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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

人们说，北京最美是秋。没想
到，大有的秋天更美。

大有是中央党校所在地。地名实
曰大有庄，不足三百年，据传是中国历
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乾隆所赐，大有为
丰收之谓。解放后，因为中央党校迁
此，大有庄之名更少为人所知，“大有”
倒成了约定俗成的地名，“大有人”也
成了在此学习研究者的另一谦称。党
校老师在这里做研究做学问，成名成
家，已有气象，自称大有者，大有人
在。中共中央在大有设立党校，对于
夯实干部理论根底，坚定理想信念，培
养世界眼光，培育战略思维，聚焦中国
特色，对标思想路线，提高领导艺术，
大有文章，大有心得，大有益处。

大有的秋天是明净的。一觉醒
来，月亮还挂在树上，抬头望去，天
边如此遥远，蓝得如此纯净，空气中
散发着树木的清香，沁人心脾。想起
初来北国的担心，想起南方的挂念，
不禁偷偷地笑了。

大有的早晨来得特别早。5点多
天就亮了，早起的太阳穿过树梢，温
暖地照在地上，草是绿的，树是绿
的，色彩不深，也不浅，恰到好处。
走进密林深处，如果细细地看来，间
或看到小鸟啄食，时有小松鼠从脚边
突然蹿出，心也仿佛会从沉思中跳出
来，脚步也轻快起来。

大有的秋天是静谧的。掠燕湖是
安静的，岸芷汀兰，郁郁青青，修竹
绕墙，细水流长，让人静静地思量，
北京西郊竟有如此佳处。远看山近有
水，外有园内有湖，房屋不密，人声
不嚣。林静鸟谈天，水清鱼读月，这
是古人的意境，也是今日的美景。四
书五经生奥妙，千变万化见精神，是
读书人的心得。中共中央在此设立党
校，培训中高级领导干部，让干部沉

下心来、沉下身来学习基本理论基本
路线基本方略，固基培源，培育学
养，涵养精神，确实是个好地方。

心静了，你会发现生活中的更多
美好。走过石径小道，金风时而袭
来，碧波漾起层层涟漪。远处，几只
天鹅嬉戏，小天鹅跟着父母振翅掠水，
向往天空的翱翔；脚边，鱼翔浅底，锦
鳞游泳，戏水摆尾，悠然自得。垂柳拂
水，倒立水中，更见妩媚多姿。傍晚走
过荷池，绿荷铺叶，黄荷开得灿烂，红
莲小嘴微张，孩子站在桥上，目不转
睛，看着小鸭嬉戏，突然奶声奶气地
说，“我想听到青蛙的欢鸣”。想必是
年轻的母亲曾经带他来看过映日的红
荷、蝌蚪畅游的模样。

心清了，你也会发现学习中的更
多乐趣。人到中年重入校，再进课堂
当学生。对于校园，读书人自有一种
天生的欣喜；走进课堂，总有一种自
觉和端庄。手捧书香，就有一种难得
的美味思量。想到同学的长处，生发
没本领的恐慌，暗暗自加压力，更加
发愤图强；听到老师的高论，补上新
知识的短板，悄悄整理笔记，重研课
件仔细端详。看到“三基本”不少曾
经读过，心里踏实许多；研读创新理
论，又有新收获，自然会心微笑。

重读经典，如绿柳拂枝生发新
意。今年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年，纪念
伟人诞生二百周年，我们难得地读到
如此多的追随者的心语体会，看到沉
心研究的高手佳作，我曾经看过《马
克思靠谱》，看到网言新解，不禁佩
服年轻学者生动解读的能力：一个晚
上就能读完，生动活泼讲故事，让人
爱上马克思！买了三本，一本送同
学，一本给孩子。我曾经看过或长或
短的视频 《院长访谈：读懂马克
思》，隔着时空对话，高手就是高

手，深入浅出讲道理，让人对我们的
信仰充满热爱。伟大也要人懂。在党
的最高学府听研究共产主义最深的学
者讲马列，导读如仙人指路拨云见
日，专题如大家科普深入浅出，串讲
如庖丁解牛提纲挈领，在想读书、愿
思考的中年，我们大有收获。向伟人
表示敬意，是因为知道学习的越多、
不知道的更多，是因为过去曾经浅
薄、今天更知珍惜。《共产党宣言》
过去为了考试读一遍都感觉累，现在
一个周末读了三遍也不觉得烦，因为
好像读懂了，再读又发现不懂了。清
心所以虚心，虚心所以知心。

为学深知书有味，观心澄觉湖生
光。今日始知，人读百遍并非虚言，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是切实的体会。
蘸满墨水的粽子因为信仰的味道格外
甜，经历风霜的经典因为真理的分量
特别重，过来的足迹因为后来者的脚
印而更加深刻。

大有的秋天是高远的。课后步出
教室，天空辽阔，蓝天中不时飘着些
白云，有时看见飞机画出一条线，荡
出或清晰或模糊的波纹；间或看见南
飞的雁成群结队，冉冉从远处飞来，
又振着有力的翅膀以不变的节奏向前
飞翔。我问过西北的同学长风万里送
秋雁的宏伟场景，也问过东北的同学
沙场秋点兵的大漠豪气；大家更喜欢
今日阳光灿烂的北京，格外欢喜白云
头顶飘、蓝天时常有的大有。大有的
天空是辽阔而深邃的，知识的海洋是
无涯而深沉的。在这片宽广的天空
下，我们遨游知识的海洋，徜徉学习
园地，坚守意识形态阵地，攀登科学
理论高地，参观党性锻炼圣地，充满
美好的遐想。

大有的秋天是美丽的。“自古逢
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
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是不
错的佳句。红花点点已经低垂紫薇枝
头，形态各异的葫芦瓜吊在弯曲的廊
道，俏皮地挡住前行的路，翠鸟静静
地立在上面休憩，等着更美的早晨。
日子一天天过去，银杏开始变黄，听
说金黄一片的大有最美，也听说层林
尽染、色彩斑斓的大美大有，其实人
生不欲美，此刻就很美。满目青山空
念远，不如怜取眼前处。我们并不求
最美，只需珍惜此刻最佳处。

大有的秋天是深沉的。有人说，
在大有住过的人会更加清醒而自信。
因为静影沉壁，亭台楼阁，烟波暮
霭，曾记往昔兴替。楹联悄挂，石雕
画枋，刻画掌故，更知历史深沉。看
过红船远航，读过党史开篇，理论更

加清醒，精神更有定力：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才有未来；不忘初心，坚
定信心，更有决心。

我曾走过大有的春天，曾踩着倒
春寒后的满地落叶静静地走进校园深
处，在雨水之后发现最清晰的足印总
是留在最泥泞的路上；我曾见过大有
的夏天，倾盆大雨之后，听着蝉鸣鸟
叫，看见蚯蚓爬过松软的土地，为雨
后的如洗碧空而倍感欣喜；也曾在人
流如织的上课路上，看到同学们突然
安静下来，看湖上几只小天鹅排队学
飞的可爱样子。我曾经感慨，春有百
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在党校
愉快学习时，便是人生好时节。

大雁南飞是规律，叶落知秋是时
序。我知道，大有的秋天也许会在数
树深红入浅黄中进入中段，也会在一
场场淅淅沥沥的雨后而步入深秋。虽
然步履匆匆，我依然会憧憬山明水净
夜有霜、深红金黄花满地的秋光校
色，依然畅想银装素裹玉冰清、梅花
香自苦寒来的大有之冬。纵然人有悲
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我们在岁月
荏苒中感知人情冷暖变化，更珍惜中
年再学习的宝贵时光。

记得，来时曾经跟孩子有个约
定，“读书都很辛苦，但我会和你一
样晨读，白天认真听课，晚上作业自
习，放假回来时，我们一起比比背过
的诗词、读过的文章，看谁在秋天更
加硕果累累”。在大有，让我生活如
四季时序一样有规律，更让我知道读
书如登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步伐
坚定；学习如逆水行舟，必须一竿一
竿撑进、奋力接续。在懂得爱的年
纪，有缘相识；在知道珍惜的时光，
有幸相学。我知道成长比成功更重
要，成熟比成才需要更多时间洗礼，
做人比做事需要更深锤炼。也许放假
的时侯，我还会告诉孩子，向老师学
习、向同学学习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的，在一起的日子并不会太久，就像
秋天刚来也可能很快会去一样，师生
情、同学谊和知识一样需要好好珍
惜。而向书本学习，向身边学习，向
实践学习，学思践悟是一辈子的事。
在大有，需要仰望星空的情怀，需要
志存高远的意趣，更需要实事求是的
坚守。大有之外，天天好好学习，没
有学长督促，没有老师指点，更需要
把学习当作一种习惯自觉遵守，一种
修炼常常躬行，一种品格时时保持，
一种精神始终弘扬。

（作者系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修班
学员、中国记协国内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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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陆君

⦾资讯

本报讯 （记者 柴葳）“作为中
国新诗的发祥地，北京大学伴随着新
诗走过整整一个世纪，推动了新诗从
无 到 有 、 从 稚 拙 到 成 熟 的 伟 大 蜕
变。”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日前在北
大举行的中国新诗百年纪念大会上表
示。

在这场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与中国诗歌学会联
合主办的纪念大会上，北京大学中国

诗歌研究院院长谢冕深情回顾了新诗
诞生、发展到日臻成熟的历程。

作为中国新诗百年系列纪念活
动，“中国新诗百年纪念大会学术论
坛”还吸引了谢冕、晓雪、骆寒超、
吕进、叶橹、孙绍振、洪子诚、陈晓明、
赵敏俐、黄怒波等90余名国内外知名
学者、诗人围绕“新诗百年的总体评
述”“新诗艺术特质”“新诗批评与批评
家研究”“新诗与当代的关系”“诗歌
翻译”等议题展开专题研讨。

北京大学纪念中国新诗百年
本报讯 （李明） 45 台中外剧目、

132 场演出、350 多项活动，覆盖全上
海的“艺术天空”系列演出、“扶持青年
艺术家计划”“学生观剧团”⋯⋯由文化
和旅游部主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承办的
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 10
月19日至11月22日举行。

本届艺术节邀约到了音乐、舞蹈、
戏剧等多领域的世界级艺术家与艺术
机构赴上海演出，如里尔卡多·夏伊与
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音乐会、安妮索

菲·穆特、潘德列茨基与华沙交响音乐
团，首次登陆中国的美国顶尖舞团纽约
城市芭蕾舞团将带来《巴兰钦之夜》。

值得一提的是，艺术节中的艺术教
育板块由特别活动、艺术进校园、学生
进剧院、艺术交流四个部分组成，将举
办 50 项 100 多场活动。其中“艺趣社”
将深入到上海市具有美术特色的中小
学、大学和职校，通过多种新兴美术形
式改造校园空间，让学生们在平实的生
活实践中提升艺术素养。

上海国际艺术节重视推广艺术教育

本报讯 （郭鹏） 日前，根据张新
科长篇小说 《苍茫大地》 改编的同名
大型原创红色话剧，在南京、徐州两
地的部队、学校、烈士纪念馆等地演
出七场，共计8000余人次观看，刮起
了一股“红色旋风”。

《苍茫大地》 是首部表现雨花台烈
士英雄事迹的长篇小说，作品与中国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风雨飘摇的历史现

实严丝合缝，塑造了以家国为念、执
着追求真理的共产党人许子鹤的光辉
形象。话剧 《苍茫大地》 由徐州工程
学院师生自编自导自演，通过演员精
彩的演技、精准的投影技术、逼真的
场景布置和精美的道具安排，真实再
现了一幕幕生动的历史场景，深刻诠
释了“信仰、忠诚、为民、担当”的
雨花英烈精神。

原创红色话剧《苍茫大地》巡演
本报讯 （肖聪） 由文化和旅游

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
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将于 10 月 13 日至
19 日在苏州举行，将举办昆剧优秀剧

（节）目展演，包括剧目展演和“名家传
戏——当代昆剧名家收徒传艺工程”
入选学生折子戏组台汇报演出，共遴
选和邀请26台优秀剧目参演和展演。

本届昆剧节既有新创剧目，如昆

山当代昆剧院新编剧目《顾炎武》等，
也有传统经典剧目，如上海昆剧团将
演出复排的剧目《琵琶记》，中国戏曲
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将演出折子戏专
场。另外，由苏州昆剧院和北京大学
联手推进的“昆曲传承计划”，将中国
传统昆曲艺术与校园戏曲教育有机结
合。届时，北大学子将在昆剧艺术节
上演出校园传承版《牡丹亭》。

校园版《牡丹亭》将亮相昆剧艺术节

三十多年前，我所就读的师范
学校在外地一个县城，离家不过一
百多里地，以现在发达的交通，简
直就跟在家门口一样，但在那时，
却感到极为遥远，回一趟家非常麻
烦。我刚考入师范那年，入学不久
就是中秋节，又逢周末，学校允许
学生回家。

其实我们早就打听到学校的消
息，高年级的同乡有在学生会的，
消息灵通，还没等正式发布，就及
时透露给我们。彼时，我们来回必
须坐火车，没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
具。记得我们是吃过午饭动身的，
十几个乡人同行，虽是小县城，但
我连车站的方位还记不清，怎么买
票也不知道，就亦步亦趋地跟在别
人后边。

忘记了是怎么挤进车厢的，印
象中只觉得很拥挤，人挨人，脚尖
着地，在过道里被推来搡去，喘气
都不均匀了，从未见过这么多人挤
在一起，这情景对我这样的矮人不
沾光，心里也有点害怕。这并不长
的行程一路要经过五个车站，每站
都停，使人觉得腻歪。就这样摇摇
晃晃地站着、等着，听车轮与道轨
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以及火车到站
和出站时发出的高亢粗野的吼叫。

在拥挤和喧闹中，好容易到了
我们的县城，下了车却没有北去的
汽车，顿时又一阵沮丧，只好耐心
等待。问问汽车站里边的人，也不
知道车什么时候来，眼看着太阳西
下，我们都沉不住气，于是商议步
行回家。县城离家也就三十里地，
我们都是乡村出来的，在家干惯了
农活，对此并不打怵。我们宁愿走
路，也不愿在这里无休止地傻等。

出了车站，出了县城，沿晏黄
路向北走，这是通往县城以北五个
乡镇唯一的一条柏油路。沿着柏油
路，我们边走边说，说着学校里的
新鲜事，说着家里的情况，说着各

自的经历，也并未觉得累。路上有
破旧的货车，冒着咕嘟咕嘟的黑烟
超越了我们；也有拉东西的驴车，
赶车的吆喝着驴子跑远了；还有骑
摩托车的，一溜烟远去，扬起一阵
烟尘；更多的是下班回家的姑娘小
伙，他们骑车飞快，洒下清脆的车
铃，轻松潇洒⋯⋯

不知不觉，一轮圆月悬于空
中，西边隐约还有几缕淡淡的晚
霞，这是少有的月光与霞光对接的
时刻，我们不约而同转向东方，惊
奇地叫道：“月亮，月亮！”好像平
生第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圆这么美
的月亮。

待月光完全明亮起来，行人已
经稀少了，地下夸张地投下我们错
乱重叠的身影。下了柏油路，走向
土路，走到我们熟悉的田间小路，
踩着松软的泥土，望着村落里或明
或暗的灯火，更让我们觉得亲切，
家就在眼前了。路两边是棉田，棉
花的叶子已洒满晶莹的露珠，看上
去一片明晃晃的，露珠调皮地钻进
我们的衣服，身上有点潮润了。天
上一轮圆月，地下一片清辉，田中
处处银白，故乡的中秋之夜静谧安
详明亮，脑际突然闪过一句诗——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此情
此景，太贴切了！

人越走越少，都分散着回到各
自村里，我和金华玉溪等几个学友
最远，坚持到最后。家人预先不知
道我回来，于是急忙搬出桌子凳
子，坐下问这问那，颇为惊喜。

月光更加皎洁，坐在庭院里听
到各处传来划拳行令的声音，空气
中弥漫着美酒的醇香，还有乡村节
日特有的炸鱼炖肉混杂的香味，而月
饼是必不可少的美食，还有起沙的西
瓜，这一切诱人的美味，无不寄予着
团圆洋溢着甜美浓缩着亲情满含着
期冀，这是故乡中秋的味道⋯⋯

（作者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月是故乡明
韦清

“天上一颗颗闪亮的星，地上一
个个小小的我，我想轻轻地对你
说，请你静静地听我说⋯⋯”日
前，现实题材原创儿童剧《我想对
你说》在中国儿童剧场上演，拉开
了中国儿艺参演2018年国家艺术院
团演出季的序幕，孩子们真挚的表
演感动了在场的观众，赢得了阵阵
掌声。

《我想对你说》由中国儿童艺术
剧院与北京市东城区分司厅小学的
师生共同创作、同台演出，通过

“家长会”这一线索引发各个家庭成
员间的内部矛盾，引导家长、学校
及社会除了看重孩子的身体和学习
成绩之外，也能对孩子成长中的心
理健康有所思考。该剧从构思到成
型历时一年半，为了更“接地气”，
导演马彦伟率领主创团队在筹备之
初就多次深入校园，与教师们就该
剧的情节内容、剧本结构和主题表
达进行了构思与探讨，并分别与教
师、学生、家长多次召开座谈会，
从不同角度听取当今社会有关孩子
成长最真实的声音。

校园中的“知心信箱”也被位
移到了剧中，成为孩子们吐露心
声、诉说烦恼之所在，“当我看到两
大本孩子们写给‘知心姐姐’的来

信时，非常震惊和感动。认真品读
每一封来信，看到在孩子内心深
处，藏着多少父母离异、早恋、友
谊、考试、评优等问题带来的痛
苦、疑惑及不解，那么丰富、真实
和生动。”马彦伟说，这些给予了他
很多创作灵感。

事实上，在中国目前的儿童剧
演出市场中，90%创作都是无论成人
还是孩子，无论花草鱼虫还是妖魔
鬼怪，全由成年演员来扮演，但大
部分校园儿童剧则正好相反，所有
的角色都由学生扮演。《我想对你
说》让儿童演儿童、成年演成年，
不仅锻炼了孩子，也会带给观众更
直接、更清新、更亲切的艺术形象。

“《我想对你说》是艺术教育
与艺术创作相结合的一次探索，也
是‘大手牵小手’的成果之一。让
孩子站上戏剧表演的舞台，接受戏
剧艺术教育，这不仅是将戏剧艺术
送进校园，更是将戏剧艺术‘种’
在校园。”马彦伟告诉记者，在多年
扎根学校的工作中，他强烈感受到
学生对戏剧的热爱，“戏剧教育带给
孩子们的是一辈子的财富，无论他
们将来是否成为戏剧工作者，戏剧
的养分一定会在他们身上永远住下
去。”

戏剧艺术：送进校园，更应“种”在校园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戏剧时间

艺术演绎百年老校

百年老校北京市第
二十七中学注重传承教
育，其前身即蔡元培先
生创办的孔德学校。图
为该校中学生在展示戏
剧课程《我们的孔德》。

周良 摄

中央党校校园一角 殷陆君 摄

翠

鸟

农涛

摄

⦾图说

大有的秋天是高远的大有的秋天是高远的，，
天空辽阔天空辽阔，，蓝天中不时飘着些白云蓝天中不时飘着些白云，，
有时看见飞机画出一条线有时看见飞机画出一条线，，
间或看见南飞的雁成群结队……间或看见南飞的雁成群结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