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余玲 电话：85222316 ■版式设计：周敏

阳光灿烂、蓓蕾花开，红花朵朵、绚丽多彩。
不久前的5月 31日下午，水绿台城花开鲜

艳，喜悦洋溢张张笑脸。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
院内丝弦缭绕、琴韵缠绵，歌声嘹亮、舞姿翩跹，
千余名观众迎来一场盛大的庆典演出，由东台
市教育局主办、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承办、盐城市
文化馆参与编排打造的《蓓蕾花开》——纪念东
台实小小红花艺术团成立一周年暨庆六一专场
演出在这里拉开帷幕！

此次演出以艺术为载体，通过传承当年小红
花艺术团的光荣传统，展现东台二胡艺术之乡
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这场被业内人士
堪称经典的盛大演出，历时三个多月打造，特邀
了盐城境内一批著名艺术家加盟，凝聚了东台
实小500余名师生的辛劳与汗水。

穿越历史的隽永画面

演出通过倒叙的手法，以当年一名小红花队
员的现身演绎，讲述四十多年前那个难忘的画
面。序幕灯光起处，随着委婉缠绵的悠扬二胡
琴声响起，人们又看到那远处涌起的海浪，在轻
轻地拍打曲折的海岸；那轻柔飘来的海风，吹拂
着水乡那一湾如烟的大地。在这块曾经出过晏
殊、吕夷简、范仲淹三位宰相的地方，不时变幻
的灯光带着人们一同穿越了煮海为盐的时光隧
道，感受沧海桑田的跌宕变迁，看到那绵延的
串场河流向远方，董永与七仙女的美好传说为
这座城市增添别样的神奇与向往。随着薄雾散
去，舞台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往事回忆之中，
在东台这个历史厚重、文韵流芳的地方，四十
七年前，诞生过一支小红花艺术团，她曾有过
骄人的业绩、创造过不朽的辉煌。如今，虽历
经岁月的变迁、风雨的洗礼，依然绽放着绚丽
的芬芳。这是一所培养人才的艺术熔炉，一所
名副其实的艺术学校。在这个培养艺术人才的
摇篮里，孩子们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学习
唱歌、跳舞，还有各种器乐演奏，同时他们还学
习表演，不但城里演，学校演，还上街头、下农
村、到工厂、去军营，一直演到南京、苏州、无
锡，可说是演出不断、盛况空前！当年《红灯
记》里的小铁梅，《白毛女》里的喜儿，《智取威
虎山》里的杨子荣，《红色娘子军》里的洪常青、
吴清华，别看小红花队员们小小年纪，但人人
英姿焕发、技艺高超，舞台演出多姿多彩、精彩
纷呈，他们的演出，成为当年东台城里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在这支小红花团队里，特别催生
了一批少儿二胡小选手，练起琴来废寝忘食，
登上舞台精神抖擞，就是这支队伍先后培养出
不少著名的二胡艺术家，遍及全国多个重点院

校与军队艺术团体，少儿二胡还由此成为东台
一张响亮的地方名片！

琴声在绵绵流淌，舞台上灯光暗转到今天的
东台实小，这支有着光荣传承的艺术团依然生
机蓬勃，红红火火。一批二胡新秀就像那稚嫩
的幼苗沐浴风雨、茁壮成长，像含苞的蓓蕾亭亭
玉立、傲然绽放。瞧，那一片晨雾中，小红花，一
朵、两朵、它们棵棵相连，朵朵盛开，正汇成一片
姹紫嫣红的烂漫景象，走过四十多年征程，历经
时代变迁，小红花艺术团一茬接着一茬，薪火相
传，生生不息，绚丽朵朵。序幕作为引子，为全
场主题展示演出作了前期铺垫，起到了承上启
下、一脉贯通的艺术效果，也把观众的思绪融入
全剧的演出之中。

新颖别致的创意构想

《蓓蕾花开》全场除序《花之蕾》外，分别由
《花之馨》《花之情》《花之韵》三个篇章及尾声
《花之梦》组成。11个节目，历时90分钟。这些
节目既独立展示又有机连贯，既内涵丰富又匠
心独具。

舞蹈《西溪记忆》，导演通过艺术的巧妙构
思，把人们带进董永的故乡巡游。你看，高高的
风铃挂在海春轩塔上，千年的双桥依然屹立，绵
延的石板铺就的街道，记载着曾经的繁荣与辉
煌。随着画面的切换，印象中的西溪古镇，牵起
了台城多少人难忘的回忆，如诗如画的水韵情
怀与厚重的文化底蕴，多像一杯珍藏的美酒，飘
着浓香、醇厚绵长。

二胡演奏《琴韵荟萃》串烧，重点展示东台
少儿二胡的厚重与精华。 50多名孩子走上舞
台，一把长弓拉出人间最美三月天，两根琴弦奏
响岁月交响曲。让东台人为之骄傲的是，作为
中国少儿二胡艺术之乡，东台在近三十年中创
造了骄人的业绩。原创的少儿二胡齐奏作品先
后在国家、华东、省级大赛中夺取了二十多项金
银奖，可说是屡获殊荣，作品的获奖为江苏、为
盐城、为东台赢得如潮般的赞誉。至今那些耳
熟能详的音乐作品依然彰显它厚重的艺术分
量，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你瞧，那一组经典少
儿二胡演奏乐曲串烧，能让观众再次领略二胡
艺术反映时代发展、服务经济建设主旋律的正
能量。

童声合唱《卢沟谣》，以其简单、清新，隽永、
贴切的语言，为我们呈现卢沟桥地区的千年历
史画卷。学唱《卢沟谣》这首歌，让每个同学在
理解音乐精神内涵的同时，进一步了解当年卢
沟桥事变的历史，不忘国耻，传承民族精神，弘
扬爱国主义情怀，从而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

的幸福生活。
群口相声《可爱的小伙伴》，充分发挥相声

技巧的艺术魅力。节目展示一群可爱的小伙伴
相识在回家路上的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多名小
朋友通过说学逗唱，以其特有的幽默、辛辣、诙
谐的语汇表现艺术内涵。

钢琴与芭蕾《天鹅湖》，则用扣动灵魂的脚
尖艺术，为我们演绎芭蕾艺术的精粹。通过历
来被称为天子骄子的芭蕾艺术展示，在一组钢
琴独奏曲的演奏下，艺术地描绘了芭蕾舞少女
飘逸舞姿的灵动与秀美。该节目的演出也再现
了近年来实小高度重视高端艺术打造的宽阔视
野，与开启融入世界、面向全球教育的宽广胸
襟。

朗读音画《诗韵 画意 词情》，为观众展示东
台实小开展真阅读活动，以诗文教育为载体，以
书传承，以艺化人，把古典诗词与现代教学有机
融合，让每位同学在中华古诗词的朗读中领会
其深刻的内涵与精美的意韵，在艺术欣赏中接
受思想熏陶，感悟人生，增长才干。

戏曲演唱《梨园欢歌》，遵循戏曲走进校园
的理念，只见舞台上30多名身着五彩戏服的小
演员通过其一组组表演与演唱，动作舒展而又
大气，再现了作为民族文化瑰宝的戏曲艺术博
大精深的内涵与厚重。

由作曲家杭笑春创作的新民乐《湿地缤纷》
成为本台重点创作节目进行演绎。随着音乐旋
律的铺开，背景是一望无际的广袤滩涂和浩瀚
的黄海。作品从一句传统的淮剧音调引发，层
层深入、如咏如歌。高潮部分激情昂扬、气势磅
礴。寓意在东台这块生长希望的土地上，全市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支柱产业方兴未艾，生态建
设如火如荼，富民兴市迈出创新步伐，百万人民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正沐浴着和煦的春
风，鼓起前行的风帆，向着高水平小康社会一路
启航。

舞蹈《鱼儿欢歌》，舞台上碧水清波，莺飞草
长。四十多名小演员身着特制的服饰，在这春
意盎然的日子里，在东台这片如诗如画的家园
河塘边嬉闹跳舞，绚丽的画面为我们营造童话
世界美好的意境。这首充满童趣的舞蹈表演为
节日里的孩子们带来了精神的愉悦与心灵的畅
想。

作为多年的传统保留节目，音乐短剧《梅香
阵阵》，让我们在梅香阵阵中再一次领略用艺术
去演绎儿童思想美德教育的魅力。梅香阵阵，
花开缤纷。一副手套，诉说传承。多年前这部
以东台实小为原型创作的音乐短剧《梅香阵
阵》，以其深刻的思想主题，一段扣动心灵的故
事，讲述了实小孩子们助人为乐、尊敬老人的传

统美德。该剧先后参加全国和省有关赛事演
出，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部优秀
佳作。今天，这一作品再次上演，依然有着鲜明
的时代意义。

情景舞蹈《飞翔》，由身着航天服装的40多
名阳光少年，手执航模，仰望蓝天，乘着梦想飞
翔。整个舞蹈场面大开大合，扣人心弦。高潮
部分，在光与影的变幻中，从舞台深处飞来一艘
无人机，引来现场掌声雷动。

尾声《花之梦》，只见绿满台城、紫气东来，
魅力舞台，梦想花开。在灿烂的阳光下，在西太
平洋岸正崛起一座昂首拥抱世界的城市——中
国东台。面向世界，走向未来，前进中的东台实
小在追逐中国梦的进程中，再创辉煌，继往开
来！

二胡的明快旋律，200 多名童声合唱，200
名老师联手加盟，舞蹈演员的长袖飘逸，背景图
案的适时切换，多彩灯光的闪烁，长长珠帘的卷
起，此时的舞台彩花纷飞，各种艺术手段的全方
位调动，将《在灿烂的阳光下》合唱推向了高
潮。这是春的吟唱，这是歌的天籁。这是心的
灵动，这是舞的情怀。演出在雄浑的合唱中落
下帷幕，为演出画上圆满的名号。

美轮美奂的舞台呈现

《蓓蕾花开》无疑将成为东台市少儿艺术教
育中一场堪称世纪经典的恢弘演出，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备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一致赞
誉，它的成功既为今后的少儿演出开创新的一
页，也积累了可贵的艺术尝试。演出是一门综
合艺术，它留给我们众多成功的思考。一是高
端的创意团队。本台演出市教育局和学校全力
以赴，特邀知名导演，老一辈小红花艺术家、资
深文艺策划人和文艺编导，凝聚了10多名编创
团队人员集体智慧。从创意文案、导演构思、音
乐制作、服装造型等等，特别是众多年轻文艺工
作者的倾心努力，让节目提升了层次与水准。
二是学校的执着努力。为打造本台演出，再现
小红花的艺术魅力，校领导瞄准高端，全力以
赴，尽责尽力，明确副校长丁晓美负责，所有负
责老师倾注心血，不少同学挤出时间勤学苦练，
家长理解与支持，全社会的期待与希冀，都为本
台演出给予厚爱。三是部门的通力合作。本台
演出，灯光的炫丽，舞台的服装、背景的营造，音
响的控制，各方力量齐心合力为今年的“六一”
献上一份厚礼。

年年岁岁花火红，经历沧桑沐春风。祝愿东
台实小小红花艺术团在今后的岁月里开放得更
加娇美，姹紫嫣红，成为水乡大地靓丽的彩虹。

““蓓蕾花开蓓蕾花开””台前幕后台前幕后
顾海涛顾海涛

创新教育模式，打造智慧学校，培育品学兼
优学子，报效祖国复兴伟业，是市教育系统殚精
竭虑的孜孜努力。2015年下半年起，由九三学
社东台市支社、东台市教育局联合主办，东台市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东台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承办，一场“百年搪瓷百盘展”的传统文化进校
园活动相继展开。件件历史实物，钤印着时代
的足迹与民族的臻爱；幅幅灿烂画卷，集成继往
开来的文化记忆，凸显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的文
化选择。红色基因熏陶，传统美德润心，益智增
知解惑，教化作用明显，深受师生欢迎，“江苏文
明网”为此作了专门报道。

搪瓷是一种以铁为基、表面涂层瓷釉，经多
种工艺烧制而成的复合型材料，是传统瓷艺与
金属刚性的完美结合。我国始创于明代的著名
工艺“景泰蓝”，究其本质就是一种搪瓷制品的
早期雏形。

1916年，中国第一家搪瓷企业铸丰搪瓷厂
在上海诞生。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铸
丰旗下分厂被日寇纵火焚毁，激起国人强烈愤
慨与痛彻不已。

浴火重生。缘于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
制品质地“耐酸耐碱、经济实用”“贴近实际、贴
近生活、贴近百姓”的大众属性，新中国成立后，
各地搪瓷厂不断涌现。

搪瓷茶（托）盘是搪瓷百花苑中一朵奇香绵
绵的异珠，盘面开阔、平整、易于铺陈，深得文人
画师偏爱。书画笔墨语言，揉和剪纸、木刻、套
色等民间艺术门类于一炉，蓄张弛相济之力，映
光影交辉之奇，溢缤纷斑斓之韵而风姿卓尔。
涓涓盘花，聚汇成流，将“爱国爱家爱山河”的华
夏基因，演绎得酣畅淋漓、熠熠生辉。它是中国
元素在硬器上的精彩着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载体，潺潺的文化记忆，坚不可摧地向
世界昭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文化选择。

记忆之一：

传承有序，刻录时代光影

伴随时代的脚步，不同时期的搪瓷盘，在型
制、规格、釉色、构图等方面烙印着不同的鲜明

个性。民国时期，盘壁陡直，盘沿狭小，尺寸多在30
厘米左右。盘体用料实在、考究。技艺彩花为主，
精致的则用珐琅彩装饰，盘面凹凸立体效果，养眼
怡人。初始图稿，借物寓情的花鸟鱼虫居多，优者
配以古诗佳句辅之。抗日战事大爆发之前，风花
岁月，美女佳丽悠然登场。战事胶着的四十年代
前后，疾风、枯草、孤雁、斜塔、断流、寒江图案屡屡
出现，凄惨悲戚，唏嘘悯人，画图背后潜含“国破山
河碎”“绝地而后生”的导向台词。

新中国成立后，搪瓷厂家如雨后春笋，从省会
扩展到部分重点地级城市。盘体规格趋大，盘壁
趋坡，盘缘卷边刚性增强，制作质量精湛，加料加
厚，几近平常。盘画题材涌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欣欣向荣景象。上海、西安、杭州、广州、
北京、沈阳、长春等都市，亮点画稿往往出自久负
盛名的大家之手，如齐白石、徐悲鸿、王雪涛、曹克
家、程十发、张书旗等人，他们心怀家国、挚爱乡
土，功力深厚、淡泊名利、身心投入，自诩为搪瓷厂
的特约“工匠”。其作品顺时因势，起点高端，贴近
地气，情感丰富，笔端细腻，流光溢彩。十年文革，
红色符号浓烈：太阳、葵花、青松；红旗、彩带、气
球；语录、宝书、雄文；韶山、井岗山、延安圣地，火
红灼热。真可谓红盘、红彩、红图案，全国山河一
片红。

记忆之二：

多彩色带，辉映华夏大美

优美艺术品，得以薪火相传，经久不衰，成因颇
多，其展显文化内涵的厚重深遽与构图纹饰的精彩
纷呈，是重要看点。搪瓷盘画题材广泛多元，包容
乃大。以红绿金黄为主打的多彩色带，绘就和谐奇
美的东方热土，倡导风正气清的淳俗良序：其中有
江河湖海、溪泾岸坡、山水田园，也有传统建筑、现
代楼馆、闸桥库道；有历史典故、神话传说、人物精
英，也有花鸟鱼虫、飞禽走兽、车马船渡；诗词歌赋，
趣闻逸事，世事百态，林林总总，凡是国人的酷爱，
几乎无所不在。画图诸如北国冰封、南海风光、哈
尼梯田、大漠驼队、庐山险峰；诸如颐园知春、天坛
祈年、姑苏斜塔、洞庭岳阳、傣族村寨；诸如北京电
话大楼、上海友好大厦、辽宁工业展馆、杭州观鱼花

港、南京长江大桥；诸如国宝熊猫、奔驰麋鹿、
嬉戏猫咪、学舌鹦鹉、开屏孔雀；诸如农村瓜
果菜蔬、蜻蝶蜂蝉、繁花异果图案，包罗万象
应有尽有。表现手法上，陶瓷常用的粉彩、
贴印、墨彩、素描等传统绘技，结合民间剪
纸、木刻、年画要素，在搪瓷盘上交融叠加
属于常态。搪瓷盘一旦受损后，如同精美
陶瓷器物一样，物主不忍舍弃，往往采用涂
漆、焊补、复贴方法，使之整修如故，续存续
用。毋庸置疑，搪瓷盘不仅给基层群众带
来生活上的便利，盘画更是奉献给平民百
姓回眸过往、眺望九州的一道靓丽风景，启
迪人们热爱故土、守护家园、敬崇祖国的悠悠
乡愁。

记忆之三：

立德修身，畅抒国人情怀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中华美德，血液
中基因。搪瓷盘画既有亲情、友情、爱情的情
感交融，也有抒怀明志、积极向上的励志精
神，还有期盼幸福三多、阖家欢乐、天道酬勤
的吉祥颂语，更有心系家国、不屈不挠、自立
世界之林的民族精神。女儿弥月，父母定制
一盘纪念；朋友荣调，留言瓷盘相赠；喜结同
心，百年好合；忠贞爱情，长相厮守；龙凤呈
祥，夙愿以偿；白头偕老，天年颐养；梅兰竹
菊，文人最好；月月花红，日日快乐；喜上眉
梢，吉祥预兆；一帆风顺，前程坦荡；农村佳
味，绿色食品；垂涎生津，五果飘香；尊老爱
幼，忠孝双全；节约粮食，反对奢靡；爱国爱
家，船送公粮。这许许多多源自丹田肺腑的
流淌，无一不在娓娓讲述中华民族的人文故
事，抒发华夏儿女的博大胸怀。流芳千古的
唐诗宋词，如“清风徐来”“东风劲吹”“花好月
圆”佳句，在盘画中作为题款，经典夺目。耳
熟能详的“闻鸡起舞”“一鸣惊人”“二甲传胪”
成语谚语，跃然盘上。“立德、修身、齐天下”，
搪瓷盘画折射出的亘古千年，流芳百代的传
统美德，润物无声，雨沐心田，浇灌后人以知
识、意境、涵养和力量。

记忆之四：

镌刻历程，圆梦道路自信

任何文化艺术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只有
高歌主旋律，才有永恒。搪瓷盘画，浓墨重彩，
把红色中国创建的奋斗历程，树立起座座丰
碑。一、历史节点，奇峰突兀。红日东升，日出
韶山；南湖红船，建党摇篮；湘江评论，星火燎
原；安源烈火，映红矿区；农运讲所，宣传马列；
古田会议，思想整顿；井岗会师，红军崛起；瑞金
红都，建立政权；遵义奠基，历史转折；翻越雪
山，无与伦比；大渡桥寒，军史奇迹；延安圣地，
决胜千里；西柏坡道，进京赶考；北京晨曦，改天
换地。在凤凰涅槃征程中，琼崖支队的红色娘
子军，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国际主义战士白求
恩，毛主席亲笔题词的刘胡兰、“红梅花开”的江
竹筠，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红色江山的仁人志士，
他们的群谱众像，巍峨挺立，世人敬仰。二、道
路自信，坚定不移。从党是核心力量、为民服务
宗旨，到团结奋斗总纲、立志复兴伟业；从颂扬
雷锋精神、无私奉献社会，到自幼好好学习、培
养社会公德；从勤俭持家建国、反对奢靡之风，
到厉行节约粮食、确保颗粒归仓；从乒乓友谊外
交、小球撬动地球，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
体质……题材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
交、人文等方方面面。内容丰富翔实，浓缩集
结，绘于瓷盘，让人们从不同视野、不同角度、不
同层面感知、感悟道路自信的战略定力。

百年搪瓷史，是屐痕，是痛楚，是那让人刻骨
铭心的难忘岁月；盘画百花苑，是灿烂、是远望，
更是那“留住记忆、强我中华”的励志篇章。搪
瓷茶（托）盘，是生活用品，也是红色藏品，更是
艺术展品。搪瓷盘画浓郁而厚重，芬芳而韵奇，
绵长而深睿，脉脉传承的文化记忆，是中国元素
的定格；彰显的文化魅力，锁定了华夏儿女的文
化主张；其腾腾的正面能量，播撒五湖四海，必
将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华学子坚定不移的文化追
求。

（作者系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中国近现代
瓷壶图典》作者、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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