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化万象责编：郑 娜 邮箱：zhengnahwb@126.com责编：郑 娜 邮箱：zhengnahwb@126.com

2019年6月15日 星期六

鲍元恺：作为创作者，还是要接着写。至于写
是不是一定能够代替或补充经典呢？很可能补充不
了，也代替不了，但是不可能停止。时间会自然地
筛选经典，你不用着急。

周海宏：家庭是最重要的音乐审美教育课堂，
家长是最重要的审美教育的老师。在我看来，最重
要的就是家长首先要热爱音乐，热爱艺术，提升自
己的审美趣味，最后再给孩子选择适宜的东西。

郎朗：推广儿童歌曲、普及儿童音乐教育，是

一个全社会都应该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引进更多
好的老师、教材，创作更多孩子们喜爱的儿歌，举
办音乐节等来渲染音乐氛围，激发孩子们对音乐的
兴趣和喜爱。

程武：由于经济、地域原因，中国农村地区还有
6000万孩子很难有机会接触到优质的艺术教育。在
这方面，企业和公益组织大有可为。特别是互联网企
业，可以通过技术打破地域带来的局限性，帮助更多
孩子获得全方位接触艺术、学习艺术的机会。

近日在某地想到报刊亭买份报纸，可一连转
了三条街，也没见到报刊亭的影子。仔细询问，
原来是整治街道环境时拆除了。街道环境整治就
必须拆掉报刊亭吗？

报刊亭和街道环境的关系似乎并不是一对矛
盾。报刊亭曾是城市街道一道亮丽的风景。由于
每天出售的报刊都是最新出版的，冒着热乎气儿，
又位于百姓家门口，抬脚就能到，所以很受老百姓
喜爱。人们路过，也常常会慢下脚步，驻足浏览和
购买，获得精神上的愉悦。这一路边的文化设施，
看似简易，却正因为其便利、供给及时、分布广泛，
成为了人们家门口的“文化地标”。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地方的报刊亭确实存
在着规划不一、破旧老化等问题，占道经营、影
响行人通过等情况也屡屡出现。但不能因为一些
问题的存在，就索性“把孩子和洗脚水一起泼
掉”。社会治理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方便群众需要，
上至交通设计，下至路牌标识，不能因为存在不
规范、不统一的问题，就一拆了之。以至于笔者
想买一份报纸，都如此之难。其实，有些城市能
在硕大的中心广场、富丽堂皇的商场酒店上不惜
财力、下足功夫，完全也能够在文化设施建设方
面想得再多一点、再细一点。

一座城市的现代味儿容易从外观上看得到，
但一座城市的文化味儿却需要从各方面去体味。
如果说，保护好历史街巷、文物建筑，是让城市
传承好历史文化记忆，那么设计好、保留好报刊
亭等群众身边的文化设施，同样是传递文化知
识、浸润文化氛围的重要方面。这些年来，保护
古城墙、四合院、老胡同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但对类似报刊亭等公共文化设施的规划和建设，
不少城市还需要引起重视。

有一种声音认为，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电子媒体蓬勃发展，“读屏”者越来越多，报
刊亭的价值已被消减大半。不过我们应该看到，
许多读者早已习惯阅读纸质报刊书籍，而且这样的
读者不在少数。如果一刀切地拆掉报刊亭，对“读
屏”者或许没啥影响，但会影响纸质媒体读者的选
择，这种做法可谓不明智。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其实已经有一些城市在
报刊亭的规划设计上进行了有益探索。比如，把报
刊亭设计成时尚鲜亮的路边特色小屋，统一边长和
占地面积，既不占道又成景观，暖心的创意设计给
人留下非常温馨的感受。最是细节暖人心。各地
在城市治理中精心把文化工程办成群众欢迎的暖
心工程，何乐而不为呢？

“刘表无谋——霸业空，来，大家跟着
我一起学，无谋这个地方唱的时候有点像
小猫在叫，声音要拉上去。”

“青衣和花旦的步伐是不一样的。青衣
走的时候，手作兰花状，膝盖抬起来，眼
睛目视前方，身体像在摇但实际上没摇，
感觉端庄贤淑。花旦走的时候，手握成虚
的拳头，步伐稍快，很欢快的样子。”

“ 《四郎探母》 是京剧里的一出经典
剧目。为什么经典？因为这出戏写的是人
的感情，是任何时代的人都会有共鸣的。
另外这出戏行当齐全，不管学戏还是看戏
都绕不开它。”

……
6月 6日，北京丰台区的一处写字楼一

改往日安静，响起了京胡与司鼓的乐声。
来自北京京剧院的青年演员王天宝、马博
通、马娜等人，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上，为
白领职员们讲解京剧的唱腔、乐器、服饰
等知识，示范念白、台步、身段等表演技
巧。演员于欣泽、白金、王中女、张晓妹
等在鼓师李明、琴师陈雨汀的现场演奏
下，带来了 《四郎探母》 的核心唱段，别
开生面的互动形式，引得叫好声不断。

这是北京京剧院“百名新秀下基层 普
及京剧看我行”的首场活动。活动通过结
合北京京剧院“魅力春天”青年京剧演员
展示展演的 10出演出剧目，以主要演员集
体亮相，现场说戏、扮戏、唱戏、讲戏等
方式，向观众介绍演出剧目艺术性和观赏
性、普及京剧知识，力求让演员们真正走
进基层，实地了解观众需求。

在写字楼里工作的李晓康，此前从没
走进剧场看过京剧。在现场，他被老生演
员马博通叫上了台，跟着一起学身段。手
要怎么摆，肩膀要怎么放，力气要怎么
用，眼睛要怎么看，短短的两三分钟下
来，他的手心都湿了。“原来京剧演员练戏这么辛苦”，这是他最
深的体会。下台后，他开始琢磨起老生的身段，展肩、抱拳、亮
相，连贯的动作做下来，真的是精气神十足，气势威武。

“以前总觉得自己看不懂京剧，所以不愿意走进剧场。了解一
些知识后，我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难懂了，以后我会考虑去看戏
的。”李晓康说。

看到观众有这样的变化，马博通觉得很开心。今年30岁出头
的他，最怕听到有人说看不懂京剧。“京剧其实一点也不难懂，关
键是要有人去讲。”马博通说，“我始终认为给年轻人推广京剧艺
术，是我们这代京剧演员需要做的。我相信，只要他们了解京
剧，一定会爱上京剧的。”

“现在国家大力支持优秀传统文化的振兴，民众对传统文化的
认同感和文化自信也越来越高，如今正是弘扬国粹艺术的最好时
机。”北京京剧院院长刘侗表示。在他看来，京剧演员一定要利用
这个机会，走下来，到基层为民众服务。刘侗介绍，“百名京剧新
秀下基层”京剧普及系列活动还将陆续举办多场，深入首都高
校、企业、社区，将京剧最本源、最真实的面貌呈献给高校学
生、企业员工及社区百姓等受众群体，进一步传承、创新、推广
和普及京剧艺术。

本报电 （文 纳） 2019 “ 金 画
眉”儿童戏剧教育嘉年华暨第三届

“金画眉”儿童戏剧教育成果展演将于
7 月 19 日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举办。
该活动由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儿童剧
委员会和咘噜戏剧共同举办。本届展
演预计将有来自中国 20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 60 家机构带来 98 个剧
目，来自美国的 2 家机构带来 2 个剧
目，近千名儿童和近百位教师参加。
展演期间，还将举办“金画眉”儿童
戏剧教育论坛、儿童戏剧教育师资专
场培训等。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是经民政部
登记批准、文化和旅游部主管的国家
一级社会组织，1980 年 6 月 1 日成立
于北京，其目标是推动中国儿童剧创
作、制作和演出健康发展，推动儿童
戏剧教育成为广泛应用的艺术教育门
类。今年 5 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
儿童剧委员会与中华儿童促进会戏剧
教育委员会，共同建立了国内首个儿
童戏剧艺术人才库，服务于具有较高
艺术水平的青少年、儿童戏剧专业人
才、儿童戏剧教育专家。

本报电 （罗浩濂） 为迎接第 29届全国节能宣传周，由国家
节能中心出品、社戏控股 （北京） 有限公司制作的话剧《越节越
能》6月13日在北京上演。

《越节越能》是一部反映节能工作的主题话剧，用艺术手法表
现节能减排对于人类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的思考。为了创作这部
作品，主创团队走访了北京郊区的大型垃圾处理场、废品回收站
等节能减排前线，并用废品制成舞台背景和道具。

国家节能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节能中心成立以来，致
力于通过多种方式宣传节能减排。运用舞台剧的形式表现节能减
排，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全民节能减排
意识。话剧《越节越能》在北京演出后，将进行全国巡演，走进
机关单位，走进企业社区，将节能减排的理念、低碳生活的意义
传递到更加广阔的空间。

荡起儿歌创作的双桨荡起儿歌创作的双桨
圆桌谈圆桌谈

对话嘉宾

《让我们荡起双桨》《春天在哪里》
《采蘑菇的小姑娘》……在中国，如果问
哪些歌是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到七八十
岁的耄耋老人都会唱的，那么一定有
这些儿童歌曲。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优秀儿童
歌曲涌现出来，经过一代代人的口耳
相传，流唱至今，成为经典。然而，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老经典越陈越
香，新经典却难觅踪迹。今天，我们
的儿歌创作不可谓不多，为何传唱得
开的却少得可怜？是创作出了问题，
还是传播有了障碍？日前，我们采访
了几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艺术家
以及网络领域专家，请他们为儿童歌
曲的创作和传播问问诊、把把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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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
音乐教育家，
作品被收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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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家

程武：

腾 讯 集
团副总裁、首
倡“新文创”
理念

主持人：郑 娜

鲍元恺：《让我们荡起双桨》 是 1955 年的作
品。那年我刚好小学毕业，看了电影 《祖国的花
朵》，一下子就记住了这首歌。那时大多数歌都是
四二拍，大调的“哆咪唆”为主，突然蹦出来这
么一个小调，“拉哆来咪唆咪哆来拉”，确确实实是
特别清新。另外，这首歌的歌词也写得好，特别

“真”。什么是真？一个是真情，一个是真实，一个是
真气。在我看来，好的儿童歌曲离不开“真”。

周海宏：优秀儿童歌曲最重要的应该是三个
指标。第一，必须是好听的，适宜儿童唱的；第
二，有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孩子善良、友爱、勇
敢、正义等等这些健康的品质；第三，应该适合
孩子，以孩子的视角和心理来作词，而不是仅仅
是成人的教化。儿童歌曲最重要的是符合审美规
律。小孩子并不知道什么是流行，什么是经典，
喜欢听就好。

郎朗：儿歌的曲调、内容、情感与大多数的
成年人音乐是有很大差异的。优秀的专属儿童的

歌曲和音乐，不仅是孩子童年里一首朗朗上口的
曲调，更多的是要传递给孩子们正确的价值观或
正能量，给孩子们带来欢乐或启迪。我两岁多的
时候，看了动画片 《猫和老鼠》 里的汤姆猫弹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觉得太好听了，从此激
发对音乐的兴趣。所以，好的儿童歌曲和音乐不
仅能让儿童产生一种审美的意识，而且很可能会
潜移默化地影响他的价值观，甚至是一生。

鲍元恺：儿歌创作的第一位就是要抓住儿童的
直觉。直觉最首要的就是真。艺术创作实际有四大
要素：直觉、真情、想象、灵感。没有真情，不会
产生想象和灵感。我觉得当下的儿歌创作需要多一
点创作精品的意识，少一点急功近利的追求。创作
者要对儿童有真情实感，对儿童生活有真的体验。
你真心地去喜欢他们，去熟悉他们的生活，儿童的
语言就会变成你的语言，儿童的灵性就会成为你的
旋律。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儿童
歌曲的创作并不需要很复杂的技巧。像大家熟悉的

《雅克兄弟》《送别》《生日歌》，这些都不是专业作曲

家写的。我特别提倡儿童歌曲由全民来创作，尤其
是接触孩子的这些青年教师、幼儿园的阿姨，他们更
了解真的东西。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非常乐意做这
件事情比你懂得更重要，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更多
的人参与进来，发乎真情来创作儿童歌曲。

周海宏：现在的儿歌创作问题不在数量。近年
来，有许多公司投资儿童歌曲的创作，也有不少人
在从事儿童歌曲创作。现在的问题是筛选与传播的
渠道问题。一首儿歌创作完了，还得有人唱、有人
传。所以，我认为儿歌应该有一个经典化的建设过
程，要有一套从创作、发布、传播到权益保护的机
制，让一些有潜力成为经典的歌曲传唱开来。

郎朗：“10后”的孩子是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
来的，他们获取知识的渠道不再仅仅是学校。现代
的科学技术拓宽和延展了孩子们学习音乐的方式和
渠道。因此互联网企业、音乐媒介平台、知识平台
会在今后的音乐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

周海宏：孩子的童年是审美观、审美标准、审美
习惯形成的关键期。从审美标准角度来讲，应该让
孩子欣赏更多好的音乐；从审美习惯来讲，平台越多
越好，可以增加音乐的接触时间。网络平台应该专
门从孩子发展的角度，给孩子推出高品质的音乐，让
孩子能够对美的艺术、高雅的艺术建立崇敬感、热爱

感，而不是觉得什么好玩就欣赏什么，喜欢什么。
程武：如今，音乐世界越来越丰富，音乐形式

也很多元，但属于孩子们的当代儿童音乐却非常
少。作为一家基于互联网的科技和文化企业，我们
很关注这个问题。可以尝试借助互联网科技的力
量，将音乐人、家长、老师与社会大众连接在一
起，共同为孩子们打造属于他们的新儿歌。因此，
今年我们发起“儿童音乐共创计划”，不仅鼓励专
业音乐人进行创作，也鼓励孩子们参与写词，表达
他们这一代人的心声与情感，创造出更多贴合时
代、寓教于乐、广受欢迎的优秀作品。

什么是好的儿歌什么是好的儿歌

儿歌创作传播缺什么

互联网可以改变什么

全社会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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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金画眉”儿童

戏剧教育展演将举办

话剧《越节越能》聚焦节能减排

报刊亭，别一拆了之
□ 于保月

▲马博通 （右一） 为观众讲解老生的身段

▲《越节越能》舞台剧照 制作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