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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每年出资100万 选派28名绍剧苗子到浙江艺术职业学院代培 学制6年

绍剧班梨园绽放新花 非遗传承光大有望

今日关注
文/摄 记者 童志辉

为传承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的古老绍剧，2014年，萧山首次
尝试与专业院校合办全日制绍剧专业
班，学制为6年制中专，每年划拨100万
元专项资金，以“订单”的方式，由萧山绍
剧艺术中心负责“下单”，再联合浙江艺
术职业学院，一起培养“订单学生”。

一半的时间过去了，绍剧班表现如
何？日前，一场以“梨园新花”为主题的
迎新汇报演出在萧山剧院上演，28名绍
剧班学员展示了三年教学成果，他们的
精彩演出受到了观众及文艺院团领导和
艺术家们的点赞。

历经三载寒暑磨砺
演出赢得满堂彩

作为绍剧班三年学艺的阶段性学习
成果，此次汇报演出包括《于谦·破指血
书》《杨门女将·夜巡》《斩经堂·杀妻》三
出绍剧剧目，以及《林冲夜奔》《八大锤》
《芦花荡》《扈家庄》四出京昆剧目。

这七出剧目涵盖老生、武生、花脸、
青衣、花旦、武旦、老旦等几个不同绍剧
行当，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各行当的表演
特点，同学们所呈现的唱做念打、手眼身

法步，一招一式都有模有样，赢得观众频
频鼓掌。演出还将幕后伴奏的乐队也放
在了舞台上，让观众可以欣赏到四位戏
曲音乐表演专业学生的精彩演奏。

“光是筹建这个班就花了2年时间，
招生时报名的孩子近200人，经过严格
筛选，90多人进入复试，最终录取了28
人，其中绍剧表演专业24人，绍剧器乐
演奏4人。”萧山绍剧艺术中心负责人介
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0岁，平均
年龄也只有12岁。

历经三载寒暑磨砺，从简单的一戳
一站，到京、昆、绍剧的折子戏；从打一个
锣鼓点，到完整地为剧目伴奏。至今，同
学们已经学习了包括京剧、昆剧、绍剧在
内的共20余出传统剧目，基本掌握了戏
曲舞台表演技艺和演奏技能。点滴进步
都经历了百折千回的艰辛和努力，都凝
结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心血和智慧。

避免绍剧传承断层
“美猴王”再续戏缘

说起绍剧班的成立，萧山的“美猴
王”、国家一级演员郭骏感慨万千。“萧山
已经二十六年没有‘科班式’培养绍剧新
生代的举措，以至于造成了绍剧艺术中
心的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并对艺术创
作、艺术生产和日常演出，带来了极大的
困难。例如，4个宫女的年龄加起来已经
有200岁了。而绍剧班的开办，无疑是
振兴萧山绍剧和绍剧事业十分重要的一
步，再次让绍剧艺术中心焕发出生机。”

演员的戏剧生涯是有限的，武行更
甚，就在郭骏成功转型为导演之时，为培
养绍剧接班人，经由组织派遣，2014年
他来到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成为教研室
主任兼专业课老师。从演戏到教学，郭
骏再续戏缘。“开始真没想到教学这么
难。教学跟带徒弟不一样，徒弟是有功
底的，只要提点就行，学生一点都不会，
要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去教。”

郭骏坦言：“搞艺术一定要认真，你
不认真我就要说，所以一般学生都怕
我。”因着教学认真，学生们都有些怕他，
班里甚至还流传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
次熄灯时分，同学们玩得意犹未尽，不肯
睡觉，宿管阿姨就说：“再不睡觉，我就去
告诉郭老师。”话音刚落，同学们纷纷熄
灯睡觉。不过，大家对郭骏的教学很信
服，经常来办公室请教。

小小年纪不惧压力
初登舞台显身手

在郭骏办公室的墙上，除了贴有课
程表，还保留着汇报演出的计划安排
表。从课程表上不难看出，一周6天的
学习日，课程排得满满当当：每天早上学
腿功课，上午上毯功课、身段与台步课，
下午上唱腔与念白课，晚上学基本功课
程……除了这些专业课，孩子们还要学
习语文、数学、英语、社会、思品等基础
课，可谓文化内涵与艺术培养两不误。

“小小年纪，就要面对这么大的压
力，一开始我们都很担心，他们是否能熬
得过去。”让郭骏欣慰的是，在经历了军
训和前期痛苦的压腿、下腰等专业训练
后，同学们并没有退缩，一个不落地留了
下来。

生于2004年10月的洪冉，是绍剧
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性格活泼的她老
爱丢东西，好几次把饭卡丢了，都是靠郭
老师临时救急。“以前压腿痛得哭过，后
来不痛了就没哭过。以后就算是哭，我
也要笑着哭。”说起汇报演出的情景，她
扑闪着眼睛，笑着说：“第一次登台，还不
适应追光灯，眼睛差点睁不开，还好没有
忘词。”

家住所前的王炜在汇报演出中，与
洪冉搭戏饰演于谦女婿朱骥。身为武
生，他的演出还是可圈可点的。要知道，
当初进绍剧班时，他哭着想妈妈，还曾在
训练翻跟斗时把手摔断了。

短短三年多时间，经过各专业课老
师的认真传教和辛勤付出，加上自身的
刻苦努力，同学们已初步掌握戏曲的“四
功（唱、做、念、打）五法（手、眼、身、法、
步）”，并已能初步运用到舞台实践中去。

近两年来，绍剧班学员已多次参加
一些重大演出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去年7月15日，他们以绍剧《女吊》、
折子戏《芦花荡》，参加了“联合国代表团
2017萧山行”的非遗剧目展演而受到好
评；11月18日，在“首届‘萧山人’大会

‘记得住乡愁’大型文艺晚会”上，他们又
参加了“中心”所承担的绍剧表演《欢迎
回家》演出，再次得到好评。

“我们有理由相信，两年多后的今
天，他们将在舞台上大展身手，为振兴绍
剧艺术做出应有的贡献！”通过此次汇报
演出，对未来，郭骏充满了信心。

咨询钱江世纪城佳丰北苑安置房
房产证问题

网友“LGAOYONG”向萧山网络
问政平台询问：我是外地迁入萧山的集
体户口，非当地村民。佳丰北苑安置房
是什么性质？将来可以办出房产证
吗？在没有取得房产证前可以进行交
易吗？

市国土资源局萧山分局回复：不动
产登记中心尚未收到过有关佳丰北苑
安置房小区建设主体方的首次登记申
请，有关情况可以向楼盘所在地人民政

府咨询。
不动产未经不动产权登记，不能办

理过户手续。

时代大道南伸段
什么时候开工建设？

网友“BUKUDEKU”向萧山网络
问政平台询问：时代大道南伸段什么时
候开工建设？

区交投集团回复：时代大道改建工
程目前已完成工程初步设计批复，已经
进入施工图报批阶段，计划争取在2018
年一季度开工。

网络问政

■记者 王慧青

包雅利，瓜沥镇第三小学数学教
师，同时兼任学校工会主席。拥有20
多年教龄的她，还有个特殊身份——警
嫂。她的丈夫是靖江派出所社区民警
俞兴祥。

为了这段来之不易的缘分，包雅利
选择“退让”。2006年，已经在益农某
小学教了9年书，并做了6年教导主任
的包雅利，为了丈夫调到了瓜沥镇第三
小学。离开生活近十年地方，重新开始
一段新生活，有不舍，但对包雅利来说，
从此拥有一个美满家庭更是一件开心
的事情。

在外人看来，老师与警察的“黄金
搭配”，着实让人羡慕。但殊不知，身为
人民公仆，老师忙，警察更忙。包雅利
偶有抱怨，责怪丈夫一心扑在工作上，
只把家当“旅馆”；但更多的是体谅，丈
夫忙，自己就为这个家多付出些，主动
担负起接送女儿，以及处理家中茶米油
盐等琐事，做好丈夫的“贤内助”。

别以为，包雅利的工作“清闲”，她
可是学校“骨干”老师。去年9月，包雅
利竞聘上岗，担任学校工会主席。职责
重了，工作也更忙了，但她从不抱怨，埋
头认真工作。用校长沈小红的话就是，
学校管理兢兢业业，教学工作扎扎实
实，管理与教学两不误。

确实如此，被同事们亲切地唤作
“包包”的包雅利，不仅担任学校部分教
务工作，负责的档案管理工作更是让学
校摘得市一级学校档案工作目标管理
单位荣誉；去年担任工会主席期间，开
动脑筋、丰富活动，组织教师的师德朗
诵表演在全区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受到
广泛好评。此外，在本职的教学工作
中，她所带的班级数学成绩也一直十分

“出挑”。
一边把学校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另

一边家庭生活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很多
人觉得包雅利是“女强人”，但她却觉得

丈夫才是家里的“顶梁柱”。“相互理解，
有困难一起克服，有快乐一起分享，他
忙点我就多做些。”包雅利如此定义夫
妻相处之道。

前几年，丈夫身体不适，在杭州住
院，包雅利二话不说，三天两头往杭州
跑照顾老公。2016年杭州G20峰会，
俞兴祥被分配到萧山八中驻扎半个月
时间，负责维稳安保工作。虽在家门
口，但半个多月不能回家，他也怪想老
婆和女儿的。“我就打了个电话给她，说
想吃水果，没想到她晚上就带着女儿给
我送过来了。”俞兴祥说着看了一眼包
雅利，眼神中透出满满的爱意。

■记者 项亚琼

本报讯 有人说，北方的干冷是
“物理攻击”，多穿衣服就可轻松防御；
南方的湿冷是“魔法攻击”，穿再多衣服
都没用。

湿冷，并不是说空气中的水汽多，
而是空气中布满了直径只有几微米的
液态小水滴。这种小水滴人眼虽然看
不见，却很容易粘到人的皮肤上。而它
们在蒸发的同时，就会带走身体的热
量，让你觉得更冷。如果这么说不好理
解，那我们再打个比方：去游泳的时候，
即使室温比泳池水的温度高，游完泳上
岸还是会觉得冷，也就是因为身上的水
蒸发时带走热量的道理。

昨天白天依旧阴雨绵绵，气温在
6℃上下，湿冷的感觉非常明显。到了
半夜，冷空气开始影响我区。冷空气来
了，气温会逐步下降，日平均气温的过
程降温幅度可达 5℃到 7℃，并伴有
6—7级阵风8级偏北大风。

好消息是，随着冷空气的渗透影
响，降雨也会逐渐停止，今天之后天气
将有大转变，一大波大晴天席卷而来。
只是届时早晨温度较低，最低温将低于
冰点。

据区气象台预测，明天到13日，有
两次冷空气补充影响，我区都是晴冷天
气，最低气温-3℃到-2℃，最高气温
7℃—9℃。虽然有几天是大太阳，但在
户外人体感觉还是非常冷，请大家一定
注意防寒保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最

近流感高发，很多体弱市民和孩子容易
中招，需要提高警惕谨防感冒。

从明天开始，“数九寒天”中最冷的
“三九”也将拉开帷幕。数九寒天是指
从冬至开始，以九天为一个单位，依次
从“一九”到“九九”，这是一年里最冷的
一段日子。而在“数九寒天”里，最冷又
是“三九”和“四九”，民间《九九歌》里形
容的是“三九四九冰上走”。对着日历
数数，今年的“三九四九”是1月9日到
1月26日。看样子，最冷的日子还在后
头呢。

十佳警嫂

演出获得满堂彩

日常苦练

■首席记者 周颖

这段时间流感来势凶猛，城区各大
医院的儿科也迎来了就诊高峰，门急诊
人次频频刷新。

黄女士的儿子上小学二年级，身体
一向不错，这次却中招了，高烧到
39.5℃，退烧药吃下去没多久还吐了。
这下夫妻俩急坏了，带着孩子直奔省儿
保，结果一进门诊大厅惊呆了：里面站满
了人，很多孩子额头上贴着退烧贴。

潘先生的女儿刚上幼儿园小班，近
期反复发烧，挂了盐水才把高烧“击
退”。城区一所幼儿园的老师告诉记者，
每天记药都能记满整整一张纸。

记者从区一医院和浙江萧山医院了
解到，多数小患儿都是来看呼吸道疾病
的，像最近就是病毒性感冒比较多，表现
为打喷嚏、鼻塞、流鼻涕、咳嗽、发烧，有
的伴有呕吐、腹泻症状。一般以7岁以
下的学龄前儿童为主。

其次是支气管哮喘。到了冬季，有
哮喘病史的孩子尤其容易发病。其中还
包括小毛毛头的毛细支气管炎，它不同
于一般的气管炎或支气管炎，常常表现
为不发烧或只发低烧，但咳嗽、气急、喘
憋等症状明显。这种病多发生在2岁以
下的小儿，而且80%在1岁以内，绝大多
数是6个月以下的小毛毛头。

此外，还有不少腹泻、消化不良、呕
吐等症状的消化道疾病患儿。目前正是
轮状病毒感染的高峰期，感染科门诊接
诊的上吐下泻的患儿较多。

区一医院急诊儿科的护士告诉记
者，从去年12月初开始，门诊量开始飙
升，最多的一天，仅急诊儿科的就诊量就
达到了近600人次，而且下午和晚上明
显要比上午多。

为何最近有这么多孩子生病？
医护人员说，一方面和最近的天气变

化有关。冬季天气干燥，会刺激呼吸道，
导致人体对外界病毒侵害的抵抗力下降，

尤其是抵抗力弱的孩子就特别容易感冒；
另一方面，目前也是我省流感病毒的流行
季，一部分孩子感染了流感病毒。

医生提醒：

一、日常注意居室常通风。如果孩
子有哮喘病史，更要注意，家人最好不要
在家里吸烟，遇到雾霾天尽量让孩子戴
上口罩，因为像烟草、厨房油烟、雾霾等，
都是诱发支气管哮喘发作的诱因。

二、外出回来，注意清洁手鼻口；雾
霾天尽量减少带孩子出行。

三、让孩子勤洗手。用肥皂或洗手
液并用流动水洗手，不用污浊的毛巾擦
手。双手接触呼吸道分泌物后（如打喷
嚏后）应立即洗手。

四、打喷嚏或咳嗽时应用手帕或纸
巾掩住口鼻，避免飞沫污染他人。

五、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
六、在流感高发期外出时戴上口罩，

尽量不到人多拥挤、空气污浊的场所。

流感来势汹汹 医生支招如何预防

湿冷变晴冷 这波空气“冻”力十足

记者 项亚琼 整理

包雅利：好老师 女强人 贤内助

连日风雨，城厢环卫所加派人手，环卫
工人也加班加点清扫路面落叶。

记者 张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