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传统戏曲艺术
在孩子心中生根开花

东城区环卫中心十所三八女子抽粪班
副班长

□本报记者 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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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李萌

为首都百姓创造
舒适的城市环境

贾树庆

□本报记者 马超

小香玉

“我作为一名戏曲艺术教育工作者， 希望充分
利用传统文化进校园等方式加强对青少年的影响和
熏陶， 让传统戏曲艺术在孩子心中生根开花。” 10月
30日， 十九大代表、 北京绿谷小香玉艺术学校校长
小香玉在平谷区政协常委 （扩大） 会议上宣讲十九
大精神。

宣讲中， 小香玉传达了十九大主要精神， 介绍
了党章修正案的主要修改内容和中央纪委工作报告
的主要内容。 结合十九大报告， 小香玉从坚定文化
自信和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两方面谈了对十九大精神
的心得体会。

小香玉说， 十九大报告的第七部分提出： 坚定
文化自信，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 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
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学校在 “戏曲进校园”
活动中做出重大举措 ， 推出一场儿童版大型豫剧
《花木兰》。 全剧的所有演员都是我校就读三、 四年
级的小学生演绎的。 他们是一群戏曲零基础、 平均
年龄不到十岁的孩子。 小学生扮上戏妆、 穿上戏服、
亲身体验戏曲舞台， 演绎一场大戏， 这可谓是义务
教育学校中的零突破。

小香玉说， 十九大报告的第八部分谈到 “优先
发展教育事业”。 平谷区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很大， 一
方面体现在提高学校的硬件设施上， 给予孩子们良
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小香玉艺术学校有专业的录音
棚、 剧场、 校园电视台、 艺术专业教室等设施， 孩
子们在这里接受着免费的艺术教育， 学校不收一分
钱来培养孩子们的艺术技能， 相较于城区的艺术教
育更具有优势。 这就是十八大以来的变化， 教育均
衡发展的一个大亮点， 让优质教育资源在农村学校
得到共享。

另一方面体现在人才引进上， 小香玉艺术学校
大量引进中国音乐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 中国戏曲
学院、 北京舞蹈学院等高等院校的艺术高材生， 共
引进艺术人才37人， 其中本科学历22人， 研究生学
历14人， 博士学历1人。 在工作期间， 学校鼓励教师
继续深造， 培养硕士研究生8人， 占总人数的21.6%，
培养博士研究生1人， 占总人数的2.7%， 大大提高了
学校的师资力量。 学校也非常重视对人才专业素质
的提升， 创造了新教师参与国际性演出与交流的机
会； 在国家级、 市区级的项目中指派优秀教师进行
艺术交流。 学校为让教师达到专业素养与教学成果
的双向提高， 连续举办了舞蹈、 器乐、 戏曲等六届
艺术节。

据小香玉介绍，在十九大闭幕后，小香玉艺术学
校立即成立了“十九大报告学习小组”“十九大报告学
习推广小组”， 小香玉和小组的老师们一起认真细读
十九大报告，并从中提炼出系列关键词，联合知名音
乐文学创作人、词作家阮志斌共同填词创作《昂首新
时代》。 小组老师还与作曲家张一兵老师进行沟通，张
老师在豫剧花木兰乐曲的基础上整理出了《昂首新时
代》的乐曲。 宣讲尾声，小香玉艺术学校的老师和学生
们用豫剧、越剧、京剧戏曲联唱形式表演了《昂首新时
代》曲目，赢得一致好评。

“我有幸作为东城区党代表参加盛会， 感到十
分光荣和自豪， 但更多的是惭愧。 光荣和自豪是因
为能够以党员身份见证未来中国的宏伟蓝图， 亲耳
聆听总书记作报告； 惭愧的是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环
卫工人， 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但党和政府却
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 这荣誉的取得离不开区委区
政府、 环卫中心党委以及我所在班子的亲切关怀和
培养教育， 离不开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更离
不开全区党员对我的充分信任，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
属于东城， 在此， 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10月
27日， 十九大党代表、 东城区环卫中心十所“三八女
子抽粪班”副班长李萌在传达十九大精神时， 站起来
向聆听报告的领导和同事深深鞠了一躬。

10月26日， 李萌一下会， 就回到工作单位， 将
十九大报告和在会上与大家交流的感想整理成文 。
10月27日分别在东城区及东城区环卫中心宣讲十九
大精神。 10月28日， 她应邀到时传祥老家山东， 为
同行宣讲十九大报告。

“报告中的 ‘新时代’ 一词， 我粗略统计出现
了30多次， 我认为这是十九大报告的最大亮点， 这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我国发展新的
历史方位的重大政治判断。 习近平总书记以 ‘八个
明确 ’ 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以
‘三个前所未有’ 标定了中国发展的新方位， 以 ‘十
四个坚持’ 构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新方略， 分 ‘两个阶段’ 引领中国开启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新的历史条件、 新
的矛盾内涵、 新的指导思想、 新的战略安排， 都蕴
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 也为我们投身新时代、 建功
新时代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强大动力。”

李萌说， 在分组讨论中， 作为一名来自首都核
心区的基层党代表， 她从自己过去五年的所见所闻
所感入手， 谈了东城区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的
情况， 小时候老人故事里的三里河真实地出现在了
人们的生活中， 故事中的前门记忆变成了居民身边
可触及的风景。 “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 留得住乡
愁” 的美好愿景变为了现实。

“作为一名普通的劳动者， 我对 ‘人民’ 这个
词充满着感情。 我的信念是： 奉献人民最高尚， 服
务群众最快乐。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立足本职 ，
主动服务， 通过自己的劳动， 为首都百姓创造靓丽
文明舒适的城市环境， 这就是我对于让 ‘人民’ 满
意的理解。”

李萌说： “作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在今后的工
作中， 我会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充分发挥共产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以百姓满意为第一工作标准 ，
设身处地的为百姓服务。 同时， 我也有责任、 有义
务， 把十九大精神学习好， 宣传好， 贯彻好， 把它
带到我工作的环卫一线， 带到我身边的姐妹当中。”

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石景山分公司
驻实兴金海物业保安分队队长

“十九大报告中讲到， ‘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
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我要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
右铭， 严格要求自己， 保障社区居民安全。” 十九大
代表、 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石景山分公司驻实兴
金海物业保安分队队长贾树庆回到自己工作生活的
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海二社区， 向来到老街坊议事
厅内的50多位居民宣讲时说。

出席十九大的基层党代表贾树庆， 他用质朴的
语言与海二社区的 “老街坊” 们分享自己参会的所
见所想， 过程中数次强调自己是从街道社区走出来
的代表， “能以一名基层党员代表的身份参加党的
十九大， 这是对我的一次特殊鼓励， 这也是居民对
我的信任， 我内心无比骄傲、 无比自豪。 10月18日
十九大开幕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在聆听总书记三
个半小时的报告时， 全场热烈鼓掌70多次， 好几次
我都热泪盈眶。”

贾树庆手中拿着准备好的厚厚一沓讲稿， 他一
字一顿、 原汁原味地向社区居民分享起自己18日下
午参加党代表讨论会的情况。

“我作为最后一个发言的代表， 当时已经晚上6
点多了， 但基层代表发言不限时间， 我就把准备的
内容全说了。 我国现已注册的保安有470多万， 保安
保安， 就是保小区平安， 岗位虽小但责任重大。 我

作为一名党员， 更应该用实际行动去践行守护社区
平安的誓言。”

“我也把社区居民们写的十九大寄语名片亮了
出来， 带到现场的一共有100多张。 当时其他代表都
特别惊讶， 我是唯一一位以此方式带去老百姓心声
的代表。” 贾庆树说。 原来， 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
前， 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举办了 “寄语十九大 给党
带句话” 活动， 专门设计印制了明信片， 让社区党
员、 居民填写自己的心愿来寄语十九大。

“我把大家捎给党的话都带到十九大了！ 你们
放心！” 贾树庆的话音刚落， 老街坊议事厅里响起了
热烈掌声。 石景山老街坊、 退休党员马阿姨表示 ，
“我特别高兴小贾把我们的寄语带到十九大上、 把十
九大精神带回我们身边。 作为一名石景山老街坊 ，
我会从身边的一件件小事做起， 做好党建服务群众
的实际工作。”

贾树庆同时对居民们表示， “伟大祖国踏上了
新征程、 走进了新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
分子， 只有我们每个人都立足岗位， 兢兢业业工作，
水滴方能汇聚成江河湖海。 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这些目标， 方能一个个实现。”

北京绿谷小香玉艺术校长

寄语名片带去了
社区居民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