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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常州》《荆川梦》《红衣奶奶》
《男 儿 志》《我 只 想 唱 歌》《真 心 英
雄》⋯⋯上个月 27 日晚，“一生所爱”
潘杨生个人演唱会在常州大剧院举
行，在两个多小时时间里，这位来自钟
楼文化馆的声乐老师演唱了近 20 首
精彩歌曲，其中既有他近年来部分原
创歌曲，也有谭咏麟、张学友、陶喆等
著名音乐人的经典流行音乐。

由于这场全市群众文化工作人员
中并不多见的个人演唱会，这一天，这
位人称“常州罗志祥”的群文工作者在
朋友圈被刷屏了。

在钟楼文化馆馆长孙茹看来，打造
一个合适的平台，呈现这些年轻专业老
师的专业素养和专业精神，体现这一代
人身上的优秀品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情。因此，她们不仅克服重重困难，
推出原创音乐剧、原创舞剧、原创歌曲
大赛、原创舞蹈新作品大赛、话剧等，又
结合年轻人的专业，为他们举办专场表
演。“在这次的个人演唱会之后，我们还
将推出民乐演奏会、舞蹈专场等活动。”

从原创音乐剧开始

在有些人的印象中，文化馆的工
作似乎就是开展一些辅导班、培训班，
为一些演出编排节目。对此，孙茹并
不满足。

“从 2011 年开始，我们馆里开始
引进年轻的专业老师，到现在，馆里共
有5个年轻人，涵盖声乐、器乐、舞蹈、
戏曲等专业。”孙茹介绍，年轻人有年
轻人的优势、年轻人的特性，如何让他
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坚持和提高他们的
专业素养，增强团队意识，避免职业倦
怠感，成为她不断思考的问题。

一有机会，钟楼文化馆都会组织这
些年轻人到常州大剧院欣赏各类精彩演
出，参加全国性的戏剧节，有所思、有所
得，大家还进行热烈的讨论。2014年，
在欣赏完一出音乐剧后，一个念头萌发
了：我们自己何不打造一台音乐剧呢？

在与市文化艺术研究所的交流与
合作下，音乐剧《六号车间》一步步走
向成型。这是一部具有浓郁生活气息
与轻喜剧风格的音乐剧，融入钟楼区
企业中一些打工者典型，表现打工者
身在异乡的生活、爱情、打工等追梦历
程与成长经历，同时也通过演出塑造
企业文化，鼓舞企业员工，营造和谐文
明、包容大气的常州文化精神。

“我们一度曾经想要放弃。”孙茹
说，这部音乐剧从编剧到剧组建立两
个月，从排练到演出仅一个月；12 个
演员中有3个文化馆的老师，2个企业
员工，1 个舞蹈俱乐部老板，6 个职业
学校的学生。

除了文化馆的老师，其他人都没有
舞台经验，导演任苑就必须手把手地
教，这位来自四川音乐学院的年轻人经
常一天下来喉咙都哑了、走路一瘸一
拐，但最后离开的时候，却动情地说，

“我永远也不会忘了你们这样一群人。”
当年8月30日，《六号车间》在市歌

舞剧院首演，在打工者中引起震动，
随 后 还 参 加“ 文 化 100”的 惠 民 演
出。在第四届中国·东莞音乐剧节
上，这部由群众文化工作者打造的音
乐剧吸引了业界的关注，并荣获原创
优秀剧目奖，对群文工作者敢于挑战
音乐剧的创举，“中国音乐剧教父”李

盾也给予高度肯定。

年轻队伍的提升

“抱着敢玩的心态，开始时是玩，
后来就变成了玩命投入。”孙茹说，通
过音乐剧《六号车间》，馆里这些年轻
人得到了非常重要的锻炼，团队得到
了很好的提升。

比如，在《六号车间》开始排练之
前，演员都没找齐，当时担任助理导演
的潘杨生硬是跑到街头、演艺中心找
演员，甚至被人当作骗子；馆里当时共
有 5 个年轻人，3 个上台演出，2 个负
责后台工作，这也使得大家得到了全
面的锻炼，书画老师万松负责道具的
设计和制作，这在群文系统书画老师
中也是不多见的。

由此，原创之路一发而不可收拾。
去年，钟楼文化馆推出小舞剧《追

梦》，采用情景式的舞蹈剧情，用板块
式结构，以老年、少儿、青年三个不同
年龄的舞段，通过民族舞、现代舞、情
景舞、儿童舞、双人舞段等充分展示给
观众一场彰显舞蹈魅力的视觉盛宴。
该剧参加“幸福钟楼”社区天天乐文化
巡演，受到居民们的热烈欢迎。

为展示钟楼地方文化，钟楼文化
馆积极推动“常州人·常州梦”原创歌
曲征集大赛，共征集到来自常州市区
近 50 首原创歌曲，最终 6 个原创作品
获奖⋯⋯

今年，又推动举办2016原创舞蹈
新作品比赛，26 件作品进入比赛，参
赛单位涉及区内的社会舞蹈机构、幼
儿园、小学、社区群众舞蹈团队等，参
赛选手从最小5岁到60多岁⋯⋯

与市文化艺术研究所再次合作的
原创话剧《较量》，演职员中均有钟楼
文化馆的年轻人参与⋯⋯

不普通的文化工作者

“他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文化工作
者⋯⋯我只想说我们的文化工作者从来
不普通，把喜欢当事业，把喜欢当使命。
音乐响起，我竟然感动到想哭⋯⋯”潘杨
生演唱会当天，一位观众这样写道。

潘杨生曾是香港易扬唱片签约歌
手，现为钟楼区音协副主席、钟楼文化
馆音乐创作、策划、主持。多年来，他
积极深入企事业、社区和学校开展免
费培训、声乐辅导，承担市、区综合主
题活动及晚会的策划、组织、主持等工
作，特别在近两年，积极组织企业职工
开展才艺大赛，带领企业员工举办“民
星演唱会”“企业职工才艺巡演”等活
动，为打造企业文化作出积极努力。

像这样有专业素养、专业精神的
专业老师，在钟楼文化馆还有好几个，
比如搞器乐的庄荟莉、搞舞蹈的索亮、
搞戏曲的刘凯、搞书画的万松、搞文化
研究的佘朝洁⋯⋯无论是在文化馆的
培训班、辅导班，还是在社区天天乐的
舞台，他们的身影都时时可见。

“作为群众文化工作者，希望通过
这样的专场演出，展现他们的特长和水
平，也让大众能更了解、认可和喜欢他
们。”孙茹说，除了潘杨生的个人演唱
会，今后，他们还将陆续为几个年轻人
推出民乐演奏会、舞蹈专场、个人画展、
出版著作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

陈荣春

钟钟楼文化馆楼文化馆：：
从原创音乐剧到个人演唱会

常州市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日前
在环太湖艺术城举办，吸引诸多爱好
工艺美术的市民前往观摩。

作为今年“文化 100”系列活动之
一，常州市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共展出
40多位常州工艺美术工作者精心创作
的 80 多件作品，涵盖常州梳篦、乱针
绣、留青竹刻、象牙浅刻、堆绒、金坛刻
纸、烙画、陶瓷雕塑、铜刻等10个种类。

这些作品主题各异，特色不一，构思
独运匠心，工艺精益求精，均为常州工艺
美术家深入实践、深入生活的精心之作，
充分展示了常州工艺美术的实力和水
平，带给广大市民美好的精神享受。

展览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
武进区文联、市工艺美术家协会、武进
区工艺美术家协会等单位承办。

蒋小萍 陈荣春

市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举行

砚池怀古——第五届大院内外书
法作品展 10 月 29 日在临沂市美术馆
开幕，共展出中国国家画院沈鹏书法
课题班 12 位中青年书法家的 70 余幅
各体书法佳作，其中，我市书家王亦
农、戚散花（右5）参展。

这 12 位书法家分别是：王凯英、
马汉跃、王亦农、张德林、卜庆中、戚散
花、杨陌、李明、田九亭、白锐、许飞飞、
赵琪，皆为当今书坛所熟知的实力派

名家，每位成员都有较高的文化修为
和深厚的书法功底，作品风格各异，个
性鲜明。此次展出的作品集中体现了
他们近期对书法艺术的新思考、新追
求、新探索。

展览由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
和山东省临沂市文广新局、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共同主办，临沂市书法家协
会、临沂大学美术学院、临沂市美术馆
承办，将持续至11月7日。 傅平

我市书家参加第五届大院内外书法作品展

国庆期间，我和家人一起来到常
州市博物馆，一走进博物馆大厅，大幅
海报上醒目的 7 个字“当辛追遇上慈
禧”让我先是一愣。因为据史料记载，
辛追是西汉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妻子，
死于公元前186年。慈禧为清朝皇太
后，病逝于 1908 年 11 月 15 日。这两
位相距两千多年的人物怎能相遇呢？
再一想，我们今天不就是来参观《神奇
的马王堆汉墓珍品展》和《太后园居
——颐和园珍藏慈禧文物特展》的吗，
她俩的灵魂在常州博物馆相遇了！

《神奇的马王堆汉墓珍品展》分长
沙国与马王堆汉墓、钟鸣鼎食、笙歌娱
乐、医学保健、锦绣华裳、帛册典藏、大
礼安魂 7 个板块，展出了 95 件珍贵文
物。光亮如新的漆器、华丽轻柔的丝
绸、奇幻瑰丽的帛画，都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尤其是那件素纱禅衣，它
身长1.28米，通袖长1.9米，面料约2.6
平方米，但重量仅有 49 克，真可谓是

“薄如蝉翼”、“轻若烟雾”，让我不得不
惊叹当时高超的丝织工艺！最让我惊
叹的是，在展馆播放的资料片中看到

的辛追夫人1972年出土时的模样：形
体完整，全身润泽，皮肤和毛发都在，
肌肉还有弹性，部分关节甚至可以活
动。时逾 2000 多年的尸体能保存得
如此完好，简直不可思议！

《太后园居——颐和园珍藏慈禧
文物特展》分起居服用、文娱雅好、寿
礼供奉、舶来奇珍4个板块，展出了慈
禧太后曾使用过或收藏的珐琅器、金
银器、瓷器以及西式钟表等 105 件珍
贵文物。有意思的是，慈禧当年所养
的爱犬京巴的一件黄色御用犬衣还是
展品之一呢！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度过
了人生最后18年的大部分时光，许多
展品中都可见这位曾经的当权者奢华
的生活和她的性情爱好，以及晚清社
会的历史情境，让我们了解了百年前
的宫廷文化以及西方物质文明对宫廷
生活的影响。

以上两个展览是常州市第三届
“文化 100”大型惠民行动古代文明系
列的重大项目。2 个小时看完后，我
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汪遵忆

国 庆 观 展

“每个人都要修改，才能美丽。”这
不是哪位名家大师所言，而是出自我
六岁女儿的口中。她在画一只狮子，
一不小心把狮子的头画歪了，她说不
要紧的，用笔修一修就好了。于是我
从她口中听到了这么一句话。我心中
一凛：原来，这些浅显的哲理连孩童都
明白了，可是，为什么在成长过程中我
们丢失了这些“明白”，反而自以为完
美、无所不能，在听不进任何人批评意
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呢？

女儿在操场上奔跑，发现跑道上
有一小男孩在大声哭闹，于是她停下
脚步，驻足倾听。原来小男孩晕车，无
法搭乘公交去市里游玩，她妈妈怎么
劝也不停，依然大发脾气。女儿安慰
小男孩道：“我坐公交也会晕车的，我
们不如在操场上玩吧！”小男孩便停止
了哭声，信赖地朝她点点头，他妈妈感
激地对我微微一笑。我当场愣住，要
知道她坐公交车从来没有晕过车啊，
是什么促使她在陌生人面前学会用

“善意的谎言”？
我们一起逛超市。我挑了一只杯

子准备去收银台结账，发现杯子的
把手上有一点小瑕疵，便随手把它
放在了一边，被女儿看见了。她执
意要拉着我的手将杯子还回去，还
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妈妈，杯子就
得回到它原有的位置上。”我汗颜，
是什么让成年后的我开始丢掉秩序、
礼貌和尊重呢？

前一秒，我还看见她和她的同学
在抢一只毛毛熊玩具闹得不可开交，
甚至发出了狠话：“我再也不理她了，
我不要她做我的好朋友了！”未过三分
钟，两人就头靠头在说悄悄话了。我
不禁感叹，小孩真是没有隔夜仇，三分
钟记性！

泰戈尔曾说过，每个人伟大的时
光就是他的“童年”。孩提时候的伟
大，就在于他们那未经开发，且处于低
级状态的大脑中仍保留着生命最原
始、最本真的自然、美德和智慧。然
而，孩童终会长大，他的身体不断扩
张，大脑不断成长，可是思维却不见得
在成熟，他们学会了父辈的语言，开始
变得世故、势利、冷漠、麻木，童年时的
善良、勇气、同情和怜悯，却逐渐在生
命中一点一滴消逝。

哪个人敢在朗朗乾坤下，对穿着
新衣的皇帝大声说，“您什么也没有穿
啊！”这不就是一个孩童么？

作家王开岭写到，对少年心理有
着诱惑和塑造功能的并非课本，而是
成人世界的生活模型和价值面貌，不
管少年的天性如何纯真，无论童年教
育多么诗意和美好，一旦他离开童话
和教室，面对实际社会的挑衅与竞争
敌意——尤其是生活的诸多不公、复杂
人际和“潜规则”，在经历了短暂的惊
愕、迷茫、沮丧和失措后，他便开始适应
市侩秩序、遵守集体契约的人生实习。
在这场实习中，一方面，他为自己的稚
气惴惴不安、羞愧难当；另一方面，他潜
心观察成人榜样，暗暗效仿⋯⋯渐渐，
他开始以“成熟”、“稳重”自居，以嘲笑
他人的“幼稚”“单纯”为能事了。

原 来 如 此 ，生 命 终 于 成 了“ 成
品”。孩子变成了父亲，父亲有了孩
子，一代代，一轮轮，从美好中开始，在
世俗中结束。然而，这绝非我们生命
的初衷，也非我们生命的目的。巴金、
冰心、杨绛、季羡林⋯⋯那些大师在历
经百年沧桑，在生命的尽头告诉我们：
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只有长大成人并
保持童心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或许，
这才是生命的领悟。 晴风

向孩童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