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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云南孩子登上上海保利大剧院舞台圆梦

编辑

星期日
王念平

●

2020年嘉定区与对口帮扶地区音乐交流演出昨举行

晨报首席记者 沈坤
嘉定融媒体中心记者 涂 军
晨报讯

“这是美丽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昨天，上海
保利大剧院的舞台上，来自上海、
青海和云南三地的学生，用汉语、
藏语和彝族语唱响一首 《我的祖
国》。“梦行千里·乐在云巅——
—
脱贫攻坚奔小康”2020 年嘉定区
与对口帮扶地区音乐交流演出也
在这首大合唱中落下了帷幕。
这次演出，为一个圆梦故事画
下了完美的句点。2019 年，
即将退
休的嘉定区杨柳中学生物老师赵
兴洲为了一圆自己成为专职音乐
教师的梦想，
登上青海省果洛藏族

自治州久治县 4000 米的高原，成
为民族中学的音乐老师。今年 7
月，完成支教任务的他回到上海，
两个月后又重返果洛。临行前，
赵
老师表达了让高原的孩子在上海
一展技艺的心愿。于是在嘉定区教
育局的努力下，有了这台演出，
圆
了赵老师的又一个梦想。
昨天的演出中，来自民族中
学的 16 名学生和赵兴洲联袂献
上了歌曲弹唱。赵老师的爱人应
邀从杨浦区赶来观看演出。
同台参与演出的，
还有来自云
南省德钦县第一小学学生、
云南省
楚雄职业高级中学师生和上海市
嘉定区保利大剧院童声合唱团。和
果洛州一样，
云南省楚雄和迪庆两

州也是嘉定区对口帮扶援建地区。
今后，嘉定区教育局将携手嘉定区
音乐家协会与上海市相关音乐专
家团队，开展对口帮扶援建青海省
果洛州（久治县为主）、云南省楚
雄州、云南省迪庆州 （德钦县为
主）音乐教育支教项目。
而为了进一步加强企业与教
育系统的合作联盟，推动社会慈
善与教育事业，科世达（上海）管
理有限公司将资助嘉定区教育局
开展音乐支教项目。经双方共同
协商，在未来三年，科世达将每年
资助项目资金三十万元人民币。
嘉定区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
“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音
乐联结起嘉定和援建地区青少年

的情感，
感染了三地的孩子的美好
心灵。活动以两地青少年音乐交
流演出的形式呈现，中间穿插视
频、采访、音乐教学等，从侧面展现
援建成果，展现嘉定援建干部大爱
无疆、梦想开花。”
“海纳百川、多元而细腻，是
上海的特点。我们真心实意付出，
真抓实干帮扶。通过这场三地联
动的汇报演出，选取‘音乐’这个
共同的纽带，讲述脱贫征程中的动
人故事，展现一个热心的魔都、
‘走心’的魔都、
温情的魔都。脱贫
不脱钩、脱贫不脱亲，和这些远在
几千公里外的亲人之间的互动，会
继续以新的方式延续下去。”嘉定
区合作交流办负责人告诉我们。

荨 昨天， 赵兴
洲和孩子们登
上上海保利大
剧院舞台，参
加“梦行千里·
乐在云巅——
—
脱贫攻坚奔小
康”演出。

错过网课也要“童”唱一首歌
上海孩子们献给支教老师赵兴洲一份特别的礼物
晨报首席记者 沈坤
嘉定融媒体中心记者 涂 军
年底即将退休的支教音乐老
师赵兴洲 ，本周带着青海省果洛藏
族自治州久治县民族中学 16 名孩
子来到上海 。 昨天 ，他们登上上海
保利大剧院的舞台 ， 参加 “ 梦行千
里·乐在云巅—
—— 脱贫攻坚奔小
康 ”演出 。
赵兴洲在支教的一年多里 ，教
会零基础的学生识谱并演奏简单曲
目。在此期间，他还创作了民中历史
上第一首校歌《神山的花园》。 得知
赵老师和孩子们的故事后， 新闻晨
报·周到上海与嘉定区融媒体中心
在周三共同发起“童”唱一首歌征集
行动，邀请上海孩子学唱这首歌。
“ 征集令 ” 迅速在网络间传播 ，
家长、孩子们踊跃参与，一夜之间就
收到 20 多条视频。 记者从中选出具
有代表性的作品，混剪成一则视频，
作为上海孩子的礼物， 赠送给赵老
师和民中的学生们。时间仓促，视频
中所呈现的对于歌曲的演绎并不能
说完美， 但这是孩子们和他们背后
很多家庭的一份深情厚意。

坐在上海保利大剧院的台下，
赵兴洲看着视频里一张张稚嫩的
脸庞从眼前掠过。看到几乎还不认
字的幼儿园大班学生陆茗莉一字
字艰难地往外蹦出 “格桑梅朵尽
情绽放”这句歌词的时候，他开心
地笑出声来。对于这份特殊的礼
物，赵老师很感动。在上海这短短
几天里，他无数次地说感谢，感谢
那些认识的和陌生的人们对于自
己和民中孩子们的善意。
视频中出现的小学三年级女
生郑雅馨，当晚录制到凌晨一点
多。郑雅馨的母亲、上海咏爱国际
音乐学校校长高姝昊告诉记者，藏
区歌曲的旋律对孩子来说很生疏。
“而且这首歌是个小调，中国音乐
里有很多小调，
但小朋友接触到的
很多歌都是大调，比如《我和我的
祖国》 这种。小调的音符拐来拐
去，
对她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是
很难熟练掌握的。”
高姝昊说，
女儿周三有数学考
试，
前一晚复习到午夜。到了周三
晚上，精力其实已经很难集中。

“脑袋不在线，
录制了很多遍。”但
高姝昊觉得，这对孩子来说是非常
有意义的事。“我一看到赵老师的
故事就被感动了。因为我自己也
从事音乐这一行，
所以很能理解赵
老师对于音乐的这种执着。”
高姝昊说：
“我们学校里也有
合唱团，
我也经常组织他们排练。
去
年，我给他们排了一首歌，歌曲是
《放牛班的春天》里的一首合唱。因
这首歌的原唱是法文，我们当时也
是花了很多时间。所以当我从网上
读到征集令的那一瞬间，立刻想到
的就是电影里的马修老师。人的一
生真的需要一个好老师，我自己就
是学声乐的，我记得以前每次在歌
唱上取得一点进步的时候，都会和
教自己的老师说谢谢。然而老师却
说‘你不要谢我，
要谢谢音乐’。”

孩子们为了录制视频都有着
各自的感人小故事，同为小学三年
级学生的徐诗琪当晚为了录制视
频就错过了网课。
“因为网课是晚上 8 点多，要

录视频的话就没时间上课了。
他当
时问我，上不了网课怎么办？”徐
诗琪爷爷说，
“我告诉他，网课明
天还可以回放，但这个机会错过了
就没有回放的机会了。我们经常
说，要让孩子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情，但其实这种机会是不多的。”
徐诗琪爷爷是在孙子班级的
家长群里看到赵老师和孩子们的
故事的，
“我对青海一直有个情
结，因为我在国家‘六五’‘七五’
期间曾经在青海省格尔木的察尔
汗盐湖搞过科研项目，我是当时公
关小组的技术负责人。我知道在这
些偏远地区条件的艰苦和生活的
不易，因此尤其为赵老师主动支教
而感动。”他说，
“我孙子学了钢琴
和手风琴两样乐器。
我培养他从小
学音乐，
很多人说小孩学习音乐会
占用读书时间，我不赞同，我相信
两者之间是互通的。
虽然孙子唱歌
不行，我还是马上给他报了名。”
这支视频中的长笛伴奏者，是
与高姝昊同在上海咏爱国际音乐
学校里任职的顾潇锐，他是一名旅
法长笛演奏家。顾潇锐当晚也是录
到了凌晨 1 点多。

小雪 ，暖香炷罢室生春
岳强
香气不仅仅有五味 ，也有冷暖 。
立冬节气后 ， 十五天小阳春已
过 ， 今天迎来冬令六气的首个中气
“ 小雪 ”， 气温骤降 ， 此时 ， 炷一炉暖
香 ，会带来满室如春的感觉 。
暖香是什么 ？ 宋代陈元靓所著
《 岁时广记 》 卷四 “ 炷暖香 ” 条目写
道 ：“《 云林异景志 》 载 ， 宝云溪有僧
舍 ，盛冬 ，若客至 ，不燃薪火 ，暖香一
炷 ，满室如春 。 ”明代周嘉胄所著 《香
乘 》、 高濂 《 遵生八笺 》 皆辑录此条 ，
但并无暖香香方传世 。 清代董说 《非
烟香法 》“香医 ”篇中写道 ：“蒸荔壳 ，
如辟寒犀 ，使人神暖 。 ”又道 ，“销暑 ，
宜蒸松叶 。 凉鬲 ，宜蒸薄荷 。 辟寒 ，宜
蒸桂屑 ，又宜蒸荔壳 。 ”在和香所用
的香药中 ，乳香 、檀香 、丁香 、木犀等
皆为辛温发散的暖里之药 ， 亦有生
暖之功效 。 由此分析 ， 暖香或为和
香 ，亦或是南亚所产辛温之香料 。
《香乘 》 卷八 “ 香异 ” 中录有引自
任坊《迷舆记》“辟寒香”曰：“辟寒香，
丹丹国所出，汉武帝时入贡。 每至大
寒，于室焚之，暖气翕然自外而入，人
皆减衣。”丹丹国为古代国名，约为现
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此香为焚燃之
香。 另有“寄辟寒香”的记载虽是薰佩
之香，但其发香的方式也应为在铜制
香囊中焚燃发香，如此香气和热量借
助金属的热传导而发散。
本期题图为清乾隆时期的 《岁
朝行乐图 》局部 ，从岁时节序的角度
来说 ，虽为季冬应景之画 ，但在画中
主角脚下的火盆才是本期 “炷暖香 ”
的主题 。 画面中主人抱着一孩子坐
在火盆边 ，其他人则围绕火盆而立 。
火盆边有一人正在堆灰调火 ， 盆内
堆起来的炉灰顶部绘有炭火焚燃的
痕迹 ，在炭火上炷香 ，即是古人冬令
围炉清谈的日常情景 。
明代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
笺”中录有金猊玉兔香方为：“杉木烧
炭六两，配以栗炭四两，捣末，加炒硝
一钱，用米糊和成揉剂。 先用木刻狻
猊、兔子二塑，圆混肖形，如墨印法，大
小任意。 当兽口处，开一斜入小孔，兽
形头昂尾低是诀。 将炭剂一半，入塑
中作一凹 ，入香剂一段 ，再加炭剂筑
完 ，将铁线针条作钻 ，从兽口孔中搠
入，至近尾止，取起晒干。 狻猊用官粉
涂身周遍，上盖黑墨。 兔子以绝细云
母粉胶调涂之，亦盖以墨。 二兽俱黑，
内分黄白二色。 每月一枚，将尾就灯
火上焚灼，置炉内，口中吐出香烟，自
尾随变色样。 金猊从尾黄起，焚尽，形
若金妆，蹲踞炉内，经月不败，触之则
灰灭矣。 玉兔形俨银色，甚可观也。 虽
非大雅，亦堪幽玩。 其中香料美恶，随
人取用。 ”以上述做法制成的香兽亦
可在围炉清谈时焚燃，香兽在炉火里
烧成通体红彤彤金灿灿的香碳，中口
吐着香烟 ，此情此景如詹克爱 《题西
山禅房》 诗中云：“暖香炷罢春生室，
始信壶中别有天”。 在《新篡香谱》中，
也录有 “金龟香灯 ”与 “金龟延寿香 ”
两个香方与金猊玉兔香方相似，但现
今，市面上已见不到这样的香品了。
小雪一过 ，降温明显 ，居室中炷
一炉暖香 ， 既可辟寒 ， 又可祛秽 ， 还
能品味到古代文人冬令生活里的雅
趣 ，不妨自己动动手 ，做做金猊玉兔
香试试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