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位美术老师趟出“京剧进校园”新路子

“小郭， 快递你帮忙看下，
我和孩子都回老家了。” “放心
吧， 阿姨， 我帮您收着呢。”

“小郭， 这么冷的天进来坐
坐喝点热水。” “不了不了， 大
姐我这还一堆快件要送呢。”

12月7日以来， 中通丰台区
马家堡网点快递员郭巧飞每天都
要派送上千件包裹， 是前一阵包
裹数量的一倍以上。 “身边同事
陆续生病 ， 工作量一下子翻了
番， 现在只要三轮车空了， 我就
赶紧回网点继续装货派送。” 面
对 “双12” 件量高峰和新冠疫情
冲击的双重压力， 郭巧飞选择在
晚上延长夜派时间来提升派送效
率。 每天早晨5点起床， 一直夜
派到凌晨， 已经是郭巧飞这段时
间的工作日常。 “每天早上第一
件事我就想赶紧装车， 装完车赶
紧把这些快递送到每个客人的手

里。” 郭巧飞说。
5年前， 郭巧飞经朋友介绍

开始做快递员。 作为行业里少有

的女性快递员， 郭巧飞一开始也
会受到质疑 ， “女人怎么送快
递？ 你坚持得了吗？” 对于这些

声音， 郭巧飞并没有过多在意，
而是内化为工作动力， 选择用实
力说话。 从一开始摸不清门道，
到获评网点 “五星快递员”， 郭
巧飞仅用了半年的时间。 “熟悉
门路并不难 ， 从零开始虚心请
教， 坚持做好每一件事， 自己一
定会有所收获。 ”她笑着说。

“我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吃
苦。” 郭巧飞文化程度不高， 但
现在的她运用计算机系统录入，
打单都得心应手。 网点负责人常
晓光对她赞不绝口： “郭巧飞吃
苦耐劳 ， 任劳任怨 ， 工作能力
强， 每天送的快件量最多。 她是
我们公司的典范。”

“我负责派送的区域百分之
九十的人我都认识， 慢慢都和大
家相处成了朋友 。” 郭巧飞说 。
如何同客户 “打成一片”？ 她有
着 “独门秘籍”， “我对客户热

情， 见面主动打招呼， 碰上了主
动说话 ， 客户也会同样回馈给
我。” 今年11月底， 受疫情影响，
郭巧飞所在宿舍遭遇封控。 收到
通知的郭巧飞正在为客户送件，
当居民们得知她所在宿舍受到封
控 ， 都热情地邀请她去家里留
宿 ， 居民李女士就是其中的一
个。 “我带女儿来北京看病， 平
时多亏小郭的问候照顾， 经常帮
我带菜买东西， 我们早就和朋友
一样了。” 李女士说。

这段时间工作强度大， 郭巧
飞没时间和家人进行视频通话，
但每每打开手机看见孩子们嘱咐
她多穿点、 多吃点好的， 等着她
回来的消息时， 郭巧飞就浑身充
满了力量。 新年将至， 她说出了
自己的新年愿望： “希望发挥我
最大的潜力， 努力为居民服务，
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

校园没有戏曲教育传统， 自
己也不是专业学艺出身， 一个普
普通通的美术老师， 竟然通过将
京剧艺术与布艺制作相融合的创
新方式， 让京剧这门国粹在校园
里生根结果， 开创了独特的艺术
传承品牌。 这位老师就是密云区
第三小学教师李庆柱。

“将错就错”成立布艺社团

2009年， 从美术学院毕业的
李庆柱来到密云三小工作。 他重
视对学生个性与创新精神的培
养， 不断学习新知识， 实践新理
念， 提高学生的美术核心素养。

那时候的美术课堂所用材料
有限， 就是画笔、 白纸等寥寥几
种。 有一次李庆柱为兴趣小组的
孩子讲授颜料绘画主题时， 二年
级的小涛 （化名） 突然哭了， 问
了半天， 内向的小涛才支支吾吾
地说 ， 自己又把衣服染上颜料
了。 这种状况发生了好几回， 妈
妈说再弄脏就不让他再来了。

李庆柱赶紧安抚这个孩子，
旁边有学生小声感叹道： “这衣
服染的颜色真像花瓣呀。” 一句
无心话语启发了李庆柱， 他笑眯
眯地问小涛： “老师给你变个戏
法 ， 想不想看 ？” 小涛点点头 ，
他就用画笔略加勾勒， 把衣服染
色部分变成了一处 “花丛”， 小
涛笑了， 开心地说 “真有意思”。
随后 ， 李庆柱和小涛的家长沟
通， 争取到家长对这种设计的理
解， 对方也答应让小涛继续来兴
趣小组。

得益于这次小插曲， 加上当
时社会正在流行文化衫， 李庆柱
决定给美术课堂增加生活的内
容。 他利用寒暑假去北京各大图
书馆、 博物馆查阅资料， 重点借
鉴学习蜡染、 唐卡等民族传统艺
术的制作过程， 然后拿出自己的

T恤不断试验， 逐渐寻找到适合
在衣服上作画的材料。

2013年， 在校方的支持下 ，
李庆柱成立布艺社团， 从形式到
内容与美术教学相联系， 使教学
内容更丰富， 有效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为传统布艺赋予国粹“灵魂”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 布
艺社团在材料和技术层面都达到
相对稳定的水平， 李庆柱开始思
考如何让布艺作品内涵更丰富，
如何突破技能技巧方面的局限，
实现从传统知识视角到全面关注
人的视角的转变， 让布艺教育更
具备内在美、 文化根和艺术魂，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京剧是我国的国粹 ， 把歌
唱、 舞蹈、 音乐、 美术自然地融
为一体 ，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
宝。 李庆柱发现京剧有着一定的
学习门槛， 除了少数有戏曲教育
传统或以戏曲教育为特色的学校
外， 京剧在学校教育体系里所占

分量并不算多， 而且偏向于文化
经典学习 ， 呈现出不均衡的状
态。

如何让美术课堂与京剧相结
合， 使没有基础的小学生喜欢上
京剧 ， 甚至能够表现这门艺术
呢 ？ 随着京剧进校园活动的开
展， 作为教育部评选的第一批全
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
学校 ， 密云三小成立了京剧社
团。 这时， 一个学科整合的大胆
想法在李庆柱心中萌发： 把京剧
人物作为手绘布艺的创作对象，
让孩子们在创作的同时还能了解
国粹艺术 。 布艺一下子找到了
“魂”。

在大多数人的传统印象中，
京剧只能在舞台上呈现， 供观众
欣赏。 李庆柱却另辟蹊径， 以京
剧和传统布艺为依托， 开发整合
课程资源， 把传统布艺文化、 国
画文化 、 京剧文化三者巧妙结
合， 以布为 “纸”， 以纺织颜料
为 “墨”， 在布料上手绘具有浓
厚韵味的京剧人物造型和脸谱彩
墨画， 赋予传统布艺新的活力和

内涵。
李庆柱尝试过不同布料和颜

料的组合 ， 画出不同类型的画
作， 最终确定把纯棉布作为 “熟
宣纸”， 以纺织颜料为 “彩墨”。
孩子们以特有的稚拙造型、 个性
十足的色彩搭配， 用毛笔在布料
上亲笔描绘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京
剧画作， 深深打动了每一位欣赏
者。

这项创新刚开始仅在布衣坊
里推出， 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想
加入学习， 在学校的支持下， 京
剧布艺彩墨画逐步走进每一间教
室， 形成学生全员参与的布艺课
程校本化体系。 根据各年级的学
生特点， 李庆柱改革美术课程结
构， 实行分层教学， 设置了不同
的研究主题， 包括京剧起源、 京
剧人物 （彩墨人物画）、 京剧脸
谱 ， 京剧著名曲目 、 京剧行头
（服装） 等， 尝试延伸课堂教学
内容， 开办了每月一到两次的布
艺课。

为了帮助学生们了解京剧文
化， 感受京剧艺术独特的美， 原
先对京剧并不了解的李庆柱利用
业余时间查阅了许多相关资料，
看了很多视频文献， 还向懂京剧
的老师请教。 在增加艺术底蕴的
基础上， 他画下大量京剧人物画
和脸谱画， 在专家的指导下出版
了 “布艺京韵” 校本教材， 使布
艺课程走向系统化、 专业化。

有了相关积淀， 李庆柱开始
在课堂上讲述学生感兴趣的京剧
历史故事和有趣典故， 试穿京剧
服装， 让学生近距离感受京剧服
饰图案美， 还安排学生观看精彩
的京剧名段， 佩戴京剧脸谱， 让
课堂氛围更加活跃。 同时， 他一
有机会就领着孩子们走进剧场，
看京剧表演， 学京剧唱段， 读京
剧名篇， 并且参与京剧社团的排
练活动， 丰富学生对京剧艺术的

认知， 继而使京剧成为布艺创作
的灵感源。

以传统润童心， 以艺术
厚人生

通过对国粹与布艺的学习创
作， 学生们体会到民族文化的根
与魂， 国粹京剧在校园中开花结
果 ， 2015年 ， 布艺社团转型为
“布艺京韵” 艺术坊。

李庆柱和学生们一起拓展布
艺彩墨画的呈现形式， 将国粹布
艺延伸到绢、 团扇等很多种类，
形成京剧扇子画、 京剧胸牌、 京
剧环保袋等布艺文创产品， 把布
艺运用到生活中， 让传统文化的
接力棒在孩子们的手中传承下
去。 这些文创产品作为学校的礼
物在各类活动中发放给客人， 逐
渐形成非一般的特色校园文化。

2016年， “布艺京韵” 艺术
坊代表北京市参加全国中小学生
艺术展演时， 学生们自发地为一
同参展的西藏小伙伴捐赠了一批
书籍和学习用品。 事后他们告诉
李庆柱， 此举是因为他们在学习
绘画京剧 《锁麟囊》 时， 被故事
里人物相互帮助、 知恩图报的品
德所打动， 懂得要用善良去帮助
别人、 温暖别人。 听到这些话，
他特别欣慰， “这不正是教育的
意义所在？”

以传统润童心， 以艺术厚人
生。 今年， 李庆柱响应教师轮岗
交流政策号召， 交流到穆家峪镇
中心小学工作。 面对新环境， 他
充分发挥骨干作用， 将 “保水保
生态” “乡村振兴” 等主题与美
术 有 机 融 合 ， 形 成 “ 绿 水 青
山———青绿山水 ” 的教学思路 ，
以美启智、 以美润德， 让农村孩
子获得更好的美术教育， 当好学
生的艺术领路人 ， 与他们共成
长。

———记密云区第三小学教师李庆柱
□本报记者 任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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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通讯员 黄帅

与居民打成一片的“五星快递员”
中通北京丰台马家堡网点快递员郭巧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