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激活悠久传统，演绎当代故事。在大江南北的村村镇镇中，老戏新戏正在小舞台上轮番上演。在这
些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中，涌动着的是乡亲们的所感所想，记录下的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坚实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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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以来，浙江省建德市明珠小学将教学楼2-3层的教室
走廊打造成阅读长廊，设置66个学生阅读书架，向学生征集家中
闲置书籍近万册，实现资源共享。“阅读长廊”让闲置在家中的书籍

“活”起来，扩大了学生们的阅读面。图为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在
阅读长廊挑选书籍，分享阅读的乐趣。 宁文武 摄

浙江建德
满园书香 滋润童心

近日，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荆刘村的各个自然村，
都能看见“孺子牛”党员志愿者活跃社区文化生活、引导生活垃圾
分类的身影。“老人家，您这里面有两节含汞电池，是有害垃圾，要
分开放。”“厨余垃圾放在这里……”每天一早，荆刘村“孺子牛”党
员志愿者陶家金就会赶到村里的 6 号垃圾待运点，指导前来投送
垃圾的村民正确做好垃圾分类。如今，像陶家金这样的党员志愿
者在荆刘村各自然村随处可见。

今年荆刘村结合村庄实际，创新工作方式，改变原来由保洁员
上门收垃圾的方式，取消原来村庄道路两侧开放式垃圾亭，引导村
民养成主动到村内封闭式垃圾集中收集点投放垃圾的习惯，并安排
党员志愿者在各个垃圾待运点轮流值守，帮助村民正确分类，共同
维护村庄环境。此外，荆刘村着力打造“5分钟组织生活圈”，创建党
群服务中心和“党群微家”“党员中心户”，推行党建“微课堂”、活动

“微阵地”、为民“微服务”、网格“微治理”等四微模式，让党建文化走
进群众、融入生活，引领乡风文明，共建幸福新家园。 孙浩

江苏南京江宁区
“孺子牛”志愿者引领文明好村风

日前，在甘肃陇南召开的“2020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上，《中
国扶贫案例故事选编2020》英文版正式对外发布。

该书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编著、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策
划，外文出版社出版。延续前作《中国扶贫案例故事选编》的独特
编写思路，来自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国家的11名作者撰写了25篇
扶贫故事，聚焦生态扶贫、互联网扶贫、科技扶贫、金融扶贫、旅游
扶贫5个板块，多角度全方位展示中国扶贫工作主要做法，向国际
社会生动讲述中国扶贫故事，分享成功经验。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吉尔伯特·洪博在该书序言中指出：
“中国预期在 2020 年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这是一个历史性
的里程碑：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帮
助这么多人摆脱贫困。这一成就将使中国成为第一个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这比全球目标的实现提前
了10年。这一非凡的成就将极大地激励其他国家。” 银燕

《中国扶贫案例故事选编2020》
英文版首发

为深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更好地帮扶困难群众，山东
省高唐县姜店镇在每个社区都建立了“文化扶贫之家”，连通扶贫
人和贫困户之间的桥梁，给贫困户创设了一个温暖的“家”。社区
的干部、志愿者、爱心人士等都成了“扶贫人”，与贫困户有了更精
准对接。南镇社区的 17 位贫困老人，是“扶贫之家”最常见的人。
在这里，老人们聚在一起聊天拉呱，还能享受查体、理发、修脚等社
会志愿服务，社区里的文化志愿者也经常为他们送上精彩的演出，
这让老人们感觉非常乐呵，享受到了“家”的温暖。

多年来，姜店镇大力弘扬孝行文化，通过开展“百名孝星”评选
表彰、广场“晒”被子大赛、爱心饺子宴、给老人过集体生日等活动，
在社会广泛营造尊老爱老的浓厚氛围，促进了全镇文明风气的不
断提升。对贫困老人、特殊弱势群体，尤其是鳏寡孤独贫困老人，
这个镇更是下足了一番功夫，一方面给予各项政策的保障救助，另
一方面开展志愿服务进社区、进家门，让每一个老人都能老有所
依、老有所靠，全面小康的路上一个都不掉队。 朱燕

山东高唐
社区里建起文化扶贫之家

“请归纳小学和滨江小学的同学们一起跟着老师唱《幸福拍
手歌》。”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连日来，广西柳州市三江县归美村归纳小学四年级的教室里

传来了欢快的歌声。原来，这是归纳小学与柳州市柳北区滨江小
学的师生正通过同步课堂开展“同上一堂课·共圆一个梦”教学交
流活动的场景。

教学交流活动现场，两个学校的孩子通过同步课堂进行交流
互动。在活动中，滨江小学的老师王晓珂策划了认识新朋友、观看
学校宣传视频、自我介绍、同步做游戏、领导寄语、同唱一首歌等环
节。新颖的教学形式和丰富的内容，给参加活动的孩子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据了解，为实现脱贫攻坚的工作目标，今年 3 月份以来，柳北
区与三江县同乐乡归美村开展“决战脱贫·结对同行”帮扶活动，柳
北区突击队多次进村调研，结合归美村的实际情况，实施扶智行
动。柳北区积极利用辖区优质教育资源实施扶贫扶智工程，通过
一体机与归美村小学连线，开展“同步课堂”活动，实现柳北名师与
归美老师、学生互动交流、教学，激发归美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
质量。 莫妍 陈秋容 杨虎

广西柳州柳北区
“同步课堂”唱响“幸福歌”

□□ 刘迎旭 王阳 文/图

冬日晴朗，在河南省鲁山县李氏花瓷有
限公司，艺术总监李新春正在精心修坯。该
公司位于被国务院命名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遗址的梁洼镇段店村。历史上的
鲁山花瓷曾在中国陶瓷史上留有浓墨重彩的
一笔，也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高温窑变釉
瓷器，以色彩绚丽、富于变化而闻名于世。

今年 48 岁的李新春就出生在段店村。

自幼受花瓷文化的熏陶，深深被鲁山花瓷博
大精深的烧制技艺所吸引。为了承载文化
记忆，令鲁山花瓷焕发活力，李新春不断挖
掘 花 瓷 文 化 ，传 承 花 瓷 技 艺 ，博 采 众家之
长。他先后到汝州、神垕、清凉寺、景德镇等
地拜师求教，系统地掌握了制坯、配釉、上釉
等一系列制作烧制技艺，他所烧制的鲁山花
瓷窑变自然，釉色纯正、古朴典雅，深受消费
者的青睐。

图为李新春正在精心修坯。

李新春：鲁山花瓷追梦人□□ 贺莹莹 栾雪 本报记者 王腾飞

12月 3日，记者在山东省临邑县老马家村汝茂院看到，院内寓意邢马联
姻、民族融合的歌舞台——栖凤台已建设完成，村文艺队正在排练山东快书

《革命烈士马乾修》；借用王羲之《十七帖》中“青李来禽”字意取名，内置邢侗
马庭荆把酒言欢等景点和邢侗书法绘画碑刻的“青李小园”正在紧张施工；马
庭荆四代为官、勤政爱民的故事题材正在上墙；“灵马小筑”室内民俗、家训、
融合、人物等资料正在整理制作。

临邑县老马家村是回族聚居村，有少数民族群众1600余人。今年以来，
该村抓住被认定为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全省少数民族乡村振兴示范村
的机遇，结合浓厚的传统文化和文化旅游产业规划，在县、镇两级政府的帮助
下，挖掘整理了灵芝马氏六世马庭荆担任永平府通判期间勤政爱民的故事和
与明末著名书法家邢侗联姻的故事，以马庭荆字号命名，规划建设了“汝茂
院”，取德繁文茂之意。

“通过整理宣传，使少数民族群众深刻了解各族群众你中有我、携手发
展、融合融入、守望相助的历史，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该村党
支部书记马修齐说，“上级政策好，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
经济发展了文化也不能落后，要充分发扬传统文化和特色民族文化。”

近年来，老马家村抓住乡村振兴试点村的机遇，按照“党建引领、规划先
行、产业支撑、文化铸魂”工作思路，大力发展产业经济和文化事业。过去村
里以畜牧养殖和清真食品加工为主，但随着环保要求的提高，一些小散养殖
户面临着转型。2020 年，各级扶持资金 150 余万元对老马家村予以重点扶
持。以南接建设中的环城慢游绿廊项目为契机，规划打造了“三区两园”，即
传统文化弘扬区、家国情怀展示区、红色实践养成区、特色农业种植观光园和
特色蔬菜种植园。

在老马家村，有一条笔直的主干道，直通隔壁的汉族村毛家村。“以前毛
家村和老马家村之间有一条沟，阻挡了两村的交通。毛家村人如想去县城，
需要绕远走田间路。”毛家村党支部书记庞传顺说，2016年由老马家村出资修
建了这条路，“路修起来了，交流变得多了。中秋节和春节时，两村的秧歌队
都会交流表演，村民之间的感情也越发深厚。”目前，用两村土地建设的湖泊

“灵芝湖”和文化广场“演武坪”正在建设中，建成后将是周边村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老马家村产业发展成功破题，村集体和群众收入明显提高，乡村环境提档升级，传统文化和民

族文化进一步弘扬，民族关系更加和谐。”临邑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县民族宗教局局长韩东福说，民族
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下足绣花功夫，形成民族村“乡村振兴、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脱贫
攻坚、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四位一体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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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梦

“我们河南的老百姓常说，送戏送到大
门口，老戏新戏啥都有。我算了一笔账，河
南约有民营剧团 2000 个，一个剧团一年演
200 场戏，整个河南一年就是 40万场戏，每场
戏有 1000 名观众，一年就能服务观众 4 亿人
次，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活跃乡村文化生活
作出了巨大贡献。”前不久，中国剧协第二届
民间职业剧团优秀剧目展演在河南省郑州市
举办，中国剧协副主席、河南省剧协主席李树
建谈到河南民营剧团在满足基层群众文化需
求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时，骄傲地说。

此次展演，来自安徽、河南、宁夏、山西、
甘肃、北京、上海、浙江、江苏 9 个省区市的民
间职业剧团上演了 10 台剧目，涵盖黄梅戏、
豫剧、眉户剧、北路梆子、秦腔、京剧、话剧、
越剧、沪剧等戏剧样式和剧种，既有京剧

《思·凡》、豫剧《程婴救孤》等传统戏，也有黄
梅戏《太白醉》、豫剧《风雨行宫》等新编历史
剧，还有眉户剧《六盘春雨》、沪剧《海虞妈
妈》等现代戏。展演剧目充分展示了民间职
业剧团在艺术上不输国有院团的实力，突出
体现了其在戏剧事业、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把戏送到驴都上不去的地方

“山西有个嫦娥梅花晋剧团，演员背着
行李，把戏送到驴都上不去的地方，那里有
最看不着戏、最需要看戏的老百姓。”原文化
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戏剧评论家康式昭说，

“文艺为人民服务，人民在哪里？有一大部
分在农村。谁在为人民服务？有一大部分
是基层的、民间的剧团，不是一年下去一两
次，而是就生长在广阔的基层，长期地为广
大基层观众演出。”

根据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景
亮的研究，民间职业剧团的生命力极强，而且
历来是基层演出为主体，“以山西为例，新中
国成立初期，当地国有院团有两三个，民间剧
团有上百个；在特殊历史时期，依然有很多

‘地下剧团’活动；国民经济稍一好转，一些稀
有剧种的民间剧团就生长出来了；后来国有
院团增多了，民间剧团仍是国有院团数量的

十倍以上，大量演出是民间剧团完成的”。
“好的民间剧团日常都能演出大量的传

统戏，也就是他们的‘吃饭戏’。”在福建省
艺术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王评章的视野
中，以闽剧为例，民间职业剧团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守护者、传承者，“20 世纪二三十
年代的唱腔、流派、行当，现在国有院团不
演了，但是民间还有记忆，民间剧团还在演，
闽剧中一些消失的技艺还以这种形式保存
在民间。”

如鱼得水地活跃在民众中

河南小皇后豫剧团豫剧《风雨行宫》在残
酷的宫廷斗争中展现个体命运、深入发掘人
性，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自 20 世纪 90 年
代上演以来一直深受观众喜爱，不仅成为本
剧团常演不衰的代表剧目，也广为其他剧团、
剧种搬演，是一出“谁演谁红”“哪个团演哪个
团火”的戏，主人公金桂的初代扮演者王红丽
如今已经传授了60多名弟子，此次展演中，几

个主要演员都是她的学生，年龄在30岁左右，
已经形成了年轻的新一代演出阵容。

上海上艺戏剧社话剧《生命行歌》根据
上海市金山区一家舒缓医院的真实事件改
编，讲述了舒缓病房中 5 个病人、3 个医护人
员的故事，探讨临终关怀，思索人如何面对
生命的最后时光。“老戏骨”的表演给观众留
下深刻印象。

康式昭用包容性、灵活性、草根性来概
括当代民间职业剧团的特点。包容性体现
在艺术水准的宽松上。“像《生命行歌》，演出
者都是成熟的表演艺术家，这台戏的艺术水
准甚至超过了有些国有院团；像《六盘春
雨》，表演也许相对业余，但他们活跃在第一
线，承担着在广大农村宣传精准扶贫的任
务，只要戏是老百姓需要的、喜欢看的，艺术
水准上的要求可以放宽。”。

灵活性体现在成员、演出的自由上。农
村有很多民间剧团演出是季节性的，农闲时
敲锣打鼓送戏，农忙时就解散。这种灵活机
动是国有院团不具备的优势。草根性体现
在民间职业剧团植根于民众，如鱼得水地活
跃在民众中。追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是民
间职业剧团的良好传统。

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传承者，把戏送到想看戏又看不到戏的农村观众面前——

民间剧团戏韵悠长 服务基层根植沃土

寻味文化乡村

新戏老戏聚一台 文化振兴有担当

□□ 陈光昌

在被称为“侗族戏剧文化艺术之乡”的贵
州省天柱县渡马镇，正活跃着一支义务教戏的
民间队伍。龙盘村老戏师陈光瞭、岩门村退休
教师杨秀举、杨柳村侗戏团团长周宗治……他
们不辞辛劳、与时俱进，在助力乡邻脱贫的同
时延续着侗戏300多年来的传承之火。

“我义务教戏已经 20 年了！”陈光瞭出生
在渡马镇的龙盘村。在这座小小村庄里，人
人都爱唱侗戏、看侗戏，光戏班就有三个，分
别叫作腊树脚、冲头、周家班。耳濡目染之
下，陈光瞭五六岁就会唱侗戏了。“是老一辈
艺人们教我的，我很小就学会了《穆柯寨招
亲》《大破天门阵》。”陈光瞭回忆说，村里老戏
师义务教戏的舒适氛围，是他 70 多岁依然活
跃在侗戏传承第一线的动力所在。

2000 年 前 后 ，当 地 侗 戏 一 度 陷 入 低
谷。眼见年轻人里唱侗戏、看侗戏的越来
越少，陈光瞭按捺不住，开始了他不取分文

的教戏生涯。
“农闲时候，每逢周末，我都要召集寨上

的十来个小孩学戏。”陈光瞭说，在家祠里，他
先教孩子们吊嗓子、画脸谱、敲锣鼓、拉二胡，
再和他们一起演练戏文。

像这样，陈光瞭一教就是一整天，有时甚
至在晚上“加课”。在他的付出下，孩子们勤
学苦练，打下了扎实的侗戏基本功。谈起孩
子们的进步，陈光瞭欣慰地说：“‘唱念做打入
情入境，进场出场井然有序’，娃儿们已经有
了架势，有了样子。”

“为了侗戏的传承，我吃点苦、吃点亏也
愿意。”教戏的路上，陈光瞭不仅吃了不少苦，
而且吃了不少“亏”。“只要跟侗戏有关，我的
确挺‘憨’的。哑了嗓子、扭伤腰杆，也是常有
的事。”陈光瞭说：“为了教戏，我错过了修河
堤、砌堡坎等很多高收入的活儿，想想钱是挣
不完的，也就释怀了。”正是在这种朴素情怀
的浸润下，侗戏流传不息，向侗族后代讲述着
忠厚传家、精忠报国的经典故事。

贵州天柱侗戏：薪火相传焕发新活力

天柱县渡马镇岩门村，校园戏班的小演员们。 金可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