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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绍兴，不但尽出文人，更“盛
产”戏文。自明清以来，绍兴所属的五
县一区先后孕育诞生了诸如新昌高
腔、绍兴莲花落、上虞哑目剧等十余个
戏种，并把其中的越剧和绍剧培育成
闻名遐迩的国家级大戏。绍兴乡下，
至今保留着“村村都有大戏台，人人都
是小百花”的演戏唱戏格局。大凡上
了年岁的人，肚子里没有几十出诸如
《唐伯虎点秋香》《三打白骨精》《翠姐
姐回娘家》等戏文，很让人觉得对不起

“绍兴人”这个称谓。
我父亲无愧于“绍兴人”，绝对

忠诚于他的戏文，当然戏文也给了父
亲丰厚的“回报”。比辛亥革命还早
两年出生的父亲，从未进过一天学
堂，通过戏文，不但能看懂整本戏
考，会唱几十出戏，而且还根据自己
的生活经历，创造了“戏文告（教）
人做人”的“何氏语录”。不但如
此，父亲还用十分戏文的方法，将年
仅7岁的我，拉进了他的戏文场，成
为自己最正宗的“得意门生”。

我十分相信有位哲人说过的“家
族相似论”。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
兄弟姐妹六个，几乎人人爱看戏，人
人会唱戏。唯一不同的是父亲只爱绍
兴大戏 （绍剧），而我的哥哥姐姐
们，除了绍兴大戏，还爱看京剧样板
戏、越剧传统戏。我是家里的老小，
像花朵一般，这边淋浴着父亲的阳
光，那边享受着哥哥姐姐们的雨露。
今天和父亲看绍剧，明晚和哥姐们观
京剧、看越剧。一来二去，我看的戏
文最多，戏路最广，会唱的段子自然
也多。甚至有几出戏，我能将唱段和
读白，一字不漏地唱念出来。乐得父
亲一个劲地夸我“唱得好”。

但真正让我自己感到“唱得
好”，是初一年级的那次样板戏比赛。

我上初中时，正是样板戏的天
下。我们的语文教材，简直就是样板
戏的第二剧本。学校里也常常会组织
学生开展样板戏演唱比赛。

那一次，我们六个初一年级的班
级一起比赛唱《红灯记》里的“痛说
革命家史”一段。那个场景过去四十
多年了，可我依然清楚地记着——

这段唱比较难，班上同学唱得鬼
哭狼嚎的，难听死了。我们唱时，教
我们音乐的金老师，走到了我的身
边，侧着耳听我怎么唱。等我唱完
了，女老师兴奋地像座山雕（《智取
威虎山》中一角色） 得到了“联络
图”，大声宣布：“这次样板戏比赛，
我发现了一个苗子，就是——他！”

掌声，像雷，又像风，持续了好
长一阵子。

这以后，金老师经常为我单个“洒
水”，我对于戏曲的兴趣便如饥似渴地
疯长。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发现我会
唱戏的金梅老师，来自杭州，因个人问
题下放到乡下，第二年，听说她调回家
乡海宁去了。自此我们再没有见过
面，但直至今天，我时常在梦里谢她。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我
们绍兴组织市级学科带头人评比，我
被推荐参加。就这样，我从乡里，杀到
镇里，又从镇里比到县里，最后参加绍
兴市教育局组织的终极评比。那一
天，我们七位从各县（区）选拔上来的
语文教师，聚在一地，借班同上五年级
的《五月端阳》一课。轮到我了，虽说
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但由于比赛紧
张，我一开课就漏掉一个介绍屈原生
平的环节，快到结课时我才想了起
来。要补上去明显是个破绽，不补，绝
对是瑕疵。忽然，我想起了前些天唱
过的越剧《屈原》，于是，我装作自然地
过渡道：“《屈原》的故事书里有写，戏
里有唱，有一出越剧叫《屈原》，想不想
听？”学生们一听语文课上还有戏可
听，都来了精神。我趁机说：“下面老
师要唱的这段越剧，是屈原的自我介
绍。你们好好听听，越剧里都唱了些
什么？”于是，我清唱道：“屈原事君已
十载，平日为人王明白。奸臣若是来
陷害，分明另有诡计在⋯⋯”通俗易懂
的唱词，委婉动听的曲调，加上我有板
有眼的演唱，引得孩子们和听课评委
的满堂掌声。事后，评委们说，何老师
的文本拓展环节处理得很好，用家乡
的越剧带给学生视听的享受，既介绍
了屈原的生平，又丰富了课堂形式，增
加语文课的文化色彩。结果，我的评
比“流畅得就像荷马的诗”。我偷笑：
所有的阅读还真是误读。哪里是课堂
拓展，明明是以唱补缺。一俊还真能
遮百丑！

不过这次“遮丑”，确实给了我
一个非常深刻的思考：戏文既可以用
来拓展，那可不可以用来导入或过

渡？甚至，直接用来教学？
2015年，那是个秋季。我在一

家著名教师培训机构的活动上，面向
着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余名小学语
文教师，开出了第一节真正的戏曲剧
本教学课“梁祝·草桥结拜”。我让学
生读剧本，赏剧本，品唱词，写剧本，唱
唱词，评剧本等语文实践活动。在这
节课里，我有两次戏曲演唱，一次安排
在课的开始，演唱了越剧《梁山伯与祝
英台》当中的第一句唱词：上虞县，祝
家庄，玉水河边；有一位，祝英台，秀丽
聪明。唱腔伴着字幕，通过这样的形
式，既保证了“文本”阅读，又体现戏曲
的属性，将他们引入下一个戏曲剧本
的阅读环节。第二次演唱，可谓是助
推整节课的高潮。这一个环节，我安
排在学生根据所学的《草桥结拜》，将
《白蛇传》故事中的部分内容改写成唱
词。我的现场填词，现场配曲演唱，既
是对学生创编唱词的评价和鼓励，同
时，也让学生体验了一回戏曲唱词的
前世今生。

课堂效果出奇的好，两次演唱之
后，长时间的掌声，淹没了我的讲
课。孩子们学得雀跃，也许他们此生
从没学过这样的语文，除了听说读
写，居然还可以又唱又念。

一下课，我被好几十位从体育馆
看台上奔过来的青年教师围住，女教
师居多，有找签名的，有求合影的，
有要拜我为师的，让我切切实实地体
验了一唱走红的感觉。这个说你的越
剧真好听，那个讲回去就学。我只当
他们在说客套。我觉得这些吃着苹
果，玩着“苹果”的超男快女，对传
统戏文的感情，有请时间考验的必

要：戏文，不适合在太快乐太现实的
日子欣赏。大多数戏文美丽但不鲜
艳，更不耀眼。比如《牡丹亭》，人
鬼情未了；比如《红楼梦》，死了还
要爱；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人
间难成连理枝，只能死后成双对。戏
文，一如被日光遗忘的青苔，虽也青
春，虽也开花，但终难在时代的花田
里，落地生根，吐露风姿。

然而我欣喜地发现自己的武断。
今年春节开学后，我们学校毕业出去
的一名大学生来看我。她告诉我，她
从小喜欢我的越剧，在我的越剧兴趣
小组里，学到了好多戏曲段子，现在
北方读大学，她在学校里组建了一个
越剧演唱社，教北方人唱越剧，唱古
诗。我大喜。

无独有偶，前些天，我看到学校
长廊下，四年级的几个孩子在唱越剧

“我家有个小九妹”。见我过去，有个
叫金可凡的小朋友，不无期盼地对我
说：“何老师，这学期你还带我们越
剧社团吗？”我想起去年期末说过，
下学期我可能不带社团的事，没想到
这些孩子一直记在心上。我问：“你
们真的爱唱戏？”“真的爱唱！”孩子
们异口同声。

是的，我有理由相信：戏文一如
他“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
元”的代名词那样，终究会有爱他的

“情人”，会有“中状元”的时候。也
许，越是住上现代文明的殿堂，越会
令人向往传统文化的草房。

历史的脚步是圆的，到这个时候了。
（作者系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金

近小学校长，主编出版《中华戏曲文
学读本》等）

我与戏文的痴恋
何夏寿

⦾观展

金近小学学生表演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本文作者 供图

1646年，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
献忠率部从成都出发，沿岷江南下
转移。行至彭山江口河段，遭遇明
朝参将杨展袭击，船只被焚，大量
财物沉于江底。历史文献中多有关
于江口之战和沉银打捞的记载，但
几百年来，关于张献忠是否沉银，
以及沉银地点，众说纷纭。四川彭
山江口古战场遗址是2017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共发现文物
42000余件，是本世纪明清史领域
的重大考古发现。

6月26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
与四川省文物局、四川省眉山市人
民政府共同举办的“江口沉银——
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
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永昌
大元帅”金印、五十两金锭、一百
两银锭等三件与张献忠“江口沉
银”密切相关的国家一级文物与观
众见面。此次展览共展出文物500
余件，展期为三个月。

展览序厅部分，介绍了江口古
战场遗址的基本情况、“江口沉银”
之谜、考古发掘前发现的文物以及
考古发掘的大致情况，引发观众对
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发掘的兴趣。

江口古战场遗址位于四川省眉
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北
距成都市约60公里，南距眉山市区
约20公里，是眉山市第三批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遗址保护面积约100
万平方米。

在这个展厅，观众可看到多件
追缴文物。其中，虎钮“永昌大元
帅”金印铸造于1643年，是江口古
战场遗址发现的核心文物，对考证
遗址年代和性质极为关键。天启元
年长沙府“岁供王府”五十两金
锭，是上供藩王府的岁供黄金，为
已知明代金锭中的最大锭型，存世
稀少。万历二十七年武冈州“都水
司正银”一百两银锭，为明代武冈
州征收供工部都水司使用的税银，
明代存世银锭多为五十两形制，一
百两官银极为罕见。这三件文物均
为国家一级文物。

展览第二部分名为“沉银出
水”，分为“大西浮沉”和“明代社

会”两个单元。为观众展示了江口
古战场遗址发现的大量珍贵文物。
这些文物的时代从明代中期延续至
晚期，地域北至河南，南至两广，
西到四川，东到江西，不但证明了
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的真实
性，更是明代中晚期政治、军事、
社会生活等方面最直接的展示。通
过这些文物的展示，为观众拨开迷
雾，看到300多年前的一段历史。

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了上千件
与张献忠大西政权直接相关的文
物。此次展览中有多枚“西王赏
功”钱，册封后宫的金册，以及錾
刻有“大西”年号、税种和四川地
名的银锭展出。其中，“西王赏功”
钱铸造于张献忠占据四川之后，有
金、银、铜三种材质，是用于奖励

有功部将的钱形奖章。在江口古战
场遗址考古发掘之前，“西王赏功”
钱存世量极少，且真假难辨，为古
泉名珍之一。展览中的“西王赏
功”金、银钱为考古发掘文物，铜
钱则为国家博物馆馆藏传世文物。

册封后宫的两件金册，形制与
明代册封金册相似，等级极高，为
大西政权建立后宫制度的物证。刻
字银锭可见“粮银”“军饷银”等六
个税名及四川境内眉州、双流等12
个地名，是研究大西政权银税制
度，以及张献忠在四川活动范围的
实物证据。国家博物馆还特别展出
了两件馆藏一级文物：“骁右营总兵
关防”铜印和《大西骁骑营都督府
刘禁约》碑拓片，使观众更好地了
解大西政权的政权建立和军事制度
情况。

展览中还展出了与江口之战相
关的大批兵器，不但有铁刀、铁
枪、铁剑、箭簇等冷兵器，还有一
件火器——三眼火铳。这些兵器是
确认遗址性质的有力证据，证明此
处就是发生江口之战的古代战场。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中有迄今为止
首次考古发现的木鞘，证实了张献
忠“木鞘藏银”的传说。

江口古战场遗址出水了大批反
映明代封藩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文
物，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会
经济和物质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此
次展览分“地方藩王”“金银货币”
和“生活风貌”三组展示了这批文
物。

明代建立了严格的宗室爵位制
度，将皇子王孙分为八个等级。诸
皇子封亲王，亲王嫡长子之外封郡
王，由朝廷岁赐食禄，在封地设置
王府，世袭爵位，享有特权。展览
中有明代册封亲王、世子、郡王以
及王妃的金册、银册和金宝，涉及
荣、襄、楚、荆、蜀等王府。其中
一枚册封蜀王的金宝是国内首次考
古发现的明代藩王金宝。据 《明
史》记载：亲王册封授金册金宝；
亲王世子承袭爵位，只授金册，传
用金宝。即每个藩王府只有一枚金
宝。此外，展览中还集中展示了多
件与明代荣王府相关的金册、银
册，观众可以从中寻找历代荣王的
名字，了解明代宗室的封藩制度和
册封礼仪。

展览第三部分名为“考古新
章”，分为“新方法”“新科技”和

“新力量”三个单元，通过实物、图
片、视频、沉浸式投影等展示方
式，突出展现考古新方法和新技术
在此次发掘中的首创性，以及公众
参与此次发掘的重要性，引发观众
对古代遗址保护和考古发展进行更
深入的思考。

江口沉银之谜已解
本报记者 王珺

一个人长时间向往一个地方，
终于有一天，他亲近了它，他得以
凝神静虑，全身心地欣赏品味，这
种情形下，他会有什么反应？

我此刻便是如此。今天，到歌
风小学参观，这是我较长一段时间
心向往之的所在。

这是 2016 年在原三中校址上
新扩建的一所小学，占地63亩。新
建的学校大门宽阔高耸，气势雄
伟。“沛县歌风小学”六个金色大
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闪光。

走进学校大门，环视一周，目
光收放间，一派平和静谧的氛围。
一排排教学楼、办公楼、图书楼，
鳞次栉比，和风雨操场规划有序。
一栋栋楼房为清一色的白墙，廊道
台基的外墙为绛红色，红白相间，
十分亮眼。楼房多为四层，而综合
楼却是三层，与教学楼衔接，错落
有致。一条条柏油园道平坦通畅，
干净便利。整个建筑群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便有了明与暗的对比、真
与幻的感觉，便有了层次与韵律。

安静的氛围，有助于思绪回到
少年时。那时，我的学校是啥样子
的？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与
现在比，天壤之别啊！听县教育局
局长贺磊同志介绍，歌风小学的扩
建，县政府投资6000多万元。学校
的魅力总离不开绿植的映衬。校园
里栽植着各种杂树，有的成行成

片，形成族群；有的独占一方天
地，展现出个性。校园里还种植着
一块块草皮，大小不一，形状也不
一，较大块草皮里，栽着一些观赏
性花木和冬青，立放着嶙峋的巧
石。这些不同族群聚在一起，同居
共生，共度春秋，和和睦睦，一派
和谐之景。

一边欣赏一边走着，不知不觉
来到一片翠竹前。我叫不出它们的
名字，只看是细秆青竹，秆秆强身
挺立，柔枝剑叶，清骨瘦影，彰显
着“无心品自高”的气质。时下，
并非予独爱竹，爱竹者多矣。站在
竹子面前，人易联想起傲霜斗雪的
梅、秀质清芳的兰、冰肌玉骨的
菊，它们都具有君子之风度，被称
为“四君子”。校园的绿植作用大
矣，不但营造环境美感，还潜移默
化、以其“润物无声”的功能，无
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师生的知、情、
意、行，陶冶心智，升华精神。

我正要离开这片竹林，一扭
头，见不远处有一位老师在吟咏周
敦颐的《爱莲说》，当他咏到“出
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
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
净植”时，前俯后仰，神采飞扬。
我很想过去与他搭讪，但看他那心
无旁骛、神情专注的样子，我不忍
心去打扰他。我在想，星期天怎么
不在家好好休息？再转念一想，一

名合格的教师，只有永无休止的学
习、增长知识，才能储备一桶新鲜
的“活水”，浇灌每一朵小花，服
务好学生。这是多么好的敬业乐业
精神啊！歌风小学拥有108个教学
班，7200多名学生，358名教师。
今天，我终于明白歌风小学受学生
和家长欢迎的原因。

继续往前走，校园里的文化氛
围，把学校的魅力展露得淋漓尽
致。一处处宣传栏、墙报，一幅幅
名人画像、名人名言，让我读出

“博爱·至善”，这是他们的校训；
“敬业者，专心致志以其事业也”，
这是老师敬业乐业的精神；“捧着
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
老师的奉献精神。这所学校我常从
它身边走过，但像今天这样长时间
地行走于它的襟怀之间，零距离地
观赏它的每一个局部，却是第一
次。

今天的天气特别好，我本想
在这校园里多走走看看，未料
想，接到电话有事要我回去。我刚
要往回走，一阵琴声飘来耳畔，是
从那边的老师办公室里传出来的，
我不由得驻足聆听。那琴声，舒缓
柔婉，似泉水流淌，但骤然间又变
得高亢急促，我虽听不懂是什么曲
子，但我听懂了他的琴外音——弹
奏者在弹奏着歌风小学的美好愿
景。

歌风小学的春天
朱广海

⦾资讯

本报讯（伊湄）“舞蹈启蒙，不应该从压
腿下腰开始！教育必须尊重孩子的年龄特
点。”在日前举行的2018少儿舞蹈创新教
育论坛上，绘本舞蹈创始人王红丽说，3—6
岁儿童口头语言表达能力还不强，而肢体
语言是他们天然的表达方式，这个时期舞
蹈教育培养的不应该只是孩子的舞蹈技
能，而是通过舞蹈这一艺术形式帮助儿童
构建完整身心。

此次论坛以“创·见未来”为主题，来自
专业院校、教育机构等从事舞蹈教育研究、
实践、传播的跨领域专家围绕舞蹈艺术、儿
童心理、师资培训等话题进行研讨，探索舞
蹈教育的创新发展之路。在现场，绘本舞
蹈发布了3—6岁幼儿专属舞蹈课程。

2018少儿舞蹈
创新教育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龙超凡 通讯员
李玉莲） 近日，电视纪录片 《严复》 开
机仪式暨福州文化建设座谈会在福建师
范大学旗山校区举行。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闽籍启
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被誉为近代
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他翻译了《天
演论》《原富》等西方名著，为中国传统学
术方法的近代转型、构建中国近代新学科
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电视纪录片《严复》由福建师范大学、
福州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制作，将展示
严复的一生，重点介绍严复向西方寻找真
理的心路历程以及投身中国近代社会变
革、献身教育启迪国民的努力与贡献。

电视纪录片《严复》
开机仪式举行

⦾绝活儿

⦾文苑

“西王赏功”金钱

◀天启元年长沙府

﹃
岁供王府

﹄
五十两金锭

▶万历二十七年武冈

州
﹃
都水司正银

﹄
一百两银锭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

金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