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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静 文/摄

初见范吉丹，是在桂林戏剧研究院的练功房。阳
光、甜美、清秀的脸庞，婀娜的身段，一双大眼睛特
别有灵气，乍一看很难让人把这个时髦的女孩与传统
戏曲扯上关系。在 Freestyle 、鲜肉男团、美少年练
习生炙手可热的今天，作为“ 00 后”的范吉丹已经
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戏曲演员，在第十九届“中国少儿
戏曲小梅花”参赛节目《刘三姐定情·盘歌》中饰演
刘三姐一角获得金奖。

在桂林戏剧研究院历时 3 年打造的桂林戏曲综
艺演出项目《桂林有戏》中，有着很多“ 80 后”、
“ 90 后”甚至像范吉丹这样的“ 00 后”的身影。
这些青年演员是我市戏曲舞台的新鲜血液，他们让亮
丽青春在戏曲艺术舞台上闪光。

小女孩爱上戏曲，选择进艺校专业学习

一位白衣女孩在台上描眉点唇，两位检场人手捧
凤冠霞帔侍候一旁，后台被搬到了前台，寻常的扮戏
过程便有了神圣庄严的仪式感。此时，俗世浮生的喧
嚣、纷扰都已被剧场的大门远拒身外。座中人们见证
着素衣女郎渐渐妆成桂剧中华美雍容的贵妃，纱帘内
外，舞台上下，一同入戏。这是《桂林有戏》的序幕
部分。当台下观众在为贵妃的装扮惊艳时，却很少有
人知道台上这位“贵妃”的扮演者范吉丹才刚 17
岁，从戏校毕业还不到两年。

“进团半年就担任这么重要的角色，机会真的很
难得。” 2001 年 10 月出生的范吉丹是桂林人，她
与戏曲的结缘还颇有几分巧合。在范吉丹小学三年级
的时候，学校办了戏曲社团，专门请了专业的桂剧老
师到社团进行指导。作为桂剧表演艺术家的唐振芳通
过几次表演相中了范吉丹是学戏曲的好苗子，建议她
报考桂林艺术学校戏曲表演专业，进行系统的学习。

“当时真的挺幸运，能得到唐老师的启蒙，但让
我最喜欢的是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范吉丹告诉记
者，第一次上台表演她演的是《王三打鸟》中的王
三，这是个反串的角色。虽然一开始并不像自己想象
中那样扮相美美的角色，可年幼的她一下就被戏曲舞
台的魅力所吸引。

等到范吉丹上小学五年级时，刚好桂林艺术学校
戏曲表演专业招生，她便毅然报了名。“当时我对戏
曲并不是很了解，也不知道能不能学好。”不少亲友
劝说她的父母要想清楚，怕她走艺术这条路荒废了学
业。范吉丹回忆当时父亲说了句：“你去了，如果太
苦，不能后悔。如果后悔再回来，书都没得读了。”
她回答“我不会后悔的”，就这样上了艺校。

范吉丹很快发现艺校生活跟想象中不一样。“以
前只看到舞台上光彩的一面，没想到私底下会那么辛
苦。”一进校，最痛苦的就是体能课和毯子功课，日
复一日地压腿、扳腰、趴胯，每天都要练 2 个小时

以上。“当时扳腿还扳伤了，路都不能走。”最考验
人的还有饮食要忌口。作为十几岁的小女孩，范吉丹
也跟同龄人一样爱吃零食，爱好香辣。可吃零食会影
响体型，吃香辣会影响嗓子，她只能自觉地说不。 5
年的专业训练，倔强的范吉丹从没想过放弃，平时课
程枯燥，偶尔的表演机会是她最为期待的事。

2015 年，第十九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
萃”大赛举行，来自全国 22 个省（市、自治区）的
148 名选手参加了 3 天 6 场的终审决赛。在这场代表
全国各剧种和艺术教育少儿阶段最高水平、被誉为戏
曲艺术的“希望工程”的比赛中，范吉丹以在《刘三
姐定情·盘歌》中饰演刘三姐一角获得金奖，这也是
我市在此项比赛中获得的最高荣誉。

不惧练功千般苦，要做戏曲传承人

毕业后，范吉丹进入桂林戏剧研究院，成为了一
名专业的戏曲演员。最初跟范吉丹一起学戏曲的同学
中，有的成为同事，也有的改了行。“有些人不太适
合干这个，或者承受不了那份苦。戏曲演员条件太苛
刻了，不像影视演员，会表演就可以，唱戏要看扮
相、个子，唱念做打样样要好，能练出来的人很
少。”在戏曲行当里，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
说法，演员只有在严格而艰苦的练习中才能学到真本
领。更难熬的是在炎热夏日里穿上 20 多斤的厚重戏
服练习数小时，用范吉丹的话说，“汗贴在身上，犹
如千万只蚂蚁爬过，奇痒难当”。到最后戏服湿透，
人也接近虚脱。

如今，除了排练和演出，范吉丹和同事们也常常
走进校园，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让范吉丹开心的
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戏曲文化，在
《桂林有戏》的观众中，就有不少年轻人的身影。范
吉丹说，“因为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负载着我们的文化之根、民族之魂。我们年
轻人要努力将优秀的中国戏曲文化传承下去。”

戏曲演员范吉丹：

不走寻常路，“贵妃”今年 17 岁

□本报记者张苑 文/摄

2018 年 4 月，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2018
年获奖榜单出炉。在这个被誉为“国际设计
界奥斯卡”的评选中，一款名为“智云·云
鹤 2 ”的相机三轴稳定器，在 59 个国家
6000 多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成功摘下
“红点奖”。

2017 年 12 月，“智云 Smooth 3 稳
定器”荣登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榜单。该奖
项是国家级的政府公益奖。曾获得此项大奖
的还包括赫赫有名的“中国标准动车组”。

你也许并不知道，如此频频摘得大奖，手
持云台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 50% 以上的“拍
摄神器”是出自“桂林制造”。而这一“神器”的
诞生，起初仅仅是源自几个年轻人的“突发奇
想”，他们用短短 3 年时间，以惊人的“青春
速度”，将“桂林制造”推向全球。

青春速度———

3 年，从“拓荒者”到“领头羊”

“ 2015 年，我们的公司生产总值只有
500 多万元， 2016 年达到 5000 多万元，
2017 年突破 5 亿元，预计 2018 年的生产
总值将达到 15 个亿……”这飞一般的增长
速度，却是桂林一家年轻企业脚踏实地创出
的业绩。

在桂林创意产业园内，桂林智神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在众多的创新创意公司里并不算
起眼，因为这家新成立的公司落户这里只有
短短 3 年时间。

“当时，我们几个搞 IT 技术的年轻人
聚在一起，突发奇想要设计和制作一款史无
前例的手持稳定器。当时没有业内同行的借
鉴，也没有预知的市场前景，就想着先做出
来再说……”作为公司创始人之一的伍传
基，爽朗地向记者讲述起他们的创业故事。

出生于 1984 年的伍传基，身上有着许
多“ 80 后”特有的不羁与韧劲。提起自己身
后的“智云”团队，他的眼里闪动着自信的光。

伍传基大学毕业后曾在桂林和深圳的几
家电子设备公司工作。“之前我们是为生产
无人机的公司代工稳定器，有过无人机的研
发经验。”他说，后来他和伙伴们想专门研
发一种手持稳定器，专供手机、相机等拍摄
设备使用。于是在同事兼桂林老乡的廖易仑
的带领下，伍传基和其他几位合伙人决定一
起回到家乡桂林开创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

“我们没日没夜地搞研发，终于做出了第
一款产品，面临的却是推广和销售的难关。”
伍传基回忆，“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从桂林开车
拉着一车的产品到广州、深圳，一家一家商铺

跑，一遍一遍地讲解产品的性能，一家一家地恳求人家销售，
一次次地被拒绝。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开报废了一辆新车。”

凭着一股闯劲和不懈的坚持，“智云”团队终于赢得了
一部分客户，之后从零售转向批量销售。再到后来是经销商
看到别人使用他们的产品，主动找上门寻求合作。从 2015
年创业至今仅 3 年时间，他们经营的公司就实现了产值以
每年增长 10 倍的速度增长。产品也从史无前例的“拓荒
者”，成为如今同行业的“领头羊”。

青春之梦———

让“桂林制造”飞得更远

近日，记者走进桂林智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看到的是
简约时尚的办公环境、现代化的生产线，还有清一色的一张
张年轻而充满朝气的面孔。伍传基笑着说：“我可能是我们
公司里最老的员工之一了。”他告诉记者，公司 700 多个
员工，平均年龄只有 25 岁左右。

“年轻人做事效率高啊！”他笑着说，在他们的创业过
程中，虽然心怀梦想，但并不是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得多么远
大，而是一个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去制定，然后一个一个目标
去“击破”。

“年轻人有活力，有闯劲。常常是公司的一个阶段性目
标一出炉，全公司都会热血沸腾，撸起袖子向前冲。”伍传
基笑道，虽然自己是公司的负责人之一，但他与员工之间都
是平等的朋友，这样的工作环境，大家都十分轻松。

对于未来的发展，伍传基信心十足：“今后我们将继续
扎根桂林茁壮成长。”他介绍说，如今全新的“智云产业
园”正在建设中，他们还计划将远在广州、深圳的配套零部
件供应商引进桂林，这样既可以节约生产成本，还可以为桂
林其他企业提供便利。

当谈到为何选择桂林作为创业和发展基地时，伍传基
说：“就是因为对家乡的一种情结吧，我们想在家乡创业，
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桂林制造’越飞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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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

□本报记者秦紫霞 文/摄

“汉服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通过了
解传统服饰和礼仪，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
我们的文化和历史。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更多
的人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礼仪，我们无论
走到哪里，都要知道我们源于哪里。”初见星
曲和靳臻，她们正在桂林源汉·汉文化生活
馆，为来自新西兰的青少年音乐交流团的友
人讲解汉文化和历史。

这两位“ 80 后”女孩，一个身着汉服
进行亲身示范，一个将汉文化和礼仪的知
识娓娓道来，让人仿佛瞬间穿越到了古
代。为了传播汉文化，她们双双放弃了待
遇优厚的销售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
践着汉文化推广梦，并接受了央视《见证·
人物》栏目组的专题采访。在致力传播汉
文化和礼仪的道路上，她们奋斗的步伐让
青春闪闪发光。

追梦：将传播汉文化当成事业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不断兴起，“汉文化”
也成为一种新潮流，受到不少年轻人追捧。在桂林，
也有不少对汉服和汉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年轻人，他
们围绕着汉服和汉文化开展各种活动：中秋祭月、端
午祈福……甚至将传播汉文化当成事业。

靳臻和星曲的汉服梦，源于 2010 年她们的相遇。
作为桂林最早的汉服爱好者的靳臻，一直有个传

播汉文化的梦想，在与星曲相遇之后，梦想变成了现
实。“我当初就是被她对梦想的热忱感动，觉得爱好
可以变成事业来追求。”星曲告诉记者，从起初的爱
好到研究的深入，她渐渐发现了一些问题。“当下年
轻人对于传统礼仪的传承，我认为是断层了。”星曲
告诉记者，在成为母亲后，她发现许多孩子对传统文
化和礼仪缺乏了解，传统文化“断层”的现象极其严

重，这成了她决心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原因。“在许
多传统的节假日里，大家忘记了文化和节日本身的意
义。比如传统的成人礼上，孩子要对长辈行礼，感恩
父母的教养。长辈要帮孩子命字，宣布你长大了，这
是最重要的成长象征。但演变到现在，成人礼大多变
为了在酒店的一场宴请。”星曲说。

一拍即合，两个“80 后“女孩开了家名叫“源汉”
的汉文化体验馆，希望更多人能了解汉文化，推广汉文
化。“当时朋友们都说我们疯了。说实话，我们也有些忐
忑，害怕自己坚持不下去，害怕这条路太难走，但心里
总有些火花在提醒我，应该做些什么。”靳臻说。

奋斗：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汉文

化的魅力

为了梦想，两个女孩开始了艰苦的奋斗过程。几
年来，靳臻花光了积蓄，制作了数百件汉族传统服

饰。星曲则一边投身传统文化的各种
推广渠道，一边照顾孩子和家庭。
“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难。比如一场
汉服展示的活动，我们没钱购置衣
服，只能自己买布买线，自己手工做；
没钱请模特，就请同袍（汉服爱好者之
间互称同袍）帮忙。为了设计好讲稿、
方案，我们几乎天天半夜才睡。还好有
很多同袍热心积极地支持我们，才让
我们走到了今天。”靳臻说。

2015 年中秋，在经费不足的情
况下，她们坚持在“两江四湖”景区
开展了一场中秋祭月的传统礼仪展示
活动，将整个中秋祭月的礼仪完整地
在市民面前进行展示，收到了良好的
效果，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
访。 2016 年，在与“两江四湖”景
区讨论开展中秋活动时，她们提议将
赏灯环节融入其中，并让孩子们参与
手绘制作花灯。当年中秋之夜，景区

的花灯展和祭月仪式吸引了众多的观赏者，现场人满
为患。作为幕后策划者之一，靳臻很是自豪：“那天
的场景很震撼，整个景区人山人海，据说超过了 5
万人。我们完整呈现了祭月的礼仪，让大家了解到中
秋节的传统习俗，很令人欣慰。”

经过几年的尝试和探索，她们的梦想逐渐变为现
实，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汉文化和传统文化。她们
走进高校传播传统服饰和礼仪的知识，受到了大学生
们的欢迎和追捧。如今，她们已成为广西师范大学、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桂林理工大学等高校的汉服指导
老师，定期到各高校讲授汉文化相关课程。她们还到
博物馆给孩子们传授传统礼仪和文化，成了博物馆的
“固定节目”。她们接待新西兰等外国友人，为他们
展示汉文化的精髓……她们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
注，并接受了新浪、央视《见证·人物》栏目组的专
题采访。如今，靳臻和星曲仍然穿梭在桂林的大街小
巷，继续着她们的汉文化推广梦。

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大学考察时对当代青年提出了
殷切期望。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广大青年生逢其时，也重任在
肩。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
献。广大青年应该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
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本报把笔墨留给青
春的逐梦人，把镜头聚焦青春的奋斗者，通过他们的激情梦想和奋斗足迹，来彰显当
代青年的风采，敬请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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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曲(中)和靳臻(右)正在为新西兰友人展示汉服。

▲范吉丹在《桂林有戏》中的扮相。

(受访者供图)

“80 后”女子靳臻和星曲：

以梦为马，醉心传播心中的汉文化

▲伍传基介绍“智云”团队设计的多款获奖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