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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锤炼精品，将京剧艺术融入儿童剧

每天早晨6点半，华罗庚艺术团的排练厅准时热闹
起来，拉筋、正踢、侧踢、大跳、空翻⋯⋯戴着口罩的演
员们个个精神抖擞，神情专注，每一个动作都做得一丝
不苟。

这是儿童剧《戏娃》在疫情期间的训练常态，“我们
剧团很早就复工了，虽然目前还无法获知演出恢复的
具体时间，但大幕一拉开，我们就能以最佳状态第一时
间登上舞台。”华罗庚艺术团团长史国生说。

《戏娃》作为江苏省委宣传部的重点扶持项目和
江苏艺术基金 2020 年度资助项目，是华罗庚艺术团
继《少年华罗庚》《留守小孩》《田梦儿》《青铜葵花》后
的又一部精品力作。该剧邀请国家一级编剧施小琴
担任编剧，国家一级导演翁国生担任导演，中央戏剧
学院舞美系教授边文彤担任舞美设计。整部剧以传
承中国戏曲文化为主题，围绕梨园世家后代、五年级
学生庄石兰与父母和同学之间对待传统戏曲的矛盾
纠葛，生动演绎了新一代人传承中华戏曲的梦想追求
与纯真情感。

“这是我们院团的第 10 部戏，也是难度最大的一
部！”史国生感慨道。所谓难度之大，是因为该剧作为
国内第一部以“戏曲进校园”为题材的儿童剧，在遵循
了故事的趣味性和可看性的同时，更是大胆融入了众
多的京剧元素。“唱念做打是京剧的基本功，这对我们
没有戏曲基础的演员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为了细腻
表现出国粹亘古绵延的深邃之美，演员们从零学起，经
过一次次的苦练，逐步掌握了走台步、甩水袖、耍棍等
京剧的基本功和高难度技巧动作。

儿童剧要让孩子看得懂坐得住，必须符合儿童的
审美情趣。在《戏娃》的故事编排中，巧妙地植入了“美
猴王”面具，作为拟人化的“通灵人物”，以此拉近与小
朋友之间的距离。“这部剧‘戏中有戏’，植入中国戏曲

‘古戏台、脸谱声腔、生旦净丑、唱念做打’等元素，凸显
了国粹之美。”史国生希望这部戏能培养孩子们对传统
艺术的认同与自信，让更多孩子“因一出戏而爱上中国
戏曲”。

一部作品能够成功地立在舞台上，除了要有过硬的
团队和优质的剧本，还需要在不断演出中修改完善、反
复打磨。《戏娃》从去年创作至今，已开过多次研讨座谈
会，汲取了多方意见，4月23日，《戏娃》完成了今年的首
次联排，省委宣传部组织相关专家再度调研，为该剧进
行深度把脉，目前该剧正在进一步完善人物语言、角色
设定、道具加工等方面，力图以最完美的姿态出现在观
众面前。

休息不休戏，停工不停功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整体向好，但演出行
业仍处于“冰冻期”。儿童剧《戏娃》何时能公演？史国
生无奈地摇摇头：“现在仍是个未知数。”

养活一个 40 多人的剧院，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压力太大了！上半年我们已经取消了 208 场演出。”
这段时间，史国生每天夜里的睡眠不足 5 小时，脑子里
翻来覆去想的都是院团的未来，“我们是自收自支的
国有院团，每天一睁眼，脑海里想的就是怎样去运
转。”庆幸的是，院团去年还有些“余粮”，账上的现金
暂时能顶个半年，“如果下半年还是不能演出，剧团恐
怕真的难以支撑。”

面对这场疫情，史国生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减少
开支，压缩成本。在分配机制上，剧团全面实行“岗位
工资+演出场次补贴+效益工资”的分配方式，“一直以
来，我们都是多劳多得的方式，去年我们演员一年最多
能拿到 8 万元，但现在没有演出，演出补贴和效益工资
就没有了，所以只能拿个基本工资。”

尽管内心焦虑，但每当出现在团员面前时，史国生
脸上总带着极具感染力的笑容，他三五不时地召开业
务讨论会，鼓励大家借此机会苦练内功，一起渡过难
关。史国生要求全团上下“休息不休戏”“停工不停
功”，“基本功是演员的生命，任何一招一式都需要通过
日复一日的练习，如今的一切苦练，都是为了重返舞台
积蓄能量。”令史国生感到欣慰的是，疫情期间，整个院
团没有一位演员辞职，而且还招收了6名新学员，“面对
暂时的困境，孩子们没有一点怨言，仍然日复一日地刻
苦训练，这让我很感动。”

《戏娃》的主演李萌已在团里呆了 7 个年头。7
年的磨练，让她从一个稚嫩的大学生成长为剧团的
顶梁柱。没有演出，李萌上个月只拿到了 1500 元
基本工资，她却丝毫没有抱怨，“最主要的还是热爱
舞台，每次看到台下孩子们的脸庞，听到演出结束
后 经 久 不 息 的 掌 声 ，就 觉 得 无 论 做 什 么 都 是 值 得
的。”在李萌的眼中，史国生是表演舞台上较真的团
长，更是生活中细心的当家人，“史团在生活上无微
不 至 关 爱 照 顾 我 们 ，让 我 们 真 切 感 受 父 亲 般 的 温
暖，大家都习惯地叫他为史爸爸。尽管没有演出，
但大家都非常认真，排练效率非常高，大家都很想

念在舞台上的感觉，期待观众走进剧院观看我们演
出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坚守初心，以精品闯荡市场

“不管前面的困难有多大，我们都不能放弃必胜的
信念，不能放弃心中的梦想和希望。”史国生在排练时说
过的这句话，道出了他在当下最真实的心声和愿望。

2002 年，由于锡剧演出市场逐渐萎缩，金坛锡剧
团改制成立华罗庚艺术团，担任团长的史国生凭借敏
锐嗅觉，开垦了现实题材儿童剧市场这块沃土。从第
一部儿童剧开始，史国生就摒弃一般商业剧团改编世
界经典童话的做法，他用演出所得的微薄报酬聘请高
层次专业人才，高规格打造原创现实题材作品，“我们
在创作过程中，始终没有忘记问自己 3 个问题：新时代
的孩子最需要什么？最喜欢什么？什么样的艺术呈现
最能打动孩子、点亮孩子的心灵？”在史国生看来，好的
儿童剧不是一味地说教，而是在给孩子们带来快乐的
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思考。

18年来，史国生带领剧团成员接连创排《少年华罗
庚》《田梦儿》《留守小孩》《青铜葵花》等10部现实主义题
材原创儿童剧，获得30多个国家级、省级重要奖项。这
让一度举步维艰、屡遭拒绝的县级小剧团，在众多剧团
中脱颖而出，如今剧团在江苏、北京、上海等地巡演8000
多场，观众超800万人，创造了全国县级剧团的“演出神
话”，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被誉为江苏的
乌兰牧骑。剧团逐渐有了名气，同时也引来了人才，如
今整个院团有着来自安徽、四川、黑龙江、河南、湖南等
地专业戏剧院校的几十名本科、大中专毕业生。

“我对未来始终是充满信心的。”经历了这场疫情，
史国生看到了传统文艺院团自身发展模式的不足，这令
他意识到，在今后的发展当中必须丰富自身业态，提高
抵抗风险的能力。“以前那么多难关，我们都一个个闯过
来了，当下，只要我们留住了精品剧目和人才，夯实基本
功，等到疫情解除，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本报记者 王 慧

人过中年，许多人会感觉到，一些现实问题仿佛一下
袭来：自己不再年轻，父母已然老去，“疾病”与“死亡”被
时光直接推至面前。

在著名主持人敬一丹近日出版的新作中，也写到了
自己的失亲之痛和对生命的思考。2017年，她的妈妈确
诊患上癌症，敬一丹用心陪伴老人走过最后一段温情时
光，后来将其中的点滴记录成书。

2015年，敬一丹从央视退休。此后，除了继续主持一
些栏目外，她还当老师、写作，日子过得快乐而充实。

然而，一个坏消息打破了这份平静。2017 年 10
月，敬一丹的妈妈被确诊为癌症。从那以后，敬一丹一直
陪伴在妈妈的病床旁边，度过了与母亲最后一段温情时
光。2019 年 4 月 27 日，妈妈永远地离开了，那一天正好
是敬一丹64岁生日。

敬一丹给自己的新书取名《床前明月光》，这是以前夜
深人静时，在病床前陪伴妈妈时想到的，“那是一个很痛苦
的经历，觉得妈妈一点一点地走进暗夜。但即使是至暗时
刻，在人生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有光的，那就是月光。”

“妈妈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她的生活态度。她是一
个特别积极的人，头脑很清晰，很有方向感。”回忆起母
亲，敬一丹的难过几乎掩饰不住。

“我们做儿女的未必能够感觉到，当父母老去，慢慢
失去一些能力时，他们也是需要肯定、鼓励、赞赏的，就像
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得到他们的肯定、鼓励、赞赏一样。这
是我做的让我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敬一丹说。

对病重的至亲，也许陪伴才是不可替代的“药”。她
对此感触很深，“陪伴不是探望，陪伴就是朝朝暮暮，在各
种各样的琐细当中，让我们的至亲感觉到你在。”

对敬一丹而言，送别妈妈的过程，也是自己认识生命
的一个过程，“我想我经历了这样的失去，有了这样一个痛
苦的记录过程以后，对生活应该有更多的珍惜和向往。”所
以，《床前明月光》记录的是昨天的事，但却是为了明天而
写的书。敬一丹希望，面对时光，面对明天，我们最好从现
在开始就有更多的生命思索。

“擦去眼泪，我要在阳台上种花了，用我妈妈
给我留的种子。” 上官云 高 凯

敬一丹出书怀念母亲：

擦去眼泪，我要
在阳台上种花了

﹃
大幕一拉开

，我们就能演

﹄
—
—

疫情下华罗庚艺术团的坚守之路

每年春季，向来是演出旺季，常州

金坛的江苏省儿童艺术剧院（华罗庚

艺术团）原本能一天演出三四场，可今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毫

不留情地让剧院的演出全部停摆。

演出取消，失去收入，剧院面临的

困境和挑战是巨大的，但华罗庚艺术

团并没有停下创作的脚步，他们积极

淬炼内功，提升质量，时刻准备着以最

佳状态，迎接剧场开放、观众回归。

“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个被用来表述
代际更替的惯用说法，在这个“五一”小长假却
因为一个名叫《后浪》的短视频引起新关注。

5月3日，B站献给新一代青年的宣言片
《后浪》刷屏。片中，国家一级演员何冰代言
“前浪”（中年），表达了对“后浪”（青年）的鼓
励、肯定和赞美，配合 B 站原创视频的花式混
剪，向年轻人的专业、自信、大气致敬，也对其
生活在一个有选择、更繁荣的时代满怀羡慕，
一句“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
流”，慷慨激昂。短短两天，献礼青年节的《后
浪》就在B站内获得超1000万播放量、超100
万点赞数、20 多万弹幕关注。不仅如此，微
博、朋友圈等各大社交平台上出现的大量转
发、讨论，也说明了这一策划的成功“出圈”。

B 站负责人表示，传递一种面对未来开
放、积极、正面的力量，让公众重新认知大多
数年轻人，唤醒公众的共鸣是制作《后浪》的
初衷。记者注意到，《后浪》在赢得关注、点赞
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不同看法，在互联网上
掀起了不同代际人群对话的“声浪”。

“作为 95 后，我从小到大听到了太多自
私、浮躁的批评，这条片子让我看到了和他们
对话的可能。”对于《后浪》，B 站用户“花儿对
我笑”说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一种“终于被理
解被夸赞”的感觉。但她同时也发现，身边的
确有不少同龄人无法“干”了这碗鸡汤，因为

“它在定义年轻人，而这也正是年轻人最不情
愿的”。

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的强劲动力，也是每一代人的美好心愿。在80
后文字编辑小艳看来，《后浪》立意很好，“后
浪”“前浪”消除代际隔阂，多一份理解，共同携
手。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有些用力过猛，“尤其
是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当下，年轻不能用年龄
去衡量，它其实更是一种心态。”

据考证，“长江后浪推前浪”最早出现在
宋朝刘斧的《青琐高议》，在元曲及而后的诗
词中多有出现，为什么这个并不算新鲜的概
念，却在当下引发了如此多的讨论？

在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永
昶教授看来，围绕“后浪”话题掀起的巨大网
络声浪，恰恰呈现了不同代际人群开诚布公
的对话姿态。争议不一定意味着隔阂，往往
更意味着平等的沟通。没有绝对的共识往
往正是网络世界的共识，“前浪”对于“后浪”
的召唤，固然基于对生生不息的社会进步的
憧憬；而“后浪”对于“前浪”的“异议”，又何
尝不是他们开始担当社会重责、展现青春力
量的宣言?

君子美美与共，和而不同。仔细分析，
关于《后浪》的很多讨论，其实是基于不同的
逻辑层面展开的，本身并不冲突。而在这场
公共讨论中，那些虽然大家意见不一样，但
都有共同接受的标准即“重叠共识”，也许更
应该被看到。

这两天，一个普通人带着笑容讲述自己
“小梦想”的短视频在网上走红，当他面对镜
头说着“等我以后每天能挣 300 块，我就带着
姑父去坐一次飞机、坐一次高铁、坐一次轮
船”时的满足感，感染无数观者。这一代的

“后浪”，既是《后浪》里享受大国崛起、全球
化、互联网复合红利的奋斗群体，也是带着笑
容说着“挣 300 块”的梦想个体。一个朴素的
价值观得到网友们认可，那就是：既要仰望星
空，也要脚踏实地。年轻人需要激励，也需要
面对现实。

互联网时代，催生了不同“社群”，将人们
黏合在一起的不再是年龄，而是共同的生活
经验、爱好、价值观等。比起代际划分，社群
概念在当下更具普遍性。在新旧更替的世界
秩序中，“后浪”指的不仅仅是年轻人，更是层
出不穷的新鲜力量。人不应该是因为生在什
么年代就自动成为“后浪”，而应该是做了些
什么、懂了些什么而值得成为“后浪”。

本报记者 陈 洁 实习生 付娜娜

不同代际人群开诚布公的对话姿态

从《后浪》刷屏，看“重叠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