课的内
容是老师带着孩子们使用简单的纸片
等材料设计各自喜爱的帽子。

“以前，我在学校上美术课常常很
吃力。因为没有基本的美术材料和用
具，也没什么好讲的。自从加入到‘蒲
公英’的队伍，我的美术课就有了许多
可以讲的故事、可以画和制作的东西
了。”李冬梅说，参加“蒲公英”的培训
后，她感到可教学的内容太多了，如哈
尼族的头饰、服饰上的图案、哈尼族的
寨门等，她都自如地“带”进课堂。“我
还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如树叶、树
枝、植物种子、花草等开展手工课，孩
子们非常喜欢。”这种创造性不仅丰富
了她的课堂，也使她受到了更多的关
注，她被云南省关工委授予“最美乡村
教师”称号，2016年还获得“马云乡村
教师”奖。

在广大农村地区，美术课长期处
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的尴尬境
地，一些农村学校至今仍然不能按照
国家课程计划开足开齐美术课程。美
术教师缺乏是制约美术教育发展的瓶
颈，许多农村地区一个县只有一名专
职美术教师，很多学校的美术课由其
他教师兼任，比如李冬梅是学农科的，
除了教美术，她还教数学，并兼管学校
的财务等工作。

农村偏远地区美术教育的种种困
境让“蒲公英”课题组的专家们陷入沉
思，没有美术教师美术课怎么上？上
什么？用什么上？在教师奇缺、课程
资源缺乏、教育经费不足的情况下，

“如何探索一种对农村和少数民族地
区行之有效的美育课程与教学模式”
成为课题组专家探索的焦点。

2003年 7月，将民间美术引进当
地美术课堂的“蒲公英行动少儿美术
教育专项课题”在湖南湘西州正式启
动。在课题开展之初，许多当地老师、
校长质疑这种学习方式，认为民间美
术是很土的、低层次的东西，是上不了
台面的“下里巴人”，这种认识与长期
以来民间美术不受重视、处于文化边
缘有关。因此，课题开展初期集中对
教师进行培训，组织他们参观当地的
民俗活动与民间美术的学习考察。通
过不断熏染，老师们逐渐意识到作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美术，对于学
校和学生而言是极具价值的美术课程
资源宝库。当老师们意识到这些并把
稻草、碎布、竹子、芭茅杆甚至树皮等
触手可及的材料带到课堂上时，孩子
们的创造力和主动学习的兴趣被激发

出来，农村美术教育缺乏专业教师、缺乏
美术材料的窘状也得到缓解。

用尹少淳的话说：“蒲公英行动给农
村地区带来的最根本变化是教师的改
变。”同李冬梅一样，在培训中，很多乡村
教师找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突破点，看
到了教育人生中的另一种可能，在播撒
艺术种子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

怀揣理想，做真正的公益

在“蒲公英”团队中，活跃着一批年
轻人，他们是“蒲公英行动”的青年志愿
者，主要来自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湖南师
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广州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高校。
正是他们的积极参与为“蒲公英行动”注
入了活力。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教育系2016级
博士生朱健说：“深度参与‘蒲公英行动’
后，我成长了很多，并立志从教育的角度
将中国民族民间优秀文化推向国际，让
更多人了解并喜欢。”

“蒲公英行动”不仅成就了一批乡村
美术教师，也成长了一批青年志愿者和
未来的教师。由于这段志愿经历，他们
中的许多人工作后仍在持续关注或从事
民间美术教育。广州美术学院教师、首
批“蒲公英”志愿者张莹莹在教学研究
中，从“技艺与记忆”切入，深入探究美术
教育如何传承“非遗”问题；湖南一师城
南学院蔡海军、王勇全将“蒲公英行动”
引进学校农村免费定向生的教学中；湖
南衡阳师范学院教师彭宁，在学校开设
了民间美术课……“青年志愿者参与‘蒲
公英行动’的过程，由个人情感、态度认
同起始，发展到参与后对祖国民间美术
蕴含的价值逐步深化理解，在与传统文
化对话中产生民族自豪感，达成了参与、
体验、对话、认同、传承、净化自身心
灵的目标。”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
授李力加说。

“其实，所有参与蒲公英行动的人
全部都是志愿者。”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陈卫和说。事实上，“蒲公英行动”的
启动，就是源于一批艺术家和教育家的
呼吁与参与，如何韵兰、谢丽芳、尹少
淳、陈卫和、朱凡、吴尚学等。他们原
本都有各自的工作，然而，他们却义无
反顾、不计报酬、全身心地投入到民间
美术教育公益事业中。正是所有“蒲公
英”参与者的努力，让“蒲公英”的种子因
风飞扬，落地生根。

“我们并不完美，正因为如此，我们
一直在行动。”谢丽芳常用这句话鞭策自
己。在谢丽芳、尹少淳、陈卫和等老专家
志愿者的引领下，一群年轻志愿者把理
想装进行囊，把动力装在心中，正如舒婷
的诗所描述的：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
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没有
被污染的远方，出发……

比兴与寄托是文学创作的表现手
法，但二者的关系比较复杂。比即比
喻，兴是触景生情；寄托是继承比、兴
的传统发展而来，它源于比兴，而又不
完全同于比兴。一般来说，比兴大于
寄托。凡是属于寄托的都是比兴，但
比兴并不都是寄托。如周邦彦的词
《醉桃源》：

冬衣初染远山青，双丝云雁绫。
夜寒袖湿欲成冰，都缘珠泪零。

情黯黯，闷腾腾，身如秋后蝇。若
教随马逐郎行。不辞多少程。

这首词是写男女离别，以女方口
气说出。上片不过言离别愁多，珠泪
湿袖成冰，是赋也。下片打一个比方，

从苍蝇附骥尾而致千里的成语脱化而
来。以己身比秋后之蝇，意谓心神俱
瘁，存活不久；但身在情长在，如能变
成一只苍蝇，附郎马远行，不管吃多少
苦，也是心甘情愿的。这不是单纯的
比，而是比中有兴，因在设想中已带赋
的性质。但这只能称比，或称比兴，而
不是寄托。

所谓“寄托”，即托物寄意。就其
形式而言，它和一般比兴差不多；但就
其内涵而言，则必须带有比较重要的
社会内容，通过自然反映人事。例如，
杜甫的诗《佳人》，表面上写的是一个
幽居在深谷里的绝代佳人，实际上是
表现诗人品格的孤芳高洁。词家采用
寄托手法的则更多。如李煜的《相见
欢》和辛弃疾的《祝英台近》：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

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

番滋味在心头。（李煜《相见欢》）
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

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
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

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
数。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
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
去。（辛弃疾《祝英台近·晚春》）

李词上片写自然景色，下片附情于
人事，抒写自己怀恋故国之情，这可以
说是有寄托的。所谓“亡国之音哀以
思”者也。辛词题为“晚春”，写的是深
闺思妇对春光虚度、游子不归的怨恨，
但末尾三句，用问语怨春，“托兴深切”
（谭献语），表现出词人对身世遭遇、对
南宋时事的忧伤之情，也为寄托之作。

再如苏轼的《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

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

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年）秋苏

轼谪官黄州时所作。词中幽人显然是指
作者自己，以孤鸿自喻。黄庭坚评此词

“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
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
此”（《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跋东
坡乐府》）。陈廷焯评此词云：“寓意高妙，
运笔空灵，措语忠厚，是坡仙独至处，美
成，白石亦不能到也”（《词则·大雅
集》）。黄蓼园《蓼园词选》说，“此东坡自
写在黄州之寂寞耳，初从人说起，言如孤
鸿之冷落；下专就鸿说，语语双关，格奇
而语隽”，都认为是有所寄托之作。

古诗词中的比兴与寄托
潘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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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的今
天，如何更好地传播经典、普及经
典？日前，商务印书馆在“古代诗
词典藏本”丛书推介会中邀请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
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刘跃进围绕“经
典的当代价值”与读者分享了自己
的观点。

在刘跃进看来，从学术发展的
历史看，那些真正在学术史上确立
地位的学者，都与其尽心致力于学
术普及工作密切相关。他以自己所
在的社科院文学所为例，60多年
前，文学研究所筹划建立之初，一
项主要的工作就是选注历代文学经
典作品，如余冠英先生的《诗经
选》《汉魏六朝诗选》《三曹诗
选》，以及王伯祥先生的 《史记
选》、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
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这
些普及读物一经推出就在社会上产
生了广泛影响，在阐释经典的同
时，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经典。这些
作者的名字和声誉，也逐渐走出学

术圈，为广大读者所熟知。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商务印书

馆以“阐释经典本身也要成为经
典”为追求，策划推出了“古代诗
词典藏本”丛书。丛书编选的都是
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诗歌作品，诸
如《诗经选》《南北朝诗选》《王维
诗选》《李白诗选》《李清照诗词
选》《辛弃疾词选》等等。作为丛
书的副主编和作者之一，刘跃进认
为这套“古代诗词典藏本”最大的
特点就是不强求整套丛书风格的整
齐划一，而允许一选本有一选本之
个性特色，突出了选本的平易性与
创新性。如李山教授的 《诗经
选》，重视对礼乐文化的挖掘，仿
佛带领读者做了一次重回“诗经世
界”的新旅；《王维诗选》的作者
王志清教授认为，王维之诗乃诗之
哲学，亦可谓哲学之诗；《李清照
诗词选》的作者陈祖美先生细致考
索，抽绎出易安幼年失恃、婕妤之
叹、庄姜之悲等十余种“心事”，
令人耳目一新。

阐释经典本身也要成为经典
本报记者 王珺

⦾现场

本报讯（实习生 李建睿）近日，
马原携转型新作《唐·宫》出席新书发
布会，与《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
对谈，畅聊新书创作历程。本书由长
江文艺出版社于2018年1月出版，
是马原十年磨一剑的心血之作。作
者一改往日叙述的先锋姿态，在这部
小说中以宫廷斗争为主线，通过众多
人物的矛盾与情感纠葛展现其命运
轨迹，以深挚的情感和非凡的想象为
读者呈现了一个极为别样的大唐宫
廷和民间世界，重述唐代历史的雄浑

与浪漫，是一部深情演绎宫廷波诡云
谲的阴谋与爱情的长篇历史小说。
对谈中马原透露，以旁观者的角度去
看自己过去的小说写作，产生了不同
的心得。等到他再写小说时，寻求的
方向有了很大改变。《唐·宫》是自己
转向写实的一个重头戏，前前后后打
磨了十几年。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
的故事、人物都是马原的原创，还将
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三位自己的“偶
像”写在故事里，与他们“共同生活”
了一段时间。

马原把唐宋诗人请进《唐·宫》

本报讯（伊湄）近日，全国中
小学校园双语标志活动在北京市海
淀区民族小学启动，今后，准确、
地道又符合国际规范的双语标志，
将会陆续出现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
校园。

鉴于目前全国各地的中小学在
双语标志上出现了多种不规范的译
法，外研社与海淀区民族小学从去

年开始，针对校园的各种标志牌进
行了双语翻译，并依托北京外国语
大学专家资源，配合已出版的《公
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指南》，对收
集到的校园双语标志进行了梳理、
改善。此次活动覆盖校园文化标
语、校园地标、教室门牌等标志，
鼓励学生发现、描绘自己身边的双
语标志，并尝试自己翻译、讲解。

全国中小学校园双语标志活动启动

⦾资讯

本报讯（缇妮）一撇一捺思接千
载，一横一竖陶铸情怀。英才教程
杯“中国好字帖”第二届汉字书写大
赛日前在京启动。张凤民、卢中南、
王正良、孟繁禧、吴玉生、丁永康、李
岩选、常汝吉等著名书法家和书法
教育专家出席。会上举行了《“中国
好字帖”首届汉字书写大赛获奖作
品选集》新书首发式。

第二届汉字书写大赛由“中国
好字帖”汉字书写大赛组委会主
办，湖北教育出版社承办，湖北世
纪英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继

续以“学传统文化、写规范汉字、
赏书法之美”为主旨，面向全国中
小学生征集汉字书写作品。据介
绍，与首届大赛不同，本届作品征
集范围以硬笔书写为主，同时兼顾
软笔（字体以正楷和行楷为主）。
大赛征稿截止日期为2018年5月
31日。参赛选手可通过大赛官方
网站或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进行报
名。评审结束后，大赛组委会将于
7月底邀请评审专家及部分获奖选
手参加在杭州举行的颁奖暨研学游
活动。

“中国好字帖”第二届汉字书写大赛在京启动

基诺民族小学的孩子们戴着用笋壳制作的面具。
（图片选自湖南美术出版社《民间美术进课堂》）

吴尚学（中）与勐龙镇中心小学的老师们一起进行校园壁画创作。

本报讯（记者 魏海政 通讯
员 景婧）以“诵读泰山诗文·传
承泰山文化”为主题的中华泰山诗
文大会近日在山东省泰安市举行。

中华泰山诗文大会从天、地、
人三个主题展示了泰山独特的自
然、人文之美。当地师生通过朗
诵、书法、歌唱和舞蹈等各种表现
形式，集中呈现了《望岳》《泰山
极顶》《诗韵泰山》《挑山工》等泰
山诗文名篇，相关专家及著名演

员、影视朗诵表演艺术家现场解
读、展示泰山诗文蕴含的丰富文化
内涵，集中展现了中华泰山诗文的
魅力。

据介绍，中华泰山诗文大会旨
在深入挖掘、传承和弘扬中华泰山
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广大群众特别
是青少年讲诵泰山故事，书写泰山
文章，学习泰山品格，展现泰山精
神，由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和泰安市教育局主办。

中华泰山诗文大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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