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雅茹

童悦自然创始人

中国木偶剧院演员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
着夏天。 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那蝴蝶
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
命唧唧喳喳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等
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一首
《童年》唱出了多少孩子的心声。 尽管孩
子们难免会遇见成长的烦恼，但是总有
一些人情系儿童，努力为孩子们带来快
乐。 他们用心演绎每一场木偶剧，带孩
子到大自然中感悟生活的美好，为孩子
创作一部好看的动漫、童话故事……六
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我们向这些为孩子
心灵播撒阳光的人表达敬意，祝小朋友
们健康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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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走到孩子中去
给孩子更多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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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孩子在大自然中
寻找乐趣

“保持童心是最快乐的， 能带给孩子们快乐
也是最快乐的。” 李雅茹睁着大大的眼睛， 露出
孩子般的笑容。 李雅茹是中国木偶剧院演 员
管理部副经理 、 国家二级演员 ， 从1991年毕
业来到木偶剧院后， 至今已经从艺26年， 仍然活
跃在舞台上。

今年5月20、 21日两天， 木偶剧院上演了新
编的剧目 《红军的战马》， 李雅茹在里边扮演了
男主角。 “现在的孩子们生活很幸福， 不了解过
去红军战士受的苦。 希望通过木偶剧的形式， 让
他们更多的了解我们国家过去的历史。” 李雅茹
很喜欢这部剧， 孩子们也特别喜欢。

李雅茹还告诉记者， 今年六一期间， 木偶剧
院要上演的 《寻找七彩心》 也同样非常有意义。
这部剧是邀请孩子们来做编剧， 让孩子们从他们
的视角， 写出他们喜欢的故事。

这得从去年１１月说起， 中国木偶剧院发布了
向社会征集剧本的公告， 北京市樱花园实验学校
的学生们积极参与， 提交了名为 《“心” 路历险
记———当匹诺曹遇见小铃铛》的剧本。 “写的是匹
诺曹和小铃铛共同寻找七彩心， 最终变成了真正
人的故事， 非常有正能量。 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
在这种正能量的氛围中成长。” 接受采访时， 李
雅茹正在和同事们加班加点的排练这部新戏。

不同于过去传统的木偶戏， 演员都在台后，
观众看不到。 如今， 为了能够更多的和观众互

动， 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演员， 木偶剧院很早就引
入了人偶同台的演出形式。 “走到孩子中间去， 能
给孩子带来更多欢乐。” 李雅茹说她最喜欢的就是
谢幕的一刹那， “看到孩子们的笑脸， 看到他们留
恋、 不愿意走的样子， 我再辛苦也不觉得了， 觉得
给自己所有的付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演出结束后， 还会有孩子们走上舞台， 追着李
雅茹说：“阿姨，你演的太好了，我能跟您合张影吗？”
在李雅茹看来， 这是最好听的赞美， 她要更加努力
的给孩子们创造快乐， 引导、 教育孩子走正途。

“演戏之前要先学做人。” 李雅茹说这是她一直
以来信奉的一句话。 曾经 ， 木偶剧院有一位老演
员， 夜里三点在舞台上对光的时候从台上摔了下
来， 送到医院后确诊为肾出血。 可这天早上十点，
首场演出就要开始了， 这位老演员忍着痛愣是一场
不落的坚持演了下来。 从老演员身上， 李雅茹学到
了 “戏比天大” 敬业精神。

中国木偶剧院每年演出达到3000场， 而且演员
们经常走出剧院， 走到全国各地， 给全国的孩子们
送去欢笑。 “如果说木偶是我的孩子，那么观众就是
我的衣食父母，无论是小观众还是大观众都一样。 ”
李雅茹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衣食父母，她才会不断
的要求自己， 把每一个角色刻画得更加深入人心。

端午节小长假马上要来了， 北京童悦自然科
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孙颖又该忙碌起来
了， 因为每一个假期都是她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时
间。 在孙颖眼里， 城里的孩子特别可怜， 他们没
有爬过树、 爬过屋顶， 常常是从家的“水泥盒子”
里转移到学校的 “水泥盒子”。 而孙颖想做的就
是， 带着孩子一起去亲近大自然， 观察大自然，
感悟生活的方方面面。 “生活中不仅仅有快乐，
也有痛苦的事情。 我们真正需要培养的是孩子强
大的内心。 当他碰见问题的时候， 有足够的力量
去面对， 那样才能获取真正的快乐。” 孙颖说。

说起为什么想做这方面的亲子策划， 孙颖笑
了笑说： “源于孩子的一句话。” 孙颖之前是一
位公职人员， 常常在假期的时候跟同事带着孩子
去旅行。 旅行中， 孙颖发现孩子全程都拿着pad
玩游戏， “我就问他 ‘为什么一直玩游戏啊’，
他说 ‘太无聊了’。” 孩子的回答， 让孙颖突然明
白了原因。 于是， 2014年， 孙颖辞去了公职， 专
门策划适合3至12岁孩子的亲子路线。

重新发现北京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板块 。
“北海、 天坛、 故宫、 颐和园等都是常见的景点，
我们又重新挖掘了它们的历史价值包括古建， 带
着孩子和家长一起思考这些建筑和我们生活之间
的关系， 主要是基于对孩子思维方面的启发。”
孙颖介绍道。 除了增长知识之外， 活动中还能真
实地看到亲子关系的模式， 让家长跟孩子在互动

中放低心态， 学会如何与孩子相处。
记得一次他们在大连的活动， 当时参加活动的

孩子都是刚刚上完一年级放假， 9月份就要上二年
级的孩子。 家长要求说是不是可以把数学的知识融
入到里面， 因为很多孩子不喜欢学数学。 于是他们
当时设计了两个环节， 一个环节是生活化的数学应
用———调查家附近的海鲜价格。 另一个环节则是测
量100米的木栈道上需要多少颗钉子。 “我们所有
的设计前提都是让孩子觉得很好玩， 孩子会主动的
参与进来。 在整个过程中，孩子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好
玩的过程。 他们要在纸上画上相应的图， 把每一个
数据都记下来， 所有的小朋友都在量， 很有趣。 活
动结束后， 还有家长反馈说， 孩子回家量床、 量枕
头、 量一切能量的， 其实这就是你引发了孩子探究
的兴趣， 他觉得做这件事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在最开始的时候，孙颖会有一点小担心：这些活
动都是针对孩子们设计的，大人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但是事实证明，她的担心是多余的。 活动中她发现，
家长会不由自主的回到童年， 玩的更嗨。

现在童悦自然设计的线路不光有北京、 杭州、
德化等国内线路， 还有北欧的国际线路， 让孩子感
受不同地方的文化魅力， 快乐成长。

孙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