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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到来，电影暑期档的大幕已
然拉开。初步统计，今年七八月参与
暑期档角逐的新片有近 60 部。至于
能否诞生如 2017 年暑期档的《战狼
2》、2018 年暑期档的《我不是药神》
这样的票房口碑“爆款”，目前还看不
出端倪。

从目前公布档期的影片来看，这
两个月上映的新片题材类型还是非常
丰富的，科幻片、动作片、喜剧片、动画
片、青春片、悬疑片等都有涉及。

其中，邓超、俞白眉执导的电影
《银河补习班》在前期点映中获得了不

俗的口碑。该片不同于邓超此前导演作
品的喜剧风格，转而关注父子情、家庭教
育的话题，极易引发普通观众的共鸣，也
顺应了此前现实主义题材回暖的潮流，
有望成为暑期档黑马。俞白眉导演表
示，“教育不应该是居高临下的，而是一
个双向成长的过程，这部电影就是想表
达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由陈国辉执导，黄晓明、杜江、谭卓
主演的《烈火英雄》将于 8 月 1 日上映。
该片根据鲍尔吉·原野的长篇报告文学
作品《最深的水是泪水》改编，故事源于

“大连7·16大火”真实事件，讲述了沿海

油罐区发生火灾，消防队伍以生命维护
国家及人民财产安全的故事。

由滕华涛执导，江南同名小说改
编，鹿晗、舒淇领衔主演的科幻电影《上
海堡垒》将在 8 月 9 日上映。从筹备到
拍摄，再到后期制作，《上海堡垒》剧组
历时六年。为了将文字更好地变成影
像，呈现原著中的上海战场，剧组专门
搭建了 15500 平方米的宏大实景。此
外，张家辉、古天乐、吴镇宇主演的《使
徒行者 2：谍影行动》，艾伦主演的喜剧

《跳舞吧！大象》，徐皓峰新片《刀背藏
身》，任达华、梁咏琪主演的宠物题材电

影《小 Q》，周迅、吴镇宇、祖峰主演的悬
疑片《保持沉默》，姚晨监制并领衔主演
的电影《送我上青云》等，都有一定的市
场潜力。

今年的暑期档不只是国产片的天
下，不少进口片也参与到了激烈的竞争
中来。值得一提的是，迪士尼影业出品
的真人史诗巨制《狮子王》将于 7 月 12
日上映。作为中国首部引进的好莱坞动
画，《狮子王》曾给无数观众带来最美好
的童年回忆。而 2019 年的全新《狮子
王》将再次回到非洲大草原，见证一个未
来的万兽之王的诞生。 李 俐

暑期档，60部电影同台竞技

第一个“吃螃蟹”的小锡班

2010 年，在著名锡剧演员周东
亮和江阴南闸街道的努力下，江阴南
闸中心小学与省锡剧团“联姻”，创建
江阴市第一个小锡班，“锡剧进校园”
的星火就此点燃。9 年来，江阴有 20
所小学先后开设小锡班，来自省锡剧
团、无锡锡剧院、江阴锡剧团和华西
青年特色艺术团的 50 多位专业老师
定点、定时指导。锡剧专家编写的

《江阴市中小学锡剧进课堂实验教
材》，全市 14 万中小学生人手一册，
人人要学。2016 年，江阴市教育局、
江阴市文广新局正式发布《关于在全
市中小学开展“锡剧进校园”活动的
通知》。经过多年摸索，如今，江阴已
形成了覆盖完整、层次清晰、上下贯
通的锡剧教育教学体系，力度如此之
大的戏曲推广传承模式，在全国凤毛
麟角。就小锡班来说，两位唱念老
师，两位形体老师，每天至少一个小
时的锡剧教学，是“标配”。

锡剧，怎么教？江阴锡剧团原团
长徐惠坦言，当初接到教学任务时，演
员们普遍感到无从下手。实操的难度
在于，小锡班课堂上，他们要面对的是

“一张白纸”的小学生——这从 0 到 1
的开蒙启迪，最难！

“戏曲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唱、念、
做、打，手、眼、身、法、步，不能有一项
短板。”江阴锡剧团演员孙静说，于是
一出戏需要被拆成多个环节来教：先
念白，后唱腔，最后形体，一步步加起
来，才算学完一出戏。

单是念白这一步就不容易，比如
“北风扑面像尖刀”，“北”用锡白唱出
来是“be”，“像”“尖”这样的团音则需
要 念 成 对 应 的 尖 音“siang”和

“zian”。锡白和无锡方言并不同，本
地人学起来也不轻松，何况不少学生
来自新市民家庭，他们学习念白，只有
一个法子——硬记。戏曲唱腔就更有
讲究了，虽然同一工谱，不同水准的演
员唱起来完全可能是云泥之别。

记者探访长寿实验小学小锡班
时，江阴锡剧团演员姚志钢正在给五
年级的马祥文“开小灶”。在今年 10
月的江阴小锡班艺术汇演上，马祥文

将表演《珍珠塔·跌雪》一折。
要让 11 岁的孩子体会剧中人物的

情感命运并不容易。姚志钢耐心地给
马祥文讲解，他演绎的这位主人公方
卿，先是遭遇满门抄封、家道中落的命
运大转变，紧接着又受到姑母奚落、婚
约不保，饥肠辘辘衣裳单薄之时，再逢
上一场大雪，风卷雨伞闪了腰，想想该
是何等心情！

马祥文皱着眉头若有所思。邀他
唱一段，他也不扭捏，一开口，嗓子亮得
惊人。

“唱戏，要有气，有神！”马祥文一本
正经。当初，老师挑他去小锡班，是因为
他嗓子好。之前，马祥文对锡剧没啥了
解，但他想：我嗓子好，唱戏也一定拔
尖。怀着小男生的“虚荣心”，马祥文加
入小锡班。

“唱戏，好好玩哎！”说起爱上锡剧的
原因，马祥文嘻嘻笑。唱戏不光是好玩，
但有了兴趣，就有了学习的动力。当知
道梅兰芳通过驯鸽练出了炯炯双眼之
后，马祥文也开始练眼功。他的法子是，
对着天空，凝神静气地看，说这样能让眼
睛充满精气神儿。

由于老家是安徽，考虑到孩子学习
锡剧会比较吃力，马祥文妈妈一开始并
不愿意他进入小锡班，但渐渐地被他的
决心打动，“马祥文练习形体经常累得
腰酸腿疼，回到家里，我不问，他不说。
萌娃霸屏大赛初赛时，评委说他咬字不
清——我们是外地人嘛。他回家天天
练咬字，直到复赛时评委表扬他：你咬
字很清楚！”

像马祥文这样“要好”的孩子，每个
小锡班都有。徐惠就对临港实验学校
小锡班的邢昕印象极深：“邢昕一开始
高音总唱不上去，有次难过得整整哭了
一节课，前些天，她终于把高音唱上去
了，开心得不得了，回家就跟妈妈报喜
讯。这样有天分又肯用功的孩子，肯定
是个好苗子！”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5 月 22 日，“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赏
江南锡剧芬芳”江阴校园小锡班进京汇
报演出亮相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演员
最小仅 7 岁，最大不过 13 岁，这场具备
准专业水准的演出汇集了江阴 20 所学
校校园小锡班精英学员 112 人，集中展
示了江阴“锡剧进校园”9 年来的优秀
成果。在京演出期间，捷报传来：青阳
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孙仁杰，收到了上
海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迄今，江阴共
有 50 多名小锡班学员被省、市锡剧团
定向招收。

“锡剧进校园，在江阴是一揽子
工程。”江阴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薛建国说。开展

常态化锡剧演唱展演，设
立“小芙蓉花”奖，每年举

办一次全市小锡班艺术汇
演，每两年组织一次优秀节

目展演；创新学校艺术教育
课堂模式，把锡剧融入音乐

课程；精心编排适合中小学生
的经典剧目和教学内容；政府

的大力支持、经济保障和考核机制则让
很多学校和老师获得了正向激励。

小锡班刚开始面临的阻力，反而来
自家长。

“锡剧是老年人的专利，现在还有谁
会听？”“学戏肯定耽误学习，考不上好中
学怎么办？”一开始，家长们部分反对建
立小锡班，甚至发生过孩子进了小锡班
却被家长“勒令”退出的情况。而如今，
经过 9 年的探索、积累，小锡班已是“皇
帝的女儿不愁嫁”。很多家长纷纷向学
校打听：小锡班啥时再招生啊？

在临港实验学校校长屈佳芬看来，
除了学校管理模式、师资配备到位，小锡
班“不愁嫁”的根本原因在于，优秀传统
文化的育人功能恰恰回应了教育的根本
问题，即我们要培养怎样的人？

我们要培养怎样的人？长寿实验小
学小锡班班主任陆燕华认为，德智体美
劳均衡发展，具有吃苦精神和坚毅品格，
受过美学熏陶、懂得欣赏美和发现美，应
成为现代教育的目标。而锡剧学习，将
孩子们尚美的天性释放无遗。

“锡剧里，美不仅体现在生、旦等行
当的外表之美，还体现在唱腔之美、仪
态之美，小生的谦和大度、彬彬有礼，花
旦的含蓄矜持或落落大方，这都是美。

《双推磨》中的互帮互助，《沙家浜》中的
坚强勇敢，《珍珠塔》中的善良热情，《吴
仁宝》中的改革精神，校园新编戏中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锡剧把这一
切美以艺术浸染而不是说教的方式，润
物无声地化在了孩子们的骨子里。”陆
燕华说。

小学生当然是“一张白纸”，这意味
着，当你教给他们最好的东西，他们就会
变成最好的模样。

“学戏以前，我总是佝着背，仪态不
好，在人前还容易紧张。学戏以后，经常
上台表演，慢慢就不怯场了，整个人越来
越自信大方。”临港实验学校五年级学生
邢昕说。

“我以前做作业经常拖拖拉拉，老师
批评我说，不光学戏要勤奋，学习文化课
也要勤奋哦。我打定主意，两边要一样
好。”“锡剧小王子”马祥文说。

“老师们上示范课都喜欢借小锡班
上。音乐老师奇怪：怎么一首新曲子，在
你们班教两遍，大家就都会了呢？”冯敏
老师说，学戏以后，小朋友们的学习理解
能力普遍提高了。

“小锡班不是为了培养专业演员，但
戏曲学习会影响孩子们的终生。”戴刘平
校长说，“上了中学、大学，甚至到了单
位，他们仍将是文艺骨干，甚至是各方面
出类拔萃的人。举办文艺活动，大伙儿
撺掇：怎么，扮上？一扮上，那他还是个
角儿。”

救了剧种也救了剧团

锡剧进校园，不只重塑了一帮孩子
的生命状态，也改变了古老锡剧的命运
轨迹。

老艺术家勉力登台，白发观众台下
倚坐，这情景曾深深刺痛了江阴市原政
协主席黄满忠。被视为江阴锡剧校园推
广重要人物的他，这些年一直不遗余力
地推进“锡剧进校园”工程，致力于传统
文化的振兴。他始终强调，“不是我个人
多么喜欢锡剧，而是优秀传统文化，不能
让它断了根！”

“锡剧进校园，救了剧种也救了剧
团。一个学戏的孩子，能带动整个家庭
成为锡剧观众。”江阴锡剧团演员周斌
说，“小锡班创立后，江阴锡剧演出市场
明显回暖。以前，剧团给大伙儿送演出
票都没人愿意看，现在每次有什么演
出，买不到票的观众主动来问：还有没
有票？”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说，其实很
多人并不是不喜欢传统戏曲，只是缺少
一个走近戏曲、亲近传统的机会：“面对
强势的外来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
需要做好传承这篇文章。对孩子来说，
扮一次戏装、演一次英雄、抖一次水袖，
就是和传统牵手的最好方式。”

从今年开始，由江阴锡剧团定向委
培的锡剧人才将走上工作岗位，成为江
阴锡剧团或省锡剧团的专业演员，他们
中的大部分正是小锡班首批招收的学
员。这意味着，从小锡班走出的锡剧苗
子，正式接过了锡剧传承的接力棒。

如果问小锡班学生最喜爱的锡剧
演员是谁，回答多半是“周东亮”。作
为省锡剧团团长和从江阴走出的“锡
剧王子”，周东亮对锡剧传承一直有着
自己的思考：“锡剧要从娃娃抓起。”

“剧种失去了观众，政府再扶持也没有
用。”“今天的锡剧不是演给古人看，要
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和观众的审美变
化。”⋯⋯于是有了全江阴第一个小锡
班、全国首个地方戏 APP“戏嗨”、4k
高清电影《珍珠塔》、江阴云亭实验小
学周东亮工作室，等等。在创排新戏
方面，周东亮带头的省锡剧团可谓敢
想敢做：继锡剧《大风歌》“试水”历史
题材、演绎巍巍汉风之后，新剧《董存
瑞》将艺术探索的触角深入革命历史
题材。这意味着，锡剧不仅是小桥流
水、吴侬软语，也可以为助力民族复
兴、赓续革命精神作出贡献。

现在，11 岁的马祥文在心底种下
了愿望，希望将来能成为周东亮那样的
角儿。

戏曲当然是角儿的艺术，但能不能
成为锡剧舞台上的角儿，可能真没那么
重要。更重要的是，在优秀传统文化的
滋养下，这些孩子将渐渐长大，成为自己
人生舞台上和文化传承、民族复兴之路
上的“角儿”。 本报记者 冯圆芳

江阴校园小锡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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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好的戏剧也不过是人生的缩影。“一夜工夫大雪飘，漫天风
雪路难跑。耳边一阵狂风起，好比猛虎一声啸⋯⋯”七月一天，江
阴长寿实验小学的一间排练厅里，一群脸上挂着稚气的小锡班学
员，准时开始了每日必修的锡剧课。待换上一身素净的戏服，姿
态、眼神儿瞬间到位，一开口“一夜工夫大雪飘”，是地地道道的锡
剧念白。在戏曲里，这群孩子们正经历着远比日常生活和课本世
界更丰富的生命。

“你将来想要做什么？”记者问。
“我想成为周东亮那样的角儿。”五年级的马祥文一脸认真。

锡剧是江苏代表性剧种之一，它以
充满乡土气息的吴侬软语、优美抒情的
声腔旋律、细腻清纯的表演艺术、江南丝
竹的伴奏形式，形成了小桥流水、抒情典
雅的独特风格，被人们誉为“太湖之梅”。

锡剧起源于无锡、常州一带农村的
苏南民歌，从抒情山歌、叙事山歌发展
到带有人物、故事的长篇叙事山歌，并
与道情、唱春、宣卷等相融合，逐渐演变
成说唱形式的早期“滩簧”。清乾隆以
后，吴语滩簧已经盛行，道光年间出现
职业或半职业的滩簧艺人，辛亥革命后
部分艺人进入上海。锡剧距今已有二
百多年历史，和越剧、黄梅戏并称为华
东地区三大剧种，现已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链 接

△ 长寿实验小学
小锡班学生。校方供图

临港实验学校小锡班学员表演锡剧

《金龙与蜉蝣

》选段

。校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