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挺拔的身材，明亮的眼睛，一件浅
绿色的连帽衫,衬得海南省歌舞团附属
芭蕾舞蹈学校（以下简称“海南芭蕾学
校”）青年教师陈源美充满活力。

1996年出生的她虽然很年轻，却
已经是海南芭蕾学校的“老人”了。10
年前，零基础的她来到这所零基础的学
校就读，10年后，从北京舞蹈学院芭蕾
舞系结业的她又毅然返回已是“海南芭
蕾摇篮”的学校任教。她坦言，自己早
已把青春和命运与海南芭蕾学校紧紧
系在了一起。

陈源美出生在海南儋州的一个贫
困家庭，家里除了她还有三个兄妹。因
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爷爷和奶奶又独
居一处，2009年，哥哥和姐姐外出读中
学后，六年级的她就一边读书，一边挑
起了照顾妹妹日常起居的重担。

“当时，海南芭蕾学校到我们那边
招生，并没有舞蹈基础的我也主动报名
了。”陈源美说，当时自己的心思很简
单，知道到学校来，有饭吃、有学上，还
可以劈叉玩儿，“还有比这更好的事
吗？”

要说练舞苦不苦，当然苦。但陈源
美从没想过放弃：“对我们这些乡下孩
子来说，吃这点苦就能改变命运，简直
太划算了！”所以，在领导和老师眼中，
她总是最刻苦的一个——上课勤学、下
课加练，省歌舞团有什么剧目都想参
加，就是毕业后在省歌舞团实习工作
时，只要不排演也都跑回学校跟着学
弟、学妹们加强训练。

陈源美的韧劲儿打动了省歌舞团
和海南芭蕾学校的领导班子，他们决定
把她送到北京舞蹈学院进修学习，学成
之后回海南芭蕾学校担任教师，给孩子
们教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树立一个良好
的榜样。

陈源美倍加珍惜在北京舞蹈学院
学习的三年，“老师们常表扬我认真上
进，也常说我们海南学生虽然没有北方
学生的身材优势，但爆发力强、表现力
强。老师们的认可让我对自己和海南
的芭蕾艺术未来充满信心。”

谈起这些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
化，陈源美心情愉悦：“通过在海南芭蕾
学校和北京舞蹈学院的学习，我提升了
专业素养，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如
今家里大事小事也会征求我的意见，因
为觉得我见过世面，懂得多。而且，这
10年，我基本没跟家里要过钱，现在还
每个月都给妹妹寄生活费，多少减轻了
家庭的负担。”

平日里，陈源美也常常把自己的
经历和感悟与学生分享，鼓励他们把
握机会，争取登上舞台演出。她常举
的例子，就是自己随省歌舞团到国家
大剧院演出舞剧《东坡海南》的经历：

“站在舞台上，我感觉到一阵眩晕——
我竟然来到了如此神圣的艺术殿堂！”
学生们都还小，不一定能懂得今天付
出的一切，会在明天以何种方式回馈
于自己。但陈源美从他们稚嫩的脸
上，看到了希望：“每当我说到这些时，
孩子们的眼里有光。”

访谈

青年教师陈源美：
舞蹈让我们眼里有光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

今年的海南，与芭蕾结下了一场奇妙的缘分。10月28日，“世界经典
芭蕾作品海南展演周——用芭蕾遇见世界”在海南歌舞剧院落下帷幕。
《唐·吉诃德》《罗密欧与朱丽叶》《天鹅湖》等经典芭蕾舞剧同台演出，为椰
城观众带来了芭蕾盛宴。同时，今年也是海南芭蕾学校成立10周年、海南
省青年芭蕾舞团成立一周年。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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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一个再普

通不过的日子，10岁
的三亚黎族男孩兰聪
涛正在学校上课。突
然，几位身材纤长的舞
蹈老师走进教室让大
家起立。环顾一周，他
们将目光锁定在兰聪
涛身上：“你出来一
下。”

这句话，改变了他
的求学轨迹，也或将改
变他的人生。

如今，兰聪涛已经
是海南省歌舞团附属
芭蕾舞蹈学校（以下简
称“海南芭蕾学校”）的
一名五年级学生。从
对芭蕾舞一无所知，到
深深爱上这门艺术，由
这座校园走向舞台、走
向社会的近400位芭
蕾舞青年演员，绝大部
分有着和他同样的心
路历程。

今年是海南芭蕾
学校成立10周年。用
海南省歌舞团团长彭
煜翔的话来说，这 10
年，学校经历了“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的艰
难蜕变。他和老师们
见证了这所学校的成
长，更见证了芭蕾艺术
逐渐走向海南演艺舞
台中央，逐渐为海南观
众认可和期待的历史
性转变。

海南有独具特色而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
舞蹈，用好其中丰富的资源就已经足够编导和
演员们“吃饱”。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劲儿，从
零开始培养本土芭蕾舞演员，打造原创芭蕾舞
剧目？这是10年前彭煜翔决定创办海南芭蕾
学校时被问到最多的问题。

1993 年，彭煜翔初到海南。这里的海天
一色，山河交错，质朴人情……无一不激荡着
这位舞者心中的创作热情。他四处采风，编排
舞剧，打造出《中国有个海南岛》等多部经典舞
蹈剧作。但是，舞台灯灭，演员谢幕，他总觉得
观众的掌声背后还有更多期待。

“有了！芭蕾是最美的舞蹈艺术，海南是最
美的人间仙境，为什么不用这最美的艺术装点这
最美的土地？”想到这里，彭煜翔激动了，他决定，
拉起一支属于海南的芭蕾舞团队，用芭蕾的语言
诠释中国神韵、展示海南魅力。

说干就干，他开始申请办学、寻找场地、招聘
教师……可一切从零开始谈何容易？他回忆，当
时国家对中职学校的申办审查严格，加之海南已
有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办学申请迟迟未获批
复。一刻也不想再耽搁的他另辟蹊径——没有
办学许可，就买下一所中职学校进行改造；没有
教学场地，就把省歌舞团的老院子改成校园；没

有专业教师，就几次前往北京，与北京舞蹈学院
达成合作协议，请其每年为海南芭蕾学校输送芭
蕾舞、古典舞、民间舞等类别的优质师资……不
到一年时间，海南历史上第一座专修芭蕾艺术的
学校诞生了！

万事俱备，学生何来？来琼多年，彭煜翔早
就发现，海南是挖掘舞蹈苗子的好地方，这里的
孩子，特别是黎族、苗族的孩子身材优势明显，
很多天生就具备芭蕾舞演员“三长一小”——腿
长、胳膊长、脖子长、头小的标准。这些孩子中
不乏家庭贫困的，免学费、住宿费、课本费、伙食
费的海南芭蕾学校，无疑为他们指明了一条继

续学业、实现梦想的路子。
就这样，海南芭蕾学校一边面向海口、三亚

等城市招生，一边派出招生团队深入各个市县、
乡镇乃至村庄“寻宝”。他们走了多远？学校副
校长刘幸记得，有时到村里招生，路窄得车都开
不进去；有的学生已确定录取，但家长没有电
话，要辗转几人才联系得上；有的学生收不到录
取通知书，原来是住得实在偏僻，无人送信……

一步一个脚印，他们就这样把一个个藏在
深山的好苗子“挖”了出来。

刘幸至今还记得，自己10年前第一次走进
教室时感到的那阵心酸——初选入校的第一批
孩子，一个个脸蛋晒得黢黑，发型和着装也非常
随意，可以说是“灰头土脸的”。当她问起大家
对芭蕾舞的理解，回应她的只有长久的沉默。

然而，对舞蹈世界一无所知的他们，很快尝
到了“下马威”：要把肢体调动起来，首先要在增
强柔韧度、舒展度上下功夫。新生入校，迎接他
们的第一堂课就是软功课：压腿、劈叉、下腰
……孩子们哪里受过这样的“折磨”？刘幸的宿
舍和教室隔着一个操场：“我在宿舍都能清清楚
楚地听到他们在‘哭爹喊娘’。有的孩子下课来
找我：‘老师，你看我的嘴唇，刚刚练功咬破的’

‘老师，你看我的衣服，我疼的时候就抠它，都给
我抠出洞来了’……”

建校初期，海南芭蕾学校硬件十分简陋，孩
子们在年久失修的木地板上一滚，不小心就会
被翘起的木刺扎得鲜血直流。即使硬件不好，
排练厅仍十分抢手，排不上队的班级，只好在学
校停车场的水泥地上“硬碰硬”地练，人人身上
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穿足尖鞋的脚趾甲翻了
又长、长了又翻……

“确实太苦了，也有孩子打了退堂鼓。有的
都被家长领回家去了，我们又找到家里去做工作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哪个舞蹈演员不
是这么走过来的呢？去了好几趟，才把学生劝了
回来。”刘幸说，大家都舍不得好苗子半途而废，

“他们若是错失前程，我们会比他们更遗憾。”
而更多的孩子，即使再难，也把在海南芭蕾

学校学习的机会视若珍宝。兰聪涛说：“有时下

了课，我就躺着流眼泪。太难受了，哭一哭能松
快点儿。擦干眼泪，缓过劲儿了，又起身往训练
厅走。”

有一件事令海南芭蕾学校校长陈仁华难以
忘怀——他查夜时，总有一位男生不在宿舍，后
来才发现他是趁着黑夜跑到院子里的莲雾树下
捡果子吃。原来，这个男生每天晚课都给自己
加量训练，所以，正处于发育期的他不得不在正
餐之外吃些“宵夜”补充体力。但因为家庭贫
困，吃不起花钱的“宵夜”，这些不要钱的生涩果
子，是他的唯一选择。

看在眼里，疼在心上，陈仁华给孩子们支
招：晚饭时多打一些免费的米饭，留一半到晚
上吃。大家笑称，他们的舞蹈梦，就是被一碗
碗夜间的冷米饭撑起来的。

从零开始 把隐藏深山的好苗子挖出来

咬牙坚持 旧教室和冷米饭撑起舞蹈梦

春华秋实
海南芭蕾艺术氛围渐浓

省青年芭蕾舞团和省青年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带来开场
舞蹈《致敬经典》。 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海南芭蕾学校的条件虽然简陋，但彭煜翔没
有把孩子们的舞蹈梦想束缚在这个不过4亩地
的小院里。

“我们有省歌舞团，还有省歌舞剧院的运营
管理权，应该把这个资源利用起来。”他创新打
造了“以团带校、以校养团”的培养模式，一方面
让在校学生到省歌舞剧院的舞台上排练，到省
歌舞团的剧目中实践演出；一方面让毕业生到
省歌舞团实习、工作，把学校变成省歌舞团的

“造血基地”。
“以团带校、以校养团”的培养模式无疑是

成功的。北京舞蹈学院的招生老师给过彭煜翔
反馈：“你们送来考学的孩子，不仅基本功扎实，
舞台经验也丰富，对角色的诠释非常到位，这是
很多从未接触舞台，只埋头苦练专业技巧的孩
子所欠缺的。”

“舞台放大了孩子们的心理空间。当站在大
剧场的舞台上，面对数百上千个观众时，他们的
身姿自然就挺拔了，动作自然就舒展了，情绪自
然就高涨起来了。”彭煜翔说，无数次从教室到舞
台，又从舞台回到教室，孩子们学会了张弛有度。

10年的坚守，让海南芭蕾学校成为了名副
其实的“海南芭蕾摇篮”。“我们一直坚持高标准
办学。”刘幸介绍，如今，学校已聘请了30多名
专业老师，而这些老师几乎都来自北京舞蹈学
院，还有两个毯子功（舞蹈基本功之一）老师具
备国家一级演员的资质。北京舞蹈学院作为海
南芭蕾学校的合作单位，常年派资深教师来校
指导，并吸收该校教师“回炉充电”，接受该校学
生报名考学或入校进修。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0月，中央芭蕾舞团
海南创作演出实践基地在海口揭牌启用。揭牌
仪式上，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也表示，作为国
家艺术院团，中央芭蕾舞团将发挥导向性、代表
性和示范性作用，为海南青年芭蕾舞演员提供
指导，为繁荣发展海南芭蕾艺术事业作出贡献。

梅花香自苦寒来，海南芭蕾学校的成绩有
目共睹——这些年，该校培养出近400名青年
芭蕾舞演员，为海南乃至全国演艺市场注入了
青春力量。值得一提的是，该校与省歌舞团共
同排演的《黎族故事》《黄道婆》《东坡海南》等
艺术精品，在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中国艺术
节“文华奖”、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等国家级
赛事和奖项的参评中均获得最高殊荣。孩子
们还幸运地参加了“祝福祖国”海南省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等重要演
出，切身感受到了“中国梦”和“我的梦”如此贴
近……

近年来，海南芭蕾艺术氛围渐浓。2018年
组建的海南第一支芭蕾舞团——海南省青年
芭蕾舞团，正在努力打造海南乃至全国芭蕾舞
院团中的一支劲旅。在今年10月举办的“世
界经典芭蕾作品海南展演周”上，该团演员自
信登台，与来自中央芭蕾舞团、莫斯科大剧院、
俄罗斯世纪古典芭蕾舞团等世界顶尖芭蕾舞
团的演员同台演出，一同收获了观众经久不息
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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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源美耐心给学
生讲解舞蹈动作。

芭蕾舞蹈学校的学生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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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蹈学校一年级学生在上舞蹈课。

青年芭蕾舞蹈教师陈源美在给学生上课。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海南日报
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