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剧教育，是眼下的一个热门话题。如
今，到剧院看剧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中小学
的戏剧团体越来越多。暑假将至，社会上或公
益或商业的各种戏剧教育活动也如雨后春笋
般冒了出来。那么，戏剧教育究竟是什么？它
在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孩子？

生命因此而丰富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如何让有限的生命
尽可能丰满，让短暂的一生变得更加厚重？戏
剧，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门。

“勇敢是，当你还未开始就已知道自己
会输，可你依然要去做，而且无论如何都要
把它坚持到底。”在“相约北京”艺术节期间，
由美国蒙大拿大学话剧团与北京四中联袂
演 出 的 话 剧《杀 死 一 只 知 更 鸟》正 式 上 演。
当单纯的孩子们在舞台上激情表演之时，他
们不仅是在用嘴背台词、用肢体模仿人物，
作品传递出来的精神也在不知不觉中滋润
了他们的心灵。

在中国，戏剧教育的重要性正逐渐被认
识。“这些年来，我们的确看到戏剧教育对学生
的发展和成长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让学
生参与其中，把自己变成剧中的某一个人，这
种角色的体验，特别是这种情感的体验，与一
个只被动听老师讲解的学生相比，是完全不一
样的。戏剧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的形式。”北
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说，“我们努力让戏剧能够
丰富孩子们的人生起点，如果实现这个目标，
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的成功。”

在北京四中，话剧演出几乎已成为每个班
级的“必修课”。在戏剧的“课堂”上，孩子们的
生命体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对于初中阶段
的孩子，最初领会话剧可能有点困难。因此，
在排演之前，在分配角色之前，我们要做一个
前期的准备工作。如果是历史剧的话，我们会
要求同学们了解这段历史，对每个角色做出人
物评价和分析。经过对人物角色和历史背景
的用心领会，然后再去呈现，这个角色才是有
生命力的。”北京四中老师孙悦说。

长期工作在少儿戏剧一线的中国儿童艺
术剧院导演杨成对此颇有感触，他说：“戏剧不
只是让孩子站到舞台上背台词、唱歌跳舞，或
者演什么样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要深刻体会到
每一个角色背后的人物命运。在假定的空间
里，理解这些角色之间的关系和矛盾。这其实
是一个了解自我、了解他人的过程。”

“感谢戏剧，让我看到了世界的样子。戏

剧，就像春雨一样滋养了我的心灵。”回顾自己
三年来的业余戏剧生活，北京四中初三年级的
学生郑涵昀发出感慨。在北京四中，同学们对
戏剧表演充满了巨大的热情，他们排演的戏剧
甚至走出国门，走到了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舞
台上。许多孩子也因此走上了专业道路。

舞台上的品德课

戏剧教育，到底在教育什么？
“现在独生子女居多，在戏剧表演的过程

中孩子们学会了合作，学会了相互谦让。”北京
人民艺术剧院导演唐烨说。

“中国文化有这么丰厚的老底子，很多故
事都可以改编成戏剧，这些故事往往彰显了勇
敢、善良等品质。”杨成说。

“从剧本到舞台，需要孩子们付出巨大的
努力。因此，戏剧参演是一种对意志力的磨
炼。”北京四中老师于鸿雁说。

“戏剧表演让孩子们解放天性、刺激他们
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让他们逐步养成发现美、
鉴赏美、创造美的人格特征和生活方式。”北京
人艺戏剧博物馆社教部主任陈利说。

可以说，戏剧教育就是舞台上的品德课。
在这堂课上，孩子们潜移默化地接受着高尚道
德的洗礼，磨炼着意志品质，塑造着完善性格。

经过大量戏剧教育实践，陈利发现，越来
越多的学生参与到戏剧活动的编、排、演过程
中，体悟到了艺术家精益求精、认真负责的做
事态度，提升了文化解读能力，更在亲身体验
中学会了如何待人接物、与人沟通，学会如何
正确认识自己，如何理性思考未来、科学规划
未来。不论是话剧团的小演员，剧务、场记、摄
影等学生工作人员，还是观看话剧表演的学生
观众，都发生了令人惊喜的变化。他们褪去自
卑和羞涩，更加懂得团队协作，懂得坚持，逐渐
走向成熟与从容。

“你说你是为梦想，所以你可以付出自己
休息和学习的时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己
为数不多的几句台词；你说你是为梦想，所以
你可以忍受外界不理解的目光，专心做自己应
该做的事；你说你是为梦想，所以你可以在听
到导演要求删戏的时候心中虽有万般不舍却
含泪点头；你说你是为梦想，所以你才可以在
我们和你聊起有关话剧的话题时不自觉地微
微一笑，然后淡淡地说一句：‘值得’⋯⋯人生，
总要有点追求。——观剧学生罗茜。”这位同
学吐露的心声让人欣喜，也让人感受到戏剧教
育对孩子心田的滋润。

文化交融有捷径

戏剧的舞台，为外国孩子了解中国打开了
一个新通道。

去年夏天，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假日经典小
剧场，8个美国孩子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向观
众演绎着《刻舟求剑》《班门弄斧》《滥竽充数》
等成语故事，让人拍案叫绝。“去年 7 月 9 日，作
为第六届中国儿童戏剧节首部小剧场剧目，中
国儿童艺术剧院、美国米苏拉儿童剧院和美国
蒙大拿大学孔子学院共同打造的美国版‘中国
故事’之《成语魔方》在北京首演。”杨成告诉记
者，一个美国儿童剧院用中文演出一部中国儿
童剧，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都说中文难学，但是戏剧表演却打破了这
个“规律”。“8 个美国男孩儿演 21 个角色，整整
一个小时的舞台表演时间，我们只用了 10 个
工作日就完成了全部排练。”杨成的介绍让记
者感到不可思议。

这恐怕就是戏剧的魔力，当小演员完全沉
浸在剧本故事中时，感官和潜能都被充分激
发，语言障碍被轻松跨越。戏剧表演的成功也
进一步增强了外国孩子了解中国文化的兴
趣。据美国蒙大拿大学孔子学院美方院长陈
苏寒介绍，在美国，有的孩子觉得汉字特别酷，
有的孩子喜欢中国功夫，因为各种原因希望学
习中文的孩子不在少数，但中文学习的难度让
他们很难深入掌握。这次排演中文戏剧，让孩
子们学习中文的积极性明显加强。

在文化体验过程中，看一看，远不如演一
演来得深刻。因此，在中外文化交流中，针对
青少年的戏剧教育恐怕是一个绝佳的手段。

“艺术是共通的，有了语言和戏剧的互相
作用，孩子们对不同文化艺术内涵的了解会更
深，也会有更强的学习动力。”陈苏寒认为，此
次合作教学对中国文化传播有了新的启发。
记者了解到，在剧中饰演南郭先生、子路和鲁
班等角色的美国孩子蓝森，已经开始了对中文
的系统学习，他还决定，未来要深入研究中国
文化。

戏剧，打开另一扇门
□ 李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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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海农科奇观一片草长莺飞的山
坡下，曾经的上万平方米养花大棚已被
装饰成临时珍木根艺展馆。走进这枯木
断根的根艺世界，呈现在眼前的是来自
不同国家的精美作品。

“赶快建展馆。我从没见过如此震
撼的根雕珍木收藏，规模之大，作品之
奇，令人惊叹。”参加过人民英雄纪念碑
及南京长江大桥和毛主席纪念堂建设的
著名雕塑家、国家一级美术师李祯祥激
动地说。

走进展厅，就进入了一个根木的世
界。一件件根雕作品仿佛从远古走来，带
着苍劲典雅的磅礴气势，伫立在你眼前。
作品《天马》身高1.3米，长4.2米，缅甸花
梨皮黄肉红，木纹细腻，鼻孔为天然两树
洞，均衡的马头比例，堪称造化神奇。

著名美术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教
授李福顺感慨地说，中国从古代宫廷到
民间艺术，都有抽象艺术的展现。这组

《人生百态》，24个作品，最大的有 4米多
高，重量达到 3 吨，由缅甸梨木树瘤的自
然形态表现出各种面部抽象姿态。喜怒
哀乐，酸甜苦辣，基本不加雕饰，自然呈
现出来。“这可是绝无仅有的天然好作
品，这就叫天趣。”

看着这些美轮美奂的根雕作品，以
雕塑鹰见长的姜翔玲又一次激发出创作
热情。她说：“我看好一块原木根料，可
利用根瘤根茎雕塑一个雄鹰破云而出的
作品。”

此次展出的是珠海日东集团的藏
品。其中既有来自异域他乡的珍稀红
木，又有自古以来宫廷专用的金丝楠，还
有大量号称古化石的乌木。《鲸鱼》这个
发掘于缅甸的纯天然的乌木作品，兼备
木的古雅和石的神韵，完全没有人为雕
琢的痕迹，是大自然鬼斧神工孕育的天
然作品。中国根艺美术大师熊明瑞指着

《虎虎生福》介绍，这件作品选自优质的
金丝楠老料，顺应根材天然形成的肌理
和形状，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个神来之
笔的“福”字，字的右上角呈现一只上山
虎，左上角是一只下山虎，两只老虎交相
呼应，栩栩如生。

日东集团早期还收藏了一些红豆
杉、榧木等国家保护根木。董事长李日
裕说，这些受国家保护的植物是不能买
卖的，将来展示给世人，可以让人们认识
这些稀有珍贵的植物。多年来，日东集
团对世界上濒临灭绝的珍稀树种持续关
注，四处收集。2001 年，日东集团在珠
海建立了国内首个世界级珍稀树木根艺
博物馆。

“父亲是木工，从小受他的影响，自
己对木头也情有独钟。无论走到国内外
什么地方，只要有人推荐木头树根，我就
去看去买，乐此不疲。就这样，用了近
20 年时间，收藏了世界各地上万件根艺
木雕作品，也有了自己的木工厂。”李日
裕说，眼下这个临时馆棚还没有正式对
外开放，已经接待了来自美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及中东等国家的客人。

好的东西一定要留在祖国，这是李日
裕闯荡海外多年最想表达的心声。李日
裕说，有些珍稀树木现在已无法找到了。

不久前，日东集团已和澳大利亚、新
西兰等国接洽，合作将具有中国文化元
素的榫卯结构的木楼建成五星级酒店推
向世界。相信这些珍贵的根雕木艺，将
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更快走向国际
舞台。

一件件根雕作品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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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茹萍

一片丹心

向阳开

陈 颐

这是一场令人心潮逐浪高的个
人作品演唱会，《江姐》《党的女
儿》《长征颂》《红旗颂》《我爱祖国
的蓝天》《前门情思大碗茶》《敢问
路在何方》《红梅赞》，这些脍炙人
口的红色经典歌曲，深受广大人民
群众喜爱。

6月19日晚，红梅赞——2017阎
肃经典作品全国公益巡演北京演唱会
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唱响，拉开阎
肃经典作品全国公益巡演的序幕。巡
演将陆续在贵州遵义、上海、天津、
重庆、石家庄、杭州、深圳、沈阳、
太原等城市举办公益巡回演出活动。

从军60年，阎肃创作了1000多
部经典作品。老一辈中国人从上世纪
50年代末就开始听他写的歌，一曲
《红梅赞》被几代中国人传唱。阎肃
创作的经典作品，在长达半个世纪的
时光流转中未见褪色，反而历久弥
新，成为留驻在一代代人心底的集体
记忆。

什么是经典？是经过时间的考
验，在人们心中仍然有着崇高威望的
作品。为何阎肃的作品能打动人心？
因为这是深入生活的作品，让人感到
可信，感到心头一热。

阎肃写的歌，既有“雾里看花”
的柔情似水，也有“千里冰霜脚下
踩”的万丈豪情。这些歌没有口号，
没有过分的雕琢，每一句都水到渠
成，每一首都充满了爱国情怀和人生
哲理。他的作品反映了时代要求，唱
出了人民心声。藏而不露的艺术手
法，让人自然而然接受他的作品。

1000 多部作品，灵感来自哪
里？作为一名军人艺术家，阎肃喜欢
下连队。他说：“战士喜欢那就对
了。我们所做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文
艺需要人民，文艺依靠人民，文艺从
人民大众的土壤中生长出来，反过来
要回馈人民。”强烈的时代感和朴实
无华是阎肃作品两大鲜明特征，他的
作品体现了他的情怀和人品。

阎肃就像一株迎风傲雪的红梅，
在雪岭冰霜之间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他又像一段斑驳的城墙，挺起岁月的
胸膛向人们展现沧桑的力量。每当唱
起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曲，他的音容笑
貌便历历在目。人们用举办全国公益
巡演的方式来怀念他，也让这些不朽
的经典作品，伴着美妙的歌声和动人
的旋律，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大运河畔的河北省泊头市曾创造了繁荣的泥塑文化。明清时期，泊头运河两

岸很多农村都以家庭作坊式的形式来制作泥塑产品。

泊头“三痴斋”泥塑工艺创建于清光绪年间，大多取材于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

古典名著。其作品用料讲究，色彩明快协调，造型神形兼备。2013 年，“三痴斋”泥

塑被列入第五批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牟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