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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嘉积中学在
舞蹈界已颇有名气。近
年来，嘉积中学男子舞蹈
团频繁登上国内外顶尖
舞台，先后斩获中国舞蹈

“荷花奖”、全国舞蹈比赛
金奖、群星奖等各项大
奖，将琼海与海南的艺术
美名远播海内外。

琼海市委主要负责
人表示，当前琼海正在打
造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
心，也邀请了专业团队规
划文化教育事业的长远
发展。其中学校基础教
育中文化艺术的发展，是
琼海文化工作的一个重
要方面。琼海市将通过
继续凸显校园舞蹈特色，
进一步提升校园舞蹈艺
术教育教学水平，打造海
南舞蹈教育强市这一品
牌，推动全市文化事业蓬
勃发展。

具体来说，琼海市教
育部门将持续开展中小
学专场展演、剧目展示、
教学公开课、舞蹈工作

坊、舞蹈研讨会、舞蹈精
品展演、编导课堂、舞蹈
论文评比等各种形式的
活动，推动全市美育教育
工作的拓展与深化，提升
琼海市素质教育水平。

此外，琼海市将继续
把“一校一特色”“一校一
品牌”作为促进学校内涵
发展的重要抓手，多维度
推进学校文化建设提档
升级。据悉，目前该市每
所学校都开设了自己的
特色课堂，武术、书法、足
球、舞蹈等特色课堂走进
校园，丰富学生学习生
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琼海市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借助首届
校园舞蹈节的举办，打造
展示琼海当代学生昂扬
的精神风貌、引领健康的
校园文化、提升学生综合
素养的平台，在全市营造
格调高雅、富有美感、充
满朝气的校园文化环境，
提高学校美育以美育人、
以文化人的社会影响力。

“舞蹈超级精彩，内涵也很丰富，我特别喜
欢。”11月21日晚，坐在琼海市青少年中心，市民
卢颖珊沉浸在舞台上的表演中。当晚，首届琼海
市校园舞蹈节开幕，开幕式上大型校园舞蹈诗
《守望祖宗海》首次亮相，赢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
声。

11月21日开幕的琼海市首届校园舞蹈节，
既是琼海市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的深情贺
礼，也是琼海市舞蹈艺术教育教学成果的一次集
中展示，更是该市打造舞蹈教育强市，助推全市
文化事业发展的品牌活动。

琼海市首届校园舞蹈节自11月21日开幕持
续至12月5日，两周的持续时间内，先后开展中
小学校园舞蹈展演、舞蹈教学剧目专场、颜业岸
舞蹈名师工作室舞蹈专场、舞蹈编创课堂、中小
学舞蹈论文评比、舞蹈美育教育研讨会、特邀嘉
宾讲座等16项活动，既令游客饱览眼福，也推动
全市舞蹈艺术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

据悉，琼海市将以此次校园舞蹈节的举办为
契机，推动以学校为基础，面向全体学生普及、提
高艺术修养与审美情趣，
营造向真、向善、向美、向
上的校园文化，促进学校
美育改革发展，并以校园
艺术文化的繁荣推动全市
文化事业繁荣，助力琼海
建设国际经济文化合作交
流中心。

在琼海市首届校园
舞蹈节开幕式上，由嘉积
中学教师颜业岸导演的
大型校园舞蹈诗《守望祖
宗海》首次亮相，绝美的
舞美效果和娴熟的舞蹈
技巧赢得观众喝彩。

《守望祖宗海》分五
个篇章，讲述博鳌这片美
丽而神奇的宝地上传颂
千年的神奇传说，彰显

“拼搏进取，勇占鳌头”的
博鳌精神和守护祖宗海
的坚韧和勇敢。

颜业岸介绍，整台节
目的创作融合了南海潮、
下南洋、万泉河、守望祖
宗海等元素，“凡是关于
我们这片海的，有情怀
的、有温度的、有深度的，
都通过守望这样一个主
线把它串联起来。”

精心编排的剧本、演
员深厚的功底都令《守望
祖宗海》在舞台上取得了
绝美的艺术效果，也吸引
观众为之赞叹。观看了
演出的国家一级编导张
继钢坦言：“嘉积中学播
种了对艺术的信仰。琼
海市政府对嘉积中学和

学校的舞蹈团，如此关注
和培养，体现了宽广的眼
界。”

在首届校园舞蹈节
中，除了能观赏到《守望
祖宗海》这样精彩的演出
外，师生及家长们还能够
参与到舞蹈艺术教育环
节中。

琼海市民许秋民在
观看了校园舞蹈节的演
出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他
说，“这些孩子们的舞蹈
技巧特别到位，演出特别
精彩，我们家长看到演出
感到特别高兴。”

琼海市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举办的
首届校园舞蹈节中，展示
舞蹈艺术教育教学成果
仅是其中一个环节，更多
的是为全省学校提供舞
蹈艺术教育教学交流平
台，也让师生及家长近距
离了解舞蹈艺术教育，支
持舞蹈艺术教育教学。

据悉，琼海市首届校
园舞蹈节通过设置舞蹈
展演、舞蹈编创课堂、特
邀嘉宾讲座、专家点评等
方式，让活动精彩纷呈。

精彩活动
打造艺术教育大平台

““参加这次琼海市校园舞参加这次琼海市校园舞
蹈节蹈节，，我学习到了很多课堂外我学习到了很多课堂外
的知识的知识。。””1212月月22日晚日晚，，在琼海在琼海
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来自海南来自海南
省农垦海口中等专业学校舞蹈省农垦海口中等专业学校舞蹈
团的王哲妍从舞台上下来后认团的王哲妍从舞台上下来后认
真地说到真地说到，，她刚与伙伴们一起她刚与伙伴们一起
登台演出登台演出，，与来自琼海与来自琼海、、儋州儋州、、
文昌文昌、、陵水等的陵水等的1010所学校的舞所学校的舞
蹈团队同台蹈团队同台““切磋切磋””。。

这这1111所学校团队演出的所学校团队演出的
舞蹈节目全部出自颜业岸舞蹈舞蹈节目全部出自颜业岸舞蹈
名师工作室名师工作室，，是我省舞蹈美育是我省舞蹈美育
教育的一次集中展示和检阅教育的一次集中展示和检阅。。

王哲妍表示王哲妍表示，，在演出过程在演出过程
中中，，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表演技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表演技
巧上巧上，，““我都能从其他演员身上我都能从其他演员身上
学到很多学到很多。。作为一个舞者作为一个舞者，，她她
们的坚持让我很敬佩们的坚持让我很敬佩，，也让我也让我
明白明白，，要取得成功要取得成功，，必须得付出必须得付出
汗水与努力汗水与努力。。””

来自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儋来自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儋
州市第一中学舞蹈团的李石厚州市第一中学舞蹈团的李石厚
也表示也表示，，来参加琼海市校园舞来参加琼海市校园舞
蹈节的队伍都有非常多的优蹈节的队伍都有非常多的优
点点，，都十分值得学习都十分值得学习，，““我会努我会努
力汲取他们的优点力汲取他们的优点，，来弥补自来弥补自
己不足的地方己不足的地方。。””

营造向真营造向真、、向善向善、、向美向美、、向向
上的校园文化上的校园文化，，是琼海市举办是琼海市举办

这次校园舞蹈节的重要目的之这次校园舞蹈节的重要目的之
一一。。琼海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琼海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表示，，首届校园舞蹈节是一项首届校园舞蹈节是一项
面向琼海市全体学生的重要文面向琼海市全体学生的重要文
化艺术活动化艺术活动，，本届校园舞蹈节本届校园舞蹈节
是琼海市全体学生践行审美教是琼海市全体学生践行审美教
育的途径和过程育的途径和过程，，是对各校学是对各校学
生实施美育的重要方式生实施美育的重要方式，，更是更是
学生参与艺术实践学生参与艺术实践、、审美实践审美实践
的舞台的舞台。。

本届舞蹈节以本届舞蹈节以““舞美校园舞美校园
祝福祖国祝福祖国””为主题为主题，，旨在引导学旨在引导学
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通
过舞蹈节活动营造向真过舞蹈节活动营造向真、、向善向善、、
向美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和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和
艺术教育环境艺术教育环境，，在学生心中树在学生心中树
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而从而
促进校园文化建设促进校园文化建设，，使学生全使学生全
面和谐发展面和谐发展。。

据悉据悉，，琼海市将继续坚持琼海市将继续坚持
以育人为宗旨以育人为宗旨，，面向全体学生面向全体学生
普及舞蹈艺术教育普及舞蹈艺术教育，，让每个学让每个学
生都能够参加一项舞蹈艺术活生都能够参加一项舞蹈艺术活
动动，，培养艺术爱好培养艺术爱好，，同时通过展同时通过展
演活动演活动，，使得课堂教学使得课堂教学、、课外活课外活
动和校园文化三位一体动和校园文化三位一体，，推进推进
美育教学改革美育教学改革，，有机融入社会有机融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更多学生让更多学生
成为艺术教育的受益者成为艺术教育的受益者。。

让更多学生
接受艺术熏陶

推动文化事业
蓬勃发展

艺术之花绽放万泉河畔
琼海举办首届校园舞蹈节，集中展示舞蹈艺术教学成果

11月21日晚，琼海市首届校
园舞蹈节在嘉积镇举办开幕式晚
会。这场晚会，来了位特殊的嘉
宾，他就是张继钢。

说起舞蹈作品中的经典之
作，人们熟悉的《千手观音》可算
其一。这是国家一级导演，著名
编导家张继钢执导的代表作。

“琼海市能够举办中小学校
园舞蹈节是了不起的举措。”对于
这场晚会，张继钢不吝赞美之词。

晚会以“守望祖宗海”为主
题，分为上篇—《千年更路情》、中
篇—《碧海椰涛远》、下篇—《悠悠
家园梦》和尾声—《永远的守望》
四个部分，由 12个节目串联而
成。说起舞蹈的编排，张继钢说，
晚会的编排非常紧凑，各个章节
之间衔接顺畅，充分展现了海南
风情和海南人与南海的情缘。尤
其是在舞蹈演员的表演上，张继
钢更为之赞叹，“如果不是事先知
道，完全看不出，这些舞蹈演员是
学生。他们非常优秀，像成熟的
舞蹈演员。”

张继钢认为，嘉积中学的学
生能够在舞蹈方面取得如此造
诣，原因有舞蹈教师颜业岸多年
如一日的默默耕耘，也有学校对
舞蹈教育的大力支持，更有琼海
市政府对于艺术教育工作的重
视。“嘉积中学是创造精彩的地
方，让学生学会学习、做人、生活、
创造。”张继钢说。

“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
送红军”的旋律，是几代人共同的
记忆。一首《万泉河》就带给张继
钢诸多创造灵感，成为张继钢和
琼海缘分的桥梁。由张继钢编导
的舞蹈《万泉河》，让万泉河的故
事和歌曲的旋律更为大江南北熟
知。如今，舞蹈《万泉河》已经成
为琼海市的一张名片，经过不断
锤炼，日趋完善，也成为了嘉积中
学学生提升舞蹈水平的教材。

“一部好的舞蹈作品，能够让
学生学习更多，进步更快。”嘉积
中学教师颜业岸说，正是如此，在
学校开展舞蹈教学的时候，他就
组织社团学生排练舞蹈《万泉
河》，这一跳就是十多年。

实际上，张继钢和海南的缘
分远不止于琼海。2018年12月
16日晚，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在三亚闭幕，张继钢就是晚会的
总导演。正因为对海南文化和资
源的了解，张继钢更知道海南有
什么，缺什么。

“不只是万泉河，五指山、红
色娘子军等等，海南的自然资
源、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张继钢
认为，丰富的资源，为海南创造
更多的文艺作品提供了丰富的
素材来源，在这个过程中，需要
有更多的人才潜下心深挖、拓
展，并将其通过艺术加工的形式
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塑造和引领
海南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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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业岸舞蹈名师工作室精品晚会

上的精彩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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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首届校园
舞蹈节演出现场。

嘉积中学男子舞蹈团
初中教学剧目汇报专场。

嘉积中学海桂学校舞
蹈团专场《舞动芳华》。

嘉积中学女子舞蹈团
专场《舞动青春》。

嘉积中学女子舞蹈团专场《舞动青春》。

颜业岸舞蹈名师工作室精品晚会演出现场。

嘉积中学海桂学校舞蹈团专场《舞动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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