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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评

我们多数的领导干部，一般历经多方位
的培养和多岗位历练，总体水平较高。但是，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美学修养显得愈发重要，
越来越成为领导干部这一群体必须重视的一
项修炼。

提高领导干部美学修养，首先是个人修
养提升的需要。油画大师吴冠中曾说：“今天
中国的文盲不多了，但美盲却很多。”一些领
导干部在其人生道路上，由于教育经历的不
同，接受审美方面的教育并不多。而且，在我
国教育体系中，审美教育一直有些薄弱。比
如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小学、初中等，美
术类课程基本都是轻描淡写，有些学校还不
见得有这门课。这就让一些人错失了人生学
习阶段重要的审美教育环节。这一缺憾从大
里说也会产生不良后果，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邢贲思就有一个观点：一些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成为贪官，其根源是信念缺失、精神空
虚、道德沦丧，这和不良的文化生态不无关系
……改善文化生态需要重视审美教育。

美学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教育，领
导干部要把审美教育作为提高自我素养的重
要内容，把自觉追求美的气质融入领导水平
中去。领导干部身居要职，往往是很多政策
规划、具体工作的决策者、拍板者，因此，不重
视审美的决策有时也可能导致负面效果。比
如大到城市规划是否考虑过留下“天际线”，
比如小到一条街道上的商业招牌，是整齐划
一的好还是留有个性美的好。

关于后者，就有一个典型事例。前年，上
海市静安区常德路街道店铺招牌,被整体换
成了黑底白字。在这个自媒体时代，这个完
全无美感的行为迅速在网上被“吐槽”。一个
由当地相关部门主导的，且是出于好心办好
事——将商业招牌更新，却因对美的忽视而
导致全国性的负面舆情。好在相关方面有错
就改——上海市静安区诚恳接受网友意见，
并责成下属单位及时整改。上海做出了改
变，然而就笔者所见，许多地方仍然还是千篇
一律地统一着门店招牌，无人反省这样做是
否妥当。

领导美学修养差，审美能力弱，有时还
会变成美的“杀手”。吴冠中说完上述那句
话之后，对不懂艺术的领导还做了如下批
评，如今的许多成功人士，包括官员、企业
家、媒体人、白领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想必
都很出色，然而，遗憾的是有的人却不懂艺
术和鉴赏。我想，这些不是最糟糕的，更糟
糕的是，那些不懂艺术但手中掌握了相当权
力的领导，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地对艺术指手
画脚，并且掌控艺术对与错的话语权。这些
现象的屡见不鲜，其中暴露的不是不懂艺
术，而是虐杀艺术，是没有文化的魔幻现实
主义。油画家对不懂艺术的领导提出的毫
不客气的批评，值得一些领导心平气和地倾
听与反思。

领导干部提升美学素养，其实最重要
的是要强化美的意识、美的自觉。也就是
说，在决策形成过程中，要有“美”这根弦，
由关注“好不好用”到兼顾“好不好看”，这
样，才能跟上社会的发展，更好地为人民
服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生活要求提升
了，对文化生活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我
们认为的“简单、好用”“将就点，横竖就是它
了”“买束鲜花太浪费了”等这些较为注重实
用性的要求，也许会因为自身审美素养的提
升而发生改变。

宋人林逋在《省心录》中有一妙句：知不
足者好学，耻下问者自满。相信领导干部这
一最善于学习的群体，只要意识到审美力的
不足，一定会快马加鞭赶上来。

领导干部
应多些美学修养

□ 陈米欧

9月 14日晚，赣州大剧院内，赣南采茶歌舞剧《一个
人的长征》正在上演。这部戏是赣南艺术创作研究所为
建党 100周年创排的剧目。

湘江突围、黎平篝火、遵义遇险、泸定行乞……当晚的
观众中，很多是前来赣州出席全国工商联携手知名民营企
业，助推赣州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大会的代表。他们被剧中
主人公骡子用生命践行信仰的故事深深打动，又被赣南采
茶戏的艺术魅力震撼。“谢谢赣南，以这样一种非常艺术、
非常美好的形式，给我们上了一堂党史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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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采茶戏源自安远县九龙山麓的茶篮灯舞，
有着400多年的历史，它是江西境内采茶戏的宗门，
号称“采茶始祖”。在赣南，它被乡亲们誉为“一年
四季都在盛开的山茶花。”2006年，赣南采茶戏被
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赣南艺术创作研究所作为赣南采茶戏传承保
护单位，始终把守护这朵“山茶花”视为自己的职责
使命，不倦地为传承、保护、普及、提升赣南采茶戏
努力。

他们称自己的戏为“山野小戏”，但他们从不妄
自菲薄，他们知道这来自山野的“小戏”有多美，他
们知道，自己守护的是一件稀罕宝贝：当年，戏剧泰
斗田汉来到赣南，看了原汁原味的《九龙山摘茶》，
激动得手舞足蹈，称其为“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奇
葩”；从 20世纪 50年代起，不断有音乐家来赣南采
风，他们把赣南采茶戏的“斑鸠调”融入了大型音乐
舞蹈史诗《东方红》，把赣南采茶戏的“长调”改编成
了《十送红军》，还用赣南采茶戏的音乐元素创作了

《红星照我去战斗》……因为懂得，所以自信；因为
懂得，所以珍惜。

为了传承和普及，他们开展了非遗进校园工
作，与多所中小学校联合开办了赣南采茶戏传习
所，给孩子们讲采茶戏的历史沿革、舞台表演、音乐
唱腔等，在孩子们的审美中种下一颗叫“戏剧”的种
子。他们还与赣州电视台合作举办“我来演采茶”
电视大奖赛，在赣州掀起了学采茶戏和看采茶戏的
热潮。

为记录赣南采茶戏的传承创新史，他们对自己
的剧种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研究，出版发行了赣南
采茶戏艺术丛书系列，对赣南采茶戏各类资料进行
了全方位的挖掘、整理；收集整理了传统剧目文本
52个，传统音乐曲牌 400余首，整理收集了 23首赣
南采茶戏《男腔曲牌》，全部进行了录音保存。

一个剧种的发展，既要传承经典，重视优秀传统剧
目，又要创新和丰富新创剧目创作与艺术表演。

他们先后改编了传统赣南采茶小戏《试妻》《补
皮鞋》《搭船巧遇》《睄妹子》等一大批优秀剧目，用

原汁原味的戏剧之“瓶”盛上时代精神的“酒”，受到
了观众的欢迎。其中，《试妻》《补皮鞋》获第二届

“汤显祖戏剧奖·地方戏曲经典传统小戏、折子戏”
大赛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们不断拓展剧种的外
延，为其注入现代性的品格，以赢得更广泛观众的
共鸣。譬如在《永远的歌谣》《八子参军》等剧目
中，他们立足于赣南采茶戏丰富的音乐素材，在巧
妙活用传统曲牌的同时，借鉴了歌剧形式，引进了
时尚的节奏，运用和声配器的方法，形成了一种全
新的赣南采茶戏音乐样式。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前些年在
很多地方剧种纷纷消亡的情况下，赣南采茶戏深深扎
根乡土，茁壮成长。他们用美丽的采茶歌舞讲述传统
的故事、讲述革命的故事，还用它讲述当代故事、身边
故事。这些好剧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每年，他们
要下乡送戏200多场 。“每次下乡演出，乡亲们都会
准备好各种好吃的，摆得满满当当，我们演到哪儿，他
们追到哪儿。看着乡亲们听得如痴如醉的样子，我们
懂得了艺术的价值，艺术工作者的价值。”

2013年，赣南艺术创作研究所成为 39家“全国
地方戏剧创作演出重点院团”之一。他们把赣南采
茶戏从田间村头演进了人民大会堂、演进了国家大
剧院 、演进了央视的舞台，演遍了全国。他们还多
次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日本、韩国、保加利
亚、希腊等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演出。

在他们的精心呵护和辛勤浇灌下，赣南采茶戏
这朵长自山野的山茶花灿烂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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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长征》剧照

《八子参军》剧照

《搭船巧遇》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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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天演出，杨俊显得有些疲惫。他是舞台上那个朴实憨厚，
为了承诺，历尽千难万险追赶红军队伍的骡子，也是赣南艺术创作研究
所的所长。谈起红色题材的戏剧创作，他觉得这是红土地上的文艺工作
者应该有的文化自觉，是这片红土地赋予他们的责任。

血性、忠诚、无畏、坚忍、牺牲……赣南这片红土地的红色历史中
沉淀着感天动地的精神。赣南的文艺工作者们知道，把这段历史讲给
今天的人、后来的人听，把这种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是他们的使命。
1993年，他们创排了大型赣南采茶歌舞剧《山歌情》。初出茅庐的导演
张曼君带着一帮年青的演员，凭着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恋和对这段历
史无限的崇敬，把苏区青年的情感和信仰在舞台上表现得感人肺腑。
该剧荣获了第三届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四届“文
华大奖”、首届“曹禺戏剧文学奖”，主演龙红凭借贞秀这个角色获得了

“中国戏剧梅花奖”。2009年，他们复排了《山歌情》，参加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礼演出——来自赣南山野的小戏第一次在国家
大剧院绽放。

深挖红色历史，他们发现，历史馈赠的不只是一份责任，还有一
座创作的“富矿”。

2011年，他们创排了大型赣南采茶歌舞剧《八子参军》，这部剧
改编自瑞金下肖区七堡乡农民杨荣显八个儿子参加红军并全部壮
烈牺牲的真实故事。此剧讲述了战火的无情，也歌颂了老区人民
的坚韧——杨大妈将 8个儿子送上战场，7个阵亡。为了给杨家留
下一根血脉，部队首长命令老八满崽回家侍奉老母，而杨大妈一番
疼惜后，决然地再度送满崽出征。2013年，该剧被选调进行全国巡
演，开创了我省地方戏曲全国院线巡演的先河。此外，这部剧还获
得第十二届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四届文华
奖“文华优秀剧目奖”、国家艺术基金 2014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
项目等荣誉。

2014年，他们又创排了《永远的歌谣》。用美丽的采茶歌舞讲述
了一个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故事：1931年夏天，中央红军取得了第一、
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可是，为了配合反“围剿”，乡亲们错过
了春播。严峻的夏荒威胁着苏区群众。兴国县龙潭村年轻的村苏维
埃主任李龙槐发动大家筹粮、捐粮，并把自己的粮食送给群众。他还
凭借超人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从地主家借得粮食，保证了全村人顺
利地度过了夏荒，而他自己却在借粮中英勇献身……“山歌年年唱，
灯笼夜夜亮，一代传一代，一帮接一帮。”这曲朴实隽永的“歌谣”获
得第十四届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主演杨俊获得“中
国戏剧梅花奖”。

如何将文艺创作与党史教育有机结合，讲好红色故事？赣南艺
术创作研究所的艺术家们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探索。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他们又推出了《一个人的长征》。经过 60天的创排，今年 4
月25日举行了首场公演，获得观众一致好评。该剧讲述了赣南地区
一个名叫骡子的青年马夫，讲信义、重承诺，在长征途中带着红军留
下的黄金孤身追赶红军部队的故事。该剧入选了中宣部、文旅部、中
国文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
国家艺术基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型舞台剧和作品主
题创作资助项目”、文旅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舞台艺术
精品创作工程”等。截至9月15日，该剧已演出27场。

每一次看赣南艺术创作研究所的演出，专家们
都会感叹：一个基层院团竟然有着如此蓬勃的创造
力、如此昂扬的精气神！

深入到幕后，我们会发现他们为锻造队伍的精
气神和创造力付出的努力。

为让赣南采茶戏传承发展后继有人，赣南艺术
创作研究所开展了“名师高徒”活动，返聘了陈宾茂、
潘桃桃等11位退休艺术家，对青年演员进行一对一
的传帮带。老艺术家们把自己满肚子的本事一点一
点地教给青年演员。所里还给青年演员创造机会，
每年派出多名艺术骨干到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戏剧
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高等艺术院校及省级院团进
修学习。杨俊把个人获得的人才奖励资金 30万元
贡献出来，设立了“赣南采茶戏演员培养基金”。

他们还组织实施了“赣南采茶戏振兴工程”，面
向全市开展赣南采茶戏司鼓、声腔、舞蹈、表演、编导
等各门类培训，每年定期举办赣南采茶戏精品小戏
研修班。

他们还针对具体剧目开展专门的提升工程，以
戏带功，培养人才。为了创排《永远的歌谣》，他们把
演员送到中央戏剧学院进修了两个月；为了创排《一
个人的长征》，他们专门聘请老艺术家传授采茶戏基
本功，系统训练舞蹈男女提沉、穿手等组合，赣南采
茶戏三绝“扇子花”“矮子步”“单水袖”组合……一部
部戏下来，演员的业务不断精进。

德是立命之本，艺为事业之基。除了业务上的
精雕细刻，赣南艺术创作研究所更注重青年演员的
艺德塑造。

“戏比天大，业精于勤”是这支队伍的信条，而这

个信条来自传承。所里精心布局了老中青三代人的
艺术架构，前辈们的到场不仅是传艺，更是树德。年
轻人说：“身边的前辈就是榜样。”

所里的年轻演员经常会回忆起华飞老师，这位
爱了一辈子采茶戏的“老采茶”，从于都县采茶剧团
退休后，被请到所里带年轻演员。“他是一位标准的
老艺术家，对艺术一丝不苟，把舞台看得比命重要。”

“他会根据每个年轻演员、每部戏的特点，制定出一
对一的排练计划。白天在排练厅教，晚上备课，那种
认真、执著的劲头，我们看在眼里，丝毫不敢懈怠。”

杨俊回忆起，有一回华飞老师作为导演随队下乡
演出。在帮着搭台的时候，从台上摔下来。大家着急
地要送他上医院，老人坚决制止了：“戏比天大！”

后来，杨俊在演出《永远的歌谣》时摔断了肋骨，
在创排《一个人的长征》时，脚趾甲掀翻了……所有
这些，他都忍着，他要求自己不能因为自己的伤对舞
台有一点点影响。“从前辈艺术家的身上，我懂得了，
作为演员，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师傅们说，戏比
天大，相比舞台，几根肋骨、两片趾甲盖，何值一提！”

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带着一个古老而美丽的
剧种，正在振翅高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