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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马马超超

小香玉：
从从演演员员向向艺艺术术教教育育家家转转身身

在平谷， 说起北京绿谷小香玉艺术学校 ， 无
人不知， 无人不晓。 提起这个学校的校长，

当地的老百姓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 这几年， 小香玉
把平谷的学校办成了北京地区有名的学校， 成了平谷
人的骄傲， 是位难得的好校长。

小香玉校长到底有什么神奇的能耐， 能让一所新
建的学校在短短几年内获得如此大的成绩呢？ 本报记
者近日采访了小香玉。

小香玉本身有着不平凡的光环， 她是国家一级演
员， 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 中国首位基础教育戏曲艺
术教育家， 享受国务院颁发的优秀专家政府津贴， 现
任北京绿谷小香玉艺术学校校长 ， 中华慈善总会理
事， 北京市第十一届党代表， 被评为 “北京市优秀共
产党员”、 “首都十大教育新闻人物”、 “全国十大杰
出青年”， 曾获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 “五个一工
程奖”、 “中国戏剧梅花奖”、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
女配角奖”、 “中国希望工程贡献奖”、 “中国十大三
农人物奖”、 “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 “内滕国
际育儿奖” 等奖项。

童年刻苦练习基本功

小香玉， 出身梨园世家。 1965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
郑州市。

在郑州读艺术学校时， 小香玉年仅12岁， 是全校
年龄最小的学生。 别看小香玉年龄小， 可她比其他同
学都能吃苦， 更下功夫。 每天早上4点， 她就悄悄起
床开始在练功房练功 ， 到6点学校的起床铃声响了 ，
她又和同学一起练声。

“当时起得这么早， 还是受家风影响， 因为长辈
们都有早起练功的习惯， 长辈们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
很大。” 小香玉说， 当时她住的是集体宿舍， 她担心
自己醒不了， 特意买了一个闹钟， 提醒她每天4点准
时起床。 就这样， 她坚持了两年多。

由于小香玉的刻苦努力， 艺术才能也得到了快速
提升， 很快在同学中脱颖而出。 很多人以为她的功夫
是天生的， 是无师自通的。 后来有同学得知她专业进
步快， 是因为每天比别人早起两个小时练功后， 大家
都开始去抢练功房练功。 在小香玉的带动下， 同学之
间形成了很好的学习风气。

小香玉幼年的刻苦努力和聪明机智， 让小香玉在
艺术事业上发展迅猛。

成名后， 小香玉多次把民族艺术带出国门， 在与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韩国、 巴西、 委内
瑞拉、 印度尼西亚、 加拿大等国家的演出交流中， 实
现了她与国际接轨的理念。 1994年， 她创办了中国第
一所全免费的招收山里娃和孤儿的 “小香玉希望艺术
学校”； 2001年， 成立 “北京朝阳小香玉艺术培训学
校 ”； 2005年 ， 推出全免费培养农民工子女艺术教
育的 “小香玉农民工子女艺术培训计划”； 2010年， 作
为北京绿谷小香玉艺术学校的创始人， 开始致力于艺
术教育的普及、 优秀艺术人才的培养与民族传统文化
的传播。

小香玉豫剧经典代表作品有 《花木兰》 《拷红》
《白蛇传》 《破洪州》 《抬花轿》 等， 电影 《鸡犬不
宁》， 电视剧 《常香玉》， 戏歌经典代表作品有 《戏比
天大》 《擂响中国》 《中国鼓》 等。 2012年出版首张
黑胶戏曲唱片 《相知香玉》， 2016年出版首张戏曲MV
《相识香玉》。 在新媒体时代， 小香玉通过网络、 手机
等新形式， 为广大喜爱艺术的学生和家长制作出经典
的 《小校学堂》 《小校艺堂》 等有关艺术教育和传统
戏曲文化课程， 为传统艺术、 民族文化的推广起到了
积极推动作用。

2011年9月小香玉被评为平谷区标兵校长， 同年，
在担任北京市平谷区第三届政协委员期间， 为促进全
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2014年、 2015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平谷区优秀教育
工作者。

2016年2月被授予第十二届全国德艺双馨艺术家称
号， 同年3月被评选为2015年平谷区最美女性， 6月获
得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9月获平谷区教育系统

第一届十佳管理标兵 ， 10月获平谷区
“平谷榜样”。

2017年1月， 小香玉被确定为北京市
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 人才， 3月被
授予2015—2016年度 “首都精神文明建
设奖” 荣誉。

爱护学校举家住校

2010年8月， 小香玉被任命为北京绿
谷小香玉艺术学校校长。 当时正值学校进
行修改扩建和人事整改等一系列工作之
时，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就任于多事
之秋”。

由于学校当时寄租在平谷八小院里，
教学和住宿等环境相当艰苦。 为了尽快让学校的各方
面工作步入正轨， 为了孩子们更快地出成绩， 小香玉
和爱人及6岁的儿子24小时吃住在学校， 放弃了优越的
生活环境， 融入到学校这个大家庭里。

当时 ， 小香玉的办公室 、 会客室 、 卧室集于一
屋， 由于床太小， 半夜醒来孩子的头经常卡在床和墙
的缝隙里。 后来， 平谷区教委副主任张树国带着设备
中心的领导亲自量床、 做床、 换床。 随后张树国感慨
地说： “你来平谷办学， 一心一意把孩子们培养成为
具有艺术素养、 阳光向上、 充满爱心、 具有责任感的
优秀人才， 付出了很多很多， 我们不能再在住的方面
让你受这么大的委屈。”

小香玉哈哈大笑说： “我现在真正的感觉到这个
床是世界上最大的床， 我感到很幸福。” 小香玉就是
这样， 无论条件多么艰苦， 她对工作的态度永远是任
劳任怨， 勤勤恳恳， 亲力亲为。

小香玉艺术学校办公室干事高兰春清晰地记得，
在2011年4月的一天， 小香玉的头发该染了， 工作忙又
腾不出时间去理发店， 就让高兰春去超市买染发膏回
来给她染。 “当我笨手笨脚、 手忙脚乱地给她涂抹完
染发膏后， 看她的整张脸已经成了 ‘花脸’， 然后我
们去学生洗澡间冲洗时， 从来没有给人染发、 洗发经
验的我， 拿着水管子对着她的头部一通 ‘喷’， 等我
冲洗完后再看她 ， 已经浑身上下被我浇成了 ‘落汤
鸡’， 新买的价格不菲的皮衣皮裤在我的手底下也成
了废品， 当时我就哭了， 为我的手拙闯下的祸， 更为
她身为一个艺术家， 来我们农村办学而遭受如此的艰

苦磨难而敬仰和感动。” 高兰春说。
可小香玉却搂着高兰春哈哈大笑， 说： “这是我

有生以来最最值得回忆的一次有趣经历呢！” 小香玉
的和蔼可亲、 平易近人、 宽容大度的大家风范深深地
感动了高兰春， 从而也让高兰春下定决心， 尽自己最
大的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作为平谷引进的人才， 小香玉扎根于平谷， 为了
把学校发展成为 “高品位校园， 高素质队伍， 高质量
教育， 有艺术特色” 的一流新型名校， 为了让平谷一
方的孩子在艺术方面得到快速发展 ， 她这个 “工作
狂” 终于累倒了。

小香玉为了不耽误学校的工作， 委托同事在医院
工作的爱人来学校为她打点滴。 事后， 那位同事的爱
人见人就说： “小香玉校长真是太了不起了， 这么多
年， 我从没看见过一个校长这么拼命地工作， 而且她
还是个名人， 一点架子都没有， 小香玉学校要办不好
都不可能！”

后来， 她生病的事让平谷区的领导知道了， 由于

区领导工作繁忙， 赶时间去开会， 早晨六点钟在她还
没起床时， 从学校栅栏外把营养品交给了小香玉的爱
人， 一天中又发了好几条信息问候她说： “你是平谷
的、 也是北京的、 更是全国的艺术家， 你来我们平谷
办学， 已经受了很多委屈， 你必须把身体保养好， 要
为平谷乃至全国培养更多的艺术人才， 同时还要出更
多的好作品， 你现在不属于你自己， 所以一定要保重
身体。”

爱护同事委婉包容

作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高兰春深深地感受到小
香玉艺术学校的工作性质与其他学校的不同。 因为小
香玉艺术学校开设了九门专业课， 孩子们就要有更多
登上舞台乃至走向平谷以外的大舞台的机会， 这样孩
子们就会经常走出去演出、 交流。

2011年4月15日， 小香玉艺术学校在平谷影剧院首

场演出 《红娃向着太阳唱》 时， 小香玉的明星朋友们

也都来支持、 参加这场演出活动。 其中高兰春主要负

责接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牛群的工作。
当时高兰春看到牛群握着小香玉的手说： “我来

给孩子们加油、 打气， 给孩子们拍照片来了。” 他手
里拿着两部大照相机， 在剧场观看学生们演出时， 他
一会儿用大一点的照相机照相， 一会儿用另一个相机
照 ， 一会儿跪在地上 ， 一会儿又趴在剧场台子边上
照， 高兰春在旁边也忙得不亦乐乎， 一会儿递这个，
一会儿递那个。 忙中出乱， 不知道怎么的， 高兰春拿
着的相机 “砰” 的一声撞在了椅子上， 当时牛群非常
严肃地看着高兰春说： 你要知道， 这台相机昂贵就不
说了， 这里面刚刚照的相片是多少钱也买不回来的。
高兰春听了后羞愧地低下了头， 难过地站在那里。

这时小香玉走了过来， 还没等她开口， 牛群就自
顾自地哈哈大笑起来说： “你们这个同事真有意思，
我假装跟她生气说话， 她真的就跟小学生似的站在那
里， 要哭的样子。” 随后小香玉把高兰春搂在了身边，
一边拍打着高兰春的肩， 安抚着高兰春的不安情绪，
一边跟牛群说： “嗯， 我们这里的老师做事都非常的
认真、 敬业， 哪件事如果做不好了， 自己就难过的要
命。 好了好了， 不要担心了， 以后注意就是了。 来来
来， 为了纪念这次的合作， 咱们一起拍个合影吧。”

高兰春认为， 作为名人、 艺术家、 校长， 小香玉
不但从来不摆架子， 待人处事公正民主、 宽厚仁和，
而且关心教师， 情系师生， 对学校、 师生们倾注了她
无尽的爱。

为了让孩子们的艺术教育更好地发展， 平谷区委
区政府重视人才， 引进几十名艺术院校的毕业生， 他
们具有很高的专业艺术素质， 但没学过教育教学方面
的知识， 没有课堂教学的实践， 更谈不上教育教学经
验了。 为此， 小香玉凭个人关系请专家来校培训， 来
指导艺术教师的课堂教学， 她也亲自上戏曲课给师生
们示范。 这让年轻教师们成长得非常快， 有的已经成
为学校的骨干， 他们指导的学生在各大型比赛中获得
了不少的奖项。

爱生如子倍加呵护

作为平谷引进的人才， 小香玉已经深深地扎根于
平谷。

“一个好的校长就是一所好的学校。” 作为一位校
长 ， 她率先垂范 ， 凡是要求教师们做到的 ， 她先做
好。 她一有时间就走进艺术课堂去听课， 去指导， 和
班主任们一起探讨班级管理方法……她用一名党员的
风范和艺术家人格魅力感染和影响着教师们踏实做好
教育教学工作。

学生掌握一种器乐， 懂点儿艺术还不行， 还必须
在艺术特长方面加大培养力度 ， 夯实成为 “德艺双
馨 ” 艺术家的基础 。 于是 ， 学校又成立了声乐 、 器
乐、 舞蹈、 戏曲、 武术等社团， 吸收有特长的学生参
加， 加以重点培养。 社团们积极开展活动， 踊跃参加
艺术活动， 硕果累累。 北京市第十八届学生艺术节比
赛中， 声乐社团多人次获奖； 戏曲社团现有的剧种有
京剧 、 豫剧 、 越剧 、 黄梅戏等 ， 经师生努力呈现出
《梨花颂》 《花木兰》 《天仙配》 《红楼梦》 等剧目；
器乐社团成立以来， 学生们参加校外考级和比赛， 均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在短短的几年里， 小香玉带领师生们多次与众多
的明星同台献艺 ， 百余次参加中央电视台 《欢乐英
雄》 《中国文艺》 《大风车》 《回声嘹亮》 等栏目的
演出。 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 《快乐戏园》 栏目组两次
走进小香玉艺术学校进行专场节目录制， 师生们表演
的精彩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山里娃真的走出了平
谷， 走上了更大的舞台。

让师生们迅速成长， 就要给师生搭建展示艺术风
采的舞台。 小香玉组织成立自己的艺术节， 让全体师
生尽情享受舞台， 展示未来艺术家的风采。 2013年6
月， 学校成功举办了第一个艺术节———“名师课堂暨
首届音乐艺术节器乐专场”， 师生们表演自己设计排
练的节目， 邀请嘉宾和专家来指导。 至今学校已创办
了六届艺术节及名师课堂， 十多场艺术专场演出， 邀
请了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老师、 著名主持人崔永
元老师、 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鞠萍老师、 著名曲艺家
姜昆老师、 著名表演艺术家六小龄童老师等担任艺术
节及名师课堂的特约嘉宾。 师生们在聆听名师名家教
导的同时， 零距离感受大师们的艺术风采， 接受艺术
的最高洗礼。

小香玉爱生如子 ， 是学生心中的 “校长妈妈 ”。
她只要有时间总和学生在一起 ： 课堂和学生一起学
习， 课间和学生一起畅谈理想， 吃饭坐在学生边， 休
息陪在床头。 学生的生日她像妈妈一样陪在身边， 送
去温馨的祝福……几年来， 她上百次把平谷的孩子带
到全国各大电视台， 走向大舞台， 去展示艺术教育的
风采， 是她圆了学生们的艺术梦， 圆了家长们的梦。

几年来， 她领导管理的北京绿谷小香玉艺术学校
连续六年在平谷区质量检测评价中荣获一等奖， 连续
五年获得平谷区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2013年和2015年
学校分别被授予北京市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北
京市学生金帆艺术团承办校， 这是平谷艺术教育史上
“零” 的突破。 2015年， 小学部荣获全国妇联 “巾帼文
明岗” 称号， 艺术部荣获全国总工会 “全国五一巾帼
标兵岗” 称号。

参加电视访谈节目和孩子们在一起

舞台表演

排练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