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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京剧是童话里的水晶鞋，
可以让普通的灰姑娘刹那间变得光彩照
人。如果没有学习京剧的经历，我可能
还是那只怕羞的丑小鸭。

小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颐和园德
和园大戏楼玩儿，指着“德和园”大匾
告诉我：这是古时候演京剧的地方，京
剧能带你走进传统文化，了解历史，还
能培养多方面的文化素养。这恐怕就是
父母送我学戏的初心吧。

2011年4月16日，8岁的我第一次
来到于淑敏老师家拜师，当时我身高只
到于老师肩膀。于老师让我发发声，又
看我走路的样子，决定收下我。2013年
我首次参加“国戏杯”比赛，表演了
《霸王别姬》；2015年11月，和表妹赴
莫斯科参加中俄青少年艺术节，演出的
《天女散花》获得了满堂掌声。初学京剧
的小小成功，让我有点儿小窃喜。

学戏如做人。过程中既有很多美丽
的音符，也有很多让我难忘的往事。

14岁那年参加“国戏杯”比赛，我
选择了《西厢记》里的红娘，因为喜欢
这个角色，学的时候很用心，可是，有
个高音怎么也唱不上去，多次练习都没
有效果，我急了，想打退堂鼓。回到家
中，不经意地环顾四周，满墙的京剧奖杯、
奖状、道具仿佛一齐向我喊“加油”。那一
刻，一股犟劲涌上来，我下决心坚持学下
去。比赛将近，我跟着老师一遍一遍把每
一个动作都做到位，那个“拦路虎”般的难
点高音，也在我上百遍的练习中被攻克
了。演出很成功，这让我懂得了“心平
德和”与处乱不惊的道理。

故宫大戏楼畅音阁上有一块匾叫

“壶天宣豫”。妈妈说，壶天是仙境的意
思，而京剧本身就是“壶天胜境”，别有
洞天，令人着迷。现在许多年轻人不太
喜欢看京剧，但是，如果能稍微了解一
些京剧知识，懂得从哪些角度去看一出
戏，就会越看越有味道了。当一步步走
进去，便会对京剧情有独钟，因为它有
永远咀嚼不完的美妙与深邃。

京剧的故事很好看。京剧剧目号称

“唐三千宋八百，看不完的列三国”，通
过观戏可以了解历史。小学背 《长恨
歌》的时候，有的地方不大理解，通过表
演“太真出浴”，我领略了“回眸一笑百媚
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美和诗中“在天愿
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情境，学戏
帮助我提高了古诗词鉴赏水平。

京剧的表演有味道。有虚有实、很
有看头。《拾玉镯》是京剧虚拟化的代表
作，老师经常作为启蒙戏教给初学京剧
的小学生。剧中主角孙玉娇是个年轻女
孩，活泼可爱。我9岁时就学孙玉娇轰
鸡、喂鸡、穿针引线做针线活。在台上
鸡和针线都没有，全靠演员用眼神和动
作表现出来。演员脚下来回跑着小圆
场，双手左一下右一下做出往外轰的姿
态，眼睛游动看着地上并不存在的

“鸡”，这一套动作连起来做，让观众感
觉真有一群小鸡被赶出门了。再如《红
娘》里小红娘出门查看，见没有人看到
小姐进西厢，高兴得跑回来报信，没想
到门已经被关上了，她一头碰到门上，
手下意识摸脑门，回头用眼神向观众做
了一个惊奇表情，又做了一个关门状，
然后转回去用手拍门，再止住。这个表
演中没有门，头碰到门，一揉一拍，全
靠演员用虚拟方式表演出来。

京剧的内涵很丰富，集中体现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有
的剧展现对真善美的追求，如 《金玉
奴》；有的传扬忠义孝道，如《赵氏孤
儿》；有的表现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如
《西厢记》；有的是对忠君爱国的鼓励，
如《岳母刺字》；还有对官员刚正不阿的
歌颂，比如《铡美案》。

我的老师于淑敏有几十年的演艺历
练，退休后,在梅葆玖先生的建议下,怀着
对京剧的传承和热爱普及京剧艺术。除
了教我们认真学戏,于老师还教我们认识
京剧的博大精深，她告诉我们，京剧塑造
的舞台形象是对中国女性最完美的演绎。

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给了我极大的
影响。我们家每个人都喜欢看戏，不仅
喜欢京剧，还喜欢黄梅戏、评剧。我对
京剧的热爱，得益于老一辈的引领和传
承。

姥姥说，太姥爷戎马一生，是一个
京剧票友。太姥爷经常唱白脸曹操、董
卓等角色。他嗓子好，声音宏亮，唱得
特别准，道白吐字清晰。有一次太姥爷
带姥姥去看他唱戏，太姥爷演 《捉放
曹》中的白脸曹操，怒冲冲抽出剑来杀
人，杀完后太姥爷把刀很生气地插入刀
鞘，结果太过着急没插好，刀掉地上
了，看戏的都笑起来，姥姥觉得很丢人。

我的外曾祖父也喜欢看戏。1953年
全家搬到北京，外曾祖父经常带姥爷去
吉祥剧场看京剧，姥爷说他属猴，最喜
欢看京剧《大闹天宫》，回来常常拿个棍
爬上房顶，学孙悟空舞棍，打碎了不少
房顶的瓦片，挨了不少骂。

每次听姥姥、姥爷讲他们小时候的故
事，我们全家都会笑得前仰后合，一片其
乐融融。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畅音
阁上那块匾“导和怡泰”。京剧的确能带
给人们“一团和气，怡悦泰然”，对京剧的
热爱也将我和太姥爷、外曾祖父连在一
起。所以说，京剧是有温度的传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二
学生）

京剧：有温度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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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课堂

⦾资讯

在外企工作的范江虹从
小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经常
到美术馆看展览。几年前，她
在网上看到中国美术馆招募
志愿者的通知，便开始了为美
奉献的志愿服务之旅。

在中国美术馆，志愿者导
赏员成为联结艺术与公众的桥
梁。馆长吴为山称赞志愿者的
奉献体现了对艺术与美的尊
重。“他们的微笑与一般人是
不一样的。”吴为山说，因为传
播美，他们的快乐更纯粹。

2019年，中国美术馆举
办了一系列紧扣时代主题的大
展。在“美在河山——中国美
术馆藏风景题材作品展”“民
族大团结雕塑作品展”“记忆星
尘——纪念周海婴诞辰九十周
年摄影艺术展”以及刚刚闭幕
的“伟大历程 壮丽画卷——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美术作品展”四个大展中，

“我们的志愿者圆满完成展厅
讲解任务，讲解时长达974小
时，接待团体参观近50家，服
务观众1万余人”。盘点志愿
者的工作，中国美术馆公共教
育部的张帆不无自豪。

2016年加入志愿者队伍
的曾卫京欣慰于与艺术对
话、与观众交流碰撞出的惊
喜。她记得在导赏吴为山雕
塑《行走的马克思》时，每
每会跟观众强调，马克思夹
的那本书不是《资本论》，观
众总是会心一笑，可能一方
面感受到艺术家的幽默，另
一方面从细节中体会到艺术
家的别具匠心。“这一个多月
为雕塑作品展作导赏，对我
也是一次艺术之旅，一次心
灵洗涤之旅。”她说。

“在这里当志愿者使我的
自我不断完善，更重要的是
提高了我退休后的生活质
量，有一种幸福感。”在美术
馆的志愿者队伍中，有不少
像钱学勤这样的老同志。
2006年成为志愿者的耿凤珍
特别喜欢“共享艺术的快乐”
这个口号，“当你导赏的时候，
你与观众之间通过美术作品
建立起共鸣的时候，就是共享
艺术快乐的时刻。美国艺术
300 年、德国表现主义作品
展、瑞士银行收藏展⋯⋯参与
过多少次大展的导赏已经记
不清了，但说实话，我为自己
感到骄傲。”另一位荣誉志愿
者徐隐鸾也有这样的骄傲，朋
友们都愿意让她带着来看展
览。“这十年不光是奉献，我也
获得了精神的提升，也进一步
增强了对艺术的热爱和感受
力。”荣誉志愿者崔暖华说。

据介绍，中国美术馆今
年还推出了小小志愿者项
目，招募小志愿者参与展览
导赏。项目课程依托国家级
美术馆的社会影响力和丰富
的馆藏资源，通过暑期集中
培训的形式让青少年获得欣
赏美的能力，挖掘他们的表
达潜力，通过在美术馆这一
国家级的艺术平台，用孩子
们独特的语言和讲解方式传
播中国文化。30名学员中有
11名小小志愿者通过考核，
并在10月上岗，为观众讲解

“美丽中国——色彩意象中的
世界”展。

12月5日是国际志愿者
日，美术馆里的志愿者在为美
奉献的同时也被美滋养，深刻
地诠释了志愿服务的真义。

共享艺术的快乐
本报记者 王珺

本报讯 近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
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承办
的“全球视阈下的中国戏曲海外传播高
峰论坛——戏曲的东亚传播”在北京举
行。论坛旨在进一步梳理中国戏曲与东
亚各国之间的戏剧交流历史，为中外戏
剧传播的比较研究提供思路，并为中国
传统文化“走出去”提供参考。

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孙

萍表示，历史上著名的京剧科班“富连
成社”曾于上世纪 20 年代出访日本，与
日本著名歌舞伎艺术家“二代目”市川
左团次进行了关于京剧文化传播的交
流，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
贡献。希望此次论坛能够促进中国艺术
家、学者与日本戏剧艺术家的再次合
作，加强深层次的交往与互动。

（伊湄）

中国戏曲海外传播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讯 沈阳大学评剧艺术研究中

心近日揭牌，并为吴乾浩等中国艺术研
究院专家颁发了聘任证书。

沈阳大学评剧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当代评剧名家冯玉萍认为，评剧艺术研
究中心落户高校是全国首例，研究中心
要将评剧艺术研究真正融入学校各项工
作，将传统艺术在高校发展传承。

沈阳大学党委书记苏文捷表示，研

究中心将围绕“立足沈阳、服务辽宁，
聚焦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定位，以传
承和弘扬评剧艺术为己任，在评剧人才
培养、艺术实践、剧目创作等方面开展
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学校努力将中心
建设成为在辽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评
剧理论研究基地、评剧艺术创新中心和
评剧新剧目传播平台。

（王秋颖）

沈阳大学评剧艺术研究中心成立

2013 年周涵第一次参加“国戏杯”比
赛。 本文作者供图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新时
代新形势下，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安阳工学院
始终坚持把自身发展融入到国家与民族发展的
宏伟事业之中，始终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扎根中原大地办大
学，坚持“教育资源”与
“文化自信”同向同行

学校凭借安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
积极实施安阳文化进校园工程并从中获得深厚
的文化滋养。近年来先后设立“安阳地方文化
教研室”，开设“弘扬红旗渠精神”“周易文化
鉴赏”“甲骨文艺术鉴赏”等一系列特色选修
课程；开辟专题网站和 《安阳工学院学报》

“红旗渠精神研究”专栏；投资 200 余万元建
成了安阳地方文化展馆，积极开展富有地方特
色的中华文化传承活动，“安阳文化周”“安阳
文化大讲堂”已形成文化品牌。在思想政治理
论课等实践教学中，发挥中国文字博物馆、殷
墟、羑里城、岳飞纪念馆、红旗渠等安阳地方
文化资源，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和爱国
主义教育；在校园景观建设中，“安阳文化进
校园”工程获批河南省首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特色品牌重点建设项目，并荣获“河南省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优秀品牌”称号。

抓好课堂教学主渠
道，坚持“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同向同行

安阳工学院，打造两大“提升”，确保三
个“着力”，制定了 《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
革创新的实施办法》，在教师队伍建设上下功

夫，坚持引进和培养并重，教学素质与科研能
力并重；加强思政课教师和专职辅导员的引
进，加强对骨干力量的培养。在思政课改革力
度上下功夫，从理论讲授、实践环节、考核方
式上进行改革和试点教学；在加大政策倾斜力
度上下功夫，保证思政课教师职称评审优先、
平台建设优先、人才推荐优先、经费保障优
先。最终，着力筑牢青年学生的信仰基石，打
牢高校学生成长发展的科学思想基础；夯实青
年学生的人生根基，擦亮青年一代鲜亮的精神
底色；激扬青年学生的青春梦想，凝聚青年一
代开拓奋进的磅礴力量。

为整体推进学校课程思政改革。学校进一
步提高教师对课程思政工作的认识，提高教师
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各类课程教学的能力，明
确课程育人目标、优化教学方案、健全评价体
系，实现红专并进。深度挖掘专业课程所蕴含
的思政教育资源，解决好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
相互配合的问题，发挥所有课程育人功能，构
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
的课程体系，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

推动学校内涵发展，
与地方合作共建共赢

近年来，学校坚持“地方型”“应用型”
的办学定位，紧紧瞄准“建设特色鲜明应用型
大学”总目标，深入实施“人才强校、质量立
校、特色兴校”三大战略，全力推进硕士单位
立项建设和航空专业集群建设两项重点工作，
加快推动“人才建设工程，教学质量提升工
程，学科攀登工程，条件保障工程”四项工
程，聚合力、求突破，重改革、抓落实，一步
一个脚印，走出了特色鲜明应用型大学建设的
新路径。

（一） 立足地方性，优化学科布局与专业
设置

学校注重加强学科建设，不断提升学科实

力。全力打造“人机与环境工程”“遗传学”
“应用化学”“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

学”5 个省级重点学科，积极争取新的省级优
势特色 （重点） 学科建设点；大力扶持材料加
工工程、环境工程、模式识别与智能控制、计
算机应用技术、会计学等校级重点学科，创建
新的优势。同时依托“应用化学”“机械制造
及其自动化”“遗传学”3 个河南省重点学科，
着力推进硕士单位立项建设。

学校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推进高标准专业
实验室建设，引进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等
高层次人才，每年引进 50 名博士，提升了师
资水平；积极构建科研平台，建有“河南省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国家精准农业航空施药
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安阳工学院分中心”

“河南省动物疫病防控与营养免疫院士工作
站”“棉花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安阳工学院
基地”“河南省兽用生物制品研发与应用国际
联合实验室”“河南省野生棉种资源挖掘与利
用工程实验室”“河南省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
技术装备工程研究中心”“河南省生物再生能
源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省高精密主
轴工程实验室”“河南省全媒体科普传播中心
创作基地”“河南省高校机床测试与仿真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开展应用技术研
究。

目前，学校机械工程领域在高端数控装备
关键部件设计与仿真分析、现代循环农业装备
系统集成及应用、康复训练机器人优化设计与
信息融合、农业航空精准施药技术与控制等研
究领域，在省内具有独特的优势；化学工程领
域在新型多功能复合材料、绿色化学技术、天
然产物提取及药物合成工艺等研究领域，特别
是在低温电沉积制备纳米铝、天然产物低温亚
临界萃取与纯化等研究方面为区域产业发展作
出了重大贡献；生物工程领域在作物转基因研
究与利用、高活性有益菌和高亲和力免疫效应
分子的研发、高附加值农副产品分离及利用等
方面，特别是对野生棉基因组相关研究和利用
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近年来，学校教师主持国
家级别科研项目 25 项，主持省部级项目 81
项，主持市厅级项目 789 项。

（二） 坚持应用性，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

学校坚持围绕国家战略、中原经济区和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突出特色、强化优势
为核心，重点升级社会需求量大的六大工科专
业集群和应用文科专业集群。同时，对接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中原经济区和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发展战略，整合电商、经贸、传
媒、知识产权、艺术等现有专业，打造应用文
科专业集群，重点建设“河南省全媒体科普传
播中心创作基地”“红旗渠精神研究院”等人
文社科研究基地。学校目前开设有 57 个本科
专业，建有省级特色专业 6 个、省级一流专业
5 个、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7 个、省级本科
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 2 个、省级精
品课程 2 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9 门、省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4 个、省级虚拟仿真实验室
4 个、省级教学团队 1 个，拥有省级教学名师 1
人、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 8 个。2016 年以
来，学生荣获各类科技创新和专业竞赛奖项
1214 项，其中国际一等奖 3 项，国际二等奖 4
项；国家特等奖 2 项，国家一等奖 31 项，国家
二等奖 66 项，国家三等奖 75 项；省级特等奖
19 项，省级一等奖 191 项，省级二等奖 322
项，省级三等奖 357 项。

（三） 对标高水平，实施特色兴校重要战
略

2012 年安阳工学院正式成立飞行学院，依
托飞行技术专业，跨学科、跨学院、跨专业整
合全校资源做大做强“航空专业集群”，专业
设置包括飞行技术、飞行器制造工程、飞行器
适航技术、交通运输 （民航电子电气方向、民
航机务工程方向、航空签派方向、机场运行方
向）、物流管理 （航空物流方向）、安全工程

（航空安全方向）、商务英语 （民航服务方向、
航空乘务方向） 等 12 个本科专业方向，以及
直升机驾驶技术、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2 个专科
专业，形成了以飞行技术专业为核心的航空专
业集群。今年申报了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
业，还将相继开设航空食品、航空经济管理等
专业方向。学校拥有美国 ISCAO 航校、美国
SAA 航校、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珠海中航

飞行学校、新疆天翔航空学院、台湾中华科技
大学等 12 所合作院校；拥有美国航空运动协
会 （ASA）、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河南分公司、
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河北致远通用
航 空 有 限 公 司 、 河 南 中 宇 通 用 航 空 有 限 公
司、安阳全丰航空植保科技有限公司等 12 家
校企合作单位。学生规模由最初的 16 名，发
展到今天的在校飞行学员 352 名，在校航空专
业集群学生 1100 余人，已经培养出 4 届飞行技
术专业毕业生，全部是订单式培养，顺利签约
顺丰航空、昆明航空、上海吉祥航空等航空公
司，过硬的培养质量得到航空企业的好评和肯
定。

近 3 年来，学校斥巨资购置一架波音 737-
300 型飞机，投入了 5000 余万元购置仪器设
备，建设飞行机务实训中心和航空物流管理实
训中心，飞行机务实训中心包括 B737-300 飞
机实训平台、飞机系统实验室、飞行模拟实验
室等 20 个实训室；航空物流实训中心包括综
合业务实训室等 4 个实训室。开辟有中国南方
航空公司河南分公司、国家体育部门安阳航空
运动学校、青岛九天国际飞行学院、珠海中航
飞行学校、新疆天翔航空学院、河北致远通用
航空有限公司、河南中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等
国内实习实训基地，以及美国塞拉航校、美国
ISCAO 航校、美国 SAA 航校、美国航空运动协
会 （ASA） 等国外实习实训基地。

优势成就特色，特色引领发展。学校先后
荣获“省级文明单位”“河南高等教育最具品
牌影响力的典范高校”“河南省十大创新创业
典范高校”“河南高等教育就业质量最佳示范
院校”“河南综合实力 20 强领军高校”“河南
最具就业竞争力领军高校”“中国产学研合作
创新成果优秀奖”“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河南人
民满意的十大高校”“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河南
最具国内就业竞争力高校”等荣誉称号。站在
新的历史节点上，安阳工学院将始终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牢记初心使
命、立足育人根本，服务地方发展、贡献安工
智慧，扎扎实实办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安阳工学院校长 景国勋）

同向同行 共建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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