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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岁的王馨瑶是河北雄安新区
雄县三小的四年级学生。2019年1月
4日晚，是她未来人生里都将难以忘
怀的一夜。

这个晚上，她与学校合唱团的同
学们一起登上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
舞台，与钢琴家郎朗、小提琴家劳
黎、音乐人许巍同台，表演了《让我
们荡起双桨》《茉莉花》《蓝莲花》

《鼓舞我心 （You Raise Me Up）》
等多首歌曲。当晚，包括她在内，共
有来自雄安的三支小学合唱团，来自
大凉山的彝族玛薇少儿艺术团及其他
选手，登上国家级舞台表演舞台。

王馨瑶是 2018 年暑假后加入雄
县三小合唱团的。因为身处乡村，教
育理念和条件都比较落后，父母没有
送她上过任何与艺术有关的培训班。
在学校，音乐课也只是教一些简单的
儿歌。王馨瑶在加入合唱团之前，还
看不懂五线谱，音乐基础几乎为零。
而像她这样的学生，在雄安新区的雄
县、容城、安新等3县及周边部分乡
村地区，并不在少数。

“乡村的艺术教育普及率很低，
绝大多数乡村孩子没有接触艺术教
育的条件和机会。”北京荷风艺术基
金会创始人李风在实地考察了中国

许多乡村地区后，于 2013 年在雄安
安新县的端村建立了首个艺术教育
实验校，为乡村孩子免费普及艺术
教育。

很快，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来
了，中国爱乐交响乐团的艺术家来
了。再后来，探索艺术教育新模式的
腾讯也来了。2017 年 11 月，腾讯与
北京荷风艺术基金会，共同发起“艺
术行动”——乡村孩子艺术教育普及
公益行动，联合中央音乐学院、中国
爱乐乐团、中国交响乐团、首都师范
大学等十余家国家级顶级艺术院校和
专业院团，共同探索新时代下的乡村
艺术教育解决方案。

针对乡村艺术教育普遍存在的
“缺内容、缺老师、缺硬件、缺舞
台”等问题，“艺术行动”提出“线
上课程、线下培训、教学实践及社团
组建、成果汇报”的解决方案。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副教授李
刚，2018 年 7 月参与到了对雄安数
百位艺术教师的线下培训。他讲授
的课程是“零基础组建合唱团及合
唱指挥”。培训班一结束，老师们就
回校组建了合唱团，雄安三县从原
本 30 多支合唱团，发展出了 100 多
支。此外，他的课程经网络课堂直

播，也让河北、山东等地教育机构
及 江 西 、 四 川 、 河 北 、 陕 西 、 云
南、黑龙江、湖北、广西等8省、区
近 200 余所希望小学的 600 多名音乐
教师参与了线上学习。

看到这样的成果，李刚十分高
兴。他深有感触地说：“地域经济的
发展不均让城乡孩子接触音乐的机会
有所差异，但对音乐的热爱是无区别
的。在雄安，我为老师们进行合唱团
的教学培训，欣喜地发现哪怕资源不
足，一旦掌握了科学的知识体系和
方法，他们也能培养出毫不逊色于一
线城市的合唱团。”

雄县三小的艺术、音乐兼课老师
李景在参加完李刚老师的培训课程
后，有了很大的收获。“培训前，我
只知道几拍子的手势怎么打，接受培
训之后，我才发现了我的手势都是不
对的。不仅如此，我到现在才全面认
识到合唱指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
些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的。”

在带了一段时间的合唱团后，
李景也观察到了孩子们的变化。首
先是对艺术的渴求愈加热烈。现如
今，班主任只要宣布一会儿上音乐
课，学生就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啊
——”的尖叫，高兴得不得了。其次

李景还发现，没有接受过艺术启蒙的
孩子，无论是听旋律或者是看一幅
画，是呆滞的，但是接触专业知识
之后，无论是听音乐还是看画，就
会有表达的欲望。“我们学校现在成
立了各种艺术社团，参加艺术社团的
学生比起没有参加艺术社团的学生，
表现力会比一般的学生要强很多。”
李景说。

事实的确如此。在加入合唱团
后，王馨瑶的成绩比以前进步了一
些。“我想是我在音乐上的努力，带
动了我的功课。”王馨瑶说。因为学
业有了进步，爸爸妈妈也很支持她。
如今，王馨瑶已经明确了今后的理想
是做一名音乐老师——“因为我想把
学到的音乐知识教给更多人”。

为鼓励更多像王馨瑶一样的乡
村孩子在艺术道路上勇敢追梦，并
为他们圆梦，2019 年，“艺术行动”
还将发起“给孩子写歌”音乐共创计
划、“互联网音乐教室”公益计划。
李刚感慨：“我相信乡村艺术教育在
社会各界的重视下，必定会有质的飞
跃。良好的艺术教育内容体系，结合
互联网工具，将线上与线下，城市和
乡村连接在一起，将会推动艺术教育
的普及。”

近日，社区组织了一场好
家风交流会，居民老张介绍的

“早上听广播、晚上看联播、中
午读报看全国”的经验引发点
赞，老张说，家风要好，精神
营养一天也不能少。

如 今 我 们 在 身 边 不 难 看
到 ： 有 些 家 庭 的 装 修 豪 华 ，
但 留 给 书 架 的 位 置 越 来 越
小，书也读得越来越少，许
多甚至成了摆设，上面布满
尘土；有的家庭吃穿玩乐非
常 大 方 ， 可 用 在 订 阅 报 刊 、
读书学习上的却比较抠门；有
的家庭热衷娱乐八卦、张口闭
口小道消息、邻里是非，却对
国内外大事漠不关心；有的家
长要求孩子认真学习，自己却
几不读书……相较于老张的
家风，这些疏于读书学习的家
庭现状值得引起思考。

家 庭 是 人 生 的 第 一 所 学
校，好家风无疑是家庭最好
的精神遗产，也是对子孙最大
的馈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最有代表的家训便有“忠厚传
家远，诗书继世长”。古往今
来，很多人才辈出的家庭、家
族，都有着优良的读书传统。
钱穆、钱玄同、钱学森、钱伟
长、钱三强……钱家人才辈
出，其中奥秘为何？原来，“子
孙虽愚，诗书须读”的钱氏家
训世代流传，“宣明礼教，读书
第一”的家风功不可没。

“读书第一”在当下并不过
时，在贫困里、苦难中，需要
读书图强、改变命运；在富足
和成就时，更要坚持读书，让
发展得以稳固、持续、长远。
可是，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的调查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

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58 本，其中还包含教材和教
辅类书籍，读书的现状的确并
不可观。原因为何？原来当前
不少人认为，自己生活越来越
富足，可以“安于现状”，似乎
就不用通过读书寻求多大的改
变；或者生活节奏日益加快，
读书的成果又不能在短时期

“变现”，于是拿起书籍、报刊
的时间越来越少。

岂不知，读书涵养气质、
丰富精神，读书滋养家风、影
响久远。有学者指出，虽然读
书很多时候不能带来立竿见影
的经济效益，不能马上改变人
们的生活状况，但受到它潜移
默化积极影响的人，往往可以
获得更大成就，眼前的“无
用”实际上是长远的“大用”。
这也难怪古人以“书香”谓
之，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读
书也才能更好修身、齐家。

当然，读书并不必拘泥形
态和形式。近年来我国国民人
均的电子阅读量逐步上升，成
年国民每天接触新兴媒介的时
长整体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
升，其中，手机阅读接触时长
增长显著。顺应时代大潮，不
论是纸质书、电子书，不论是
看书、听书，不论是新闻、小
说、理论读物，只要静下心
来、学思践悟，都可提倡。当
前，国家对全民阅读日益重
视，我们大可在此时把读书的
家风培育起来、传递下去、泽
被后人。

作家梁晓声曾说过：最好
的家风，一定是有读书传统的
家风；书架，应该是一个家庭
最好的不动产。诚如斯言。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浙江省
德清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
出品的话剧 《小镇琴声》 将于 1
月27日至31日在国家话剧院剧场
进行首轮演出。

《小镇琴声》取材自浙江农民
的真实故事。全剧通过一个极具
个性的乡村木匠带领一群农民白
手起家造钢琴，建成闻名国内外的
钢琴小镇的奋斗历程，塑造了一批
性格各异的农民形象，展现了当
代中国农民对人生梦想，对美好
生活，对生命价值的动人追求。

德清县洛舍镇是中国钢琴之
乡，拥有钢琴制造和配件企业
90 多家，专业技术人员 3000 多
人，年产钢琴 5 万多台，中国每

出产 7 台钢琴就有一台来自洛舍
镇。在改革开放 40 年里，德清
以敢于领先之魄力、敢闯敢试之
作为，争当改革开放先行者，将
钢琴产业从无做到有，从有做到
强。这不仅是德清人民的创业拼
博史，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
的一个缩影。

为了触摸到现实生活的生命
脉动，创作出真实与深刻的作
品，国家话剧院院长周予援两度
带领主创人员前往德清进行采风
创作和体验生活。德清农民的故
事深深吸引了编剧李宝群。李宝
群一直以“从生活中打捞剧本”
为创作理念。他表示此次剧作着
力写人，表现和开掘人物生命的

历程、情感的历程。他期待演员
们能在舞台上呈现出一群“小
蚂蚁”般的乡村小人物形象，一
群想实现自身价值的另类农民
形象。

导演傅勇凡将该剧定位为具
有浪漫喜感的戏剧，着力刻画人
物，体现小镇人锲而不舍的奋斗
精神。两个演员分别饰演男主人
公阿德的老年与年轻时代，并让老
年阿德融入自己当年情境中，形成
现在时与过去时的人生思考。剧作
既充满时代感，又具有浓郁生活气
息和江南地域特色，写实与写意结
合，融入了表现、诗化、象征等手
法，富于现代戏剧的审美品质。

（郑 娜 乔宗玉）

近日，现实主义题材电视
剧 《那座城这家人》 从热播
到收官，悄然开启人们尘封的
记忆。电视剧以唐山大地震灾
难为切入点，描写了九口人、
六个姓重新组成一个新家庭的
故事，书写大爱、传播真情，
引发观众情感共鸣。

写地震灾难的影视剧作品
并不少。《那座城这家人》的特
别之处在于选取九口人组成的
异姓家庭这个单元载体，来讲
好灾后故事。原本不是一家
人，因为灾难走到一起，亲如
一家人、胜似一家人。电视剧
以地震开篇，以灾后重建为支
点，沿着时代脉络，把人物命
运一直推到2018年。在生命自
然成长真实的轨迹中，人们看
到了面对灾难时的守望相助、
重建家园时的众志成城、生命
无常时的善良人性。

2018 年 是 改 革 开 放 40
年。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电视
剧，《那座城这家人》 也充分
关注到时代民生。从 1976 年
到 2018 年，冯奶奶一家几代
人先后经历了上山下乡、恢复
高考、国企倒闭、工人下岗、
下海经商、环境治理、企业改
制等一系列时代课题，这些剧
情在观众心中引发共鸣。从平

凡亦光荣到争当先进模范、从
瞧不起个体经济到纷纷下海经
商、从不会使用寻呼机到熟练
使用网络支付……观众通过这
部剧与这家人一同历经改革开
放 40 年的关键历程。剧中富
有年代感的道具，如粮票、布
票、油票；蓝灰中山装、绿军
装、军用黄挎包、喇叭裤、单
卡收录机，等等，一一见证了
时代的变迁、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

《那座城这家人》 之所以
深受观众好评，还在于人物塑
造真实立体。人物突破脸谱
化，每个角色都平易自然、贴
近现实。例如地震后与王大鸣
结成半路夫妻的杨艾，外表柔
弱，内心坚强，既有中国传统
女性的温柔善良，又有新时代
女性的敢闯敢拼和自强自立。
这一人物承包了剧中大半泪
点，虽然人物设定几近完美，
却看得到人物成长的弧光，真
实可信。难怪不少“90后”观
众视她为家人，亲切地称她为

“艾姨”。
尊重历史，扎根生活，贴

近时代，关注民生，《那座城这
家人》 用通过艺术真实表现生
活真实，为时代书写爱与真情。

（李成福 张 力）

“既沿着长河溯流而上，寻根求
源；也沿着长河顺流而下，探寻未来
和远方，这是非常好的切入点，能做
出不同以往的味道和效果。”日前，
百集大型人文纪录片《手中的“一带
一路”》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著名
学者、作家、传统文化保护的先行者
冯骥才担任了总顾问。他写来贺信表
示，希望摄制组深入到乡土，深入到
民间，深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
为“那里有无数我们正在担忧的、正
在消失的人类瑰宝”。

据悉，该片是首部跨国拍摄、聚

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统手艺历
史现状、文化交流与经济活动的纪录
片，由前央视主持人赵普策划发起并
担任制片人、主持人，西安广播电视台
投资出品，共 100 集，30 集国外内容，
70集国内内容。目前，第一季的10集
正在北京、陕西西安、福建仙游、江苏
苏州、江西景德镇、浙江龙泉、安徽皖
南等国内 7个城市和地区以及澳大利
亚、土耳其、埃塞俄比亚等 3个国家
展开拍摄。2019年5月，首届世界匠
人大会召开期间，第一季的 10 集将
作为世界匠人大会开幕力作，在西安

广播电视台和视频平台同步播出。
“纵观全球，手艺做为一种畅通

无阻的沟通语言，可以超越国家、种
族、文化背景的障碍，成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灵魂。”西安广播电视
台副台长赵和平说，“我们有责任做
好手艺的见证者、记录者，以此为契
机，不断推进产媒联动，促成产业项
目落地，实现深层次的经济价值。”

电视学者冷凇担任该片的总策
划。他表示，百集纪录片共 365个手
工艺人、365 件藏品，摄制组将遴选
手工艺者和比较稀缺的手艺，“为世

界匠人大会打造一座博物馆，并最终
绘制一幅世界手工艺地图”。

作家萨苏担任该片总撰稿人。他
说：“我们以丝绸之路的名义走出
去，丝绸其实就是我们的手艺。世界
开始认识我们的时候，是通过我们的
手艺。拍摄这部纪录片，不是在祭奠
我们的传统文化，而是要通过我们的
手艺让外国朋友明白，东方不是一个
地域的象征，代表的是人类的属性：
精致、细腻、体贴、热情。我们希
望，通过我们的纪录片能够让世界了
解东方，了解我们的中国。”

书籍艺术家、龙鳞装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张晓栋，文物修复专家和
锔瓷匠人施静，服装设计师梁明玉等
来到了启动仪式现场。在北京拍摄的
节目里，他们都将出镜，以他们的巧手
和巧思带观众领略他们的艺术世界。

由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
北京电视台、大业传媒集团联合出品的
文化创意创投节目《创意中国》第二季
自开播以来，获得不少好评。

《创意中国》是在北京市文创大赛基
础上诞生。2018 年，北京文创大赛走进
22个省市，各地文创项目为节目提供了
充足、优质的内容。节目中既有“清明上
河图3.0”“五维记忆”这类专注于传统文
化创新表达的项目，也不乏国博衍艺、唐
窑这些在日常生活中“活起来”的项目。

为了让《创意中国》中登场的文创项
目，能从创意变为生意，从生意变为产
业，节目邀请了投资机构和投资界的嘉
宾参与。在助力项目与资本对接方面，
第二季《创意中国》继续加大与市场接轨
的力度，带动数十亿元参投资金，撬动超
过百亿元的产业并购资金，真正实现经
典文化传承、投融资精准对接，实现社会
效益和商业价值双丰收。 （旭 文）

从乡间田埂飞向北京舞台
□ 本报记者 郑 娜

在雄安，我为老师们进行
合唱团的教学培训，欣喜地发
现哪怕资源不足，一旦掌握了
科学的知识体系和方法，他们
也能培养出毫不逊色于一线城
市的合唱团。”

没有接受过艺术启蒙的孩
子，无论是听旋律或者是看一
幅画，是呆滞的，但是接触专
业知识之后，无论是听音乐还
是看画，就会有表达的欲望。”

良好的艺术教育内容体
系，结合互联网工具，将线
上与线下，城市和乡村连接
在一起，将会推动艺术教育
的普及。”

﹃
读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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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于
保
月

顺应时代大潮，不

论是纸质书、电子书，

不论是看书、听书，不

论是新闻、小说、理论

读物，只要静下心来、

学思践悟，都可提倡。

绘制一带一路上的手艺地图
□ 本报记者 苗 春

话剧《小镇琴声》

将演绎中国农民造钢琴传奇

《那座城这家人》

扎根生活 传播真情
《那座城这家人》

扎根生活 传播真情

《创意中国》

将创意变为生意

《创意中国》

将创意变为生意

▲来自河北农村的孩子们登上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舞台 图片由腾讯提供

▲电视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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