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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剧《小心愿》上演惹争议

宝洁希望小学的“希望”在哪里？
近日，自诩为“宝洁希望小

学原创”的儿童剧《小心愿》在国
家大剧院进行“公益”首演。

原创？ 到底是谁的原创？
《公益时报》记者发现，《小

心愿》和“宝洁希望小学原创儿
童剧”并没有关系。 该剧只是以
宝洁希望小学的学生们为原型，
由北京动动鞋子儿童剧团的成
年演员们在舞台上展现宝洁希
望小学学生们的故事。

《小心愿》这部儿童剧严格来
说，是北京动动鞋子儿童剧团的一
部原创剧。北京动动鞋子儿童剧团
是由王淑祺创办的，是北京市第一
家民办非营利性儿童剧团，致力于
多种类型的儿童剧编创、制作和演
出。 王淑祺担任该剧团的理事长，
同时，还是《小心愿》的编剧。

“在我看来，这部儿童剧要么
是宝洁希望小学的学生或老师自
导自演， 要么剧本是由希望小学
的学生或老师创作的， 才称得上
是宝洁希望小学的原创。 ”有观众
看完后认为，号称是“宝洁希望小
学原创”是不是在欺骗观众，该观
众表示，“最重要的是， 以为是宝
洁希望小学的学生在台上表演，
结果是一群成年演员在演一群小
学生，这个感觉太奇怪了。 ”

《小心愿》向现场的观众展
示了两条“小心愿”实现的脉络。

一条主脉络是湖南龙山县
希望小学的孩子们从龙山到北
京，最终实现心愿，圆梦国家大
剧院；另一条辅脉络是希望小学
的学生，女主角雨荷，在她的妈
妈生了两个女儿后，三胎终于生
下男孩儿， 实现全家人的心愿，
皆大欢喜。

编剧：弟弟是绕不开的话题

“亲爱的，我们又要有一个娃
会不会是你想好久的那个他
爸妈盼望的声音洪亮的那

个他
会不会是你想好久的那个他”
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雨

荷妈妈在得知又怀孕时，用歌声
唱出一家人对于那个男性“他”
长久以来的期待和忐忑的心情。

雨荷妈妈之前已经生了雨
荷和妹妹。

“这是真的吗

妈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
这是真的吗
弟弟的啼哭笑开爷爷奶奶

的脸”
在得知妈妈终于平安生出

弟弟时，雨荷用歌声替一家人唱
出了欣喜之情。 弟弟的到来终于
让一家人得偿所愿，满足了爸爸
妈妈、爷爷奶奶多年的期待。

雨荷这个还在上希望小学
的孩子，真的会明白，家中第三
个孩子，还是一个众星捧月的男
孩，在自己这个资源有限的农村
家庭里的诞生，对自己和妹妹究
竟意味着什么吗？

小小的雨荷替家人欣喜的
歌声，让人听着心疼。

为什么要将雨荷妈妈怀孕
三胎，且将三胎是男孩儿作为心
愿，最终心愿达成这样的一个带
有“性别歧视”之嫌的心愿故事，
放在国家大剧院这样一个神圣
的舞台上去展现呢？

编剧王淑祺告诉《公益时
报》，她本人是反对“一定要有弟
弟”这个观念的。但是她在乡村采
风期间（王淑祺本人曾 6 次深入
龙山体验生活），发现弟弟是绕不
开的话题， 她回忆说：“所有的农
村家庭都一定有一个男孩儿。 ”

王淑祺本人见了太多农村
家庭一定要生男孩儿的故事，
《小心愿》 里的原型李小冰的家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小心
愿》在演出之后，王淑祺才知道，
李小冰的爸爸妈妈就是为了想
要有个男孩儿，把妹妹李小冰和
姐姐李小雪报成双胞胎。 作为妹
妹的李小冰没有办法，只能提前
两年和姐姐一起上学。 爸爸妈妈
并不考虑李小冰的学业是不是
会跟得上，会不会耽误了她的前
途，只要再能生个男孩儿就行。

“自己只是在反映现实。 ”王
淑祺说。

至于女主角的妈妈生第三
胎，是不是与我国生二胎的计划
生育政策相违背。 王淑祺表示：

“雨荷家是土家族， 少数民族可
以多生。 而且在农村，生三胎的
家庭很多。 ”

学者：艺术和现实的和解

关于《小心愿》中的性别问
题，王淑祺认为已经做了比较谨

慎的处理。《公益时报》记者也留
意到，在剧中，雨荷的妈妈对雨
荷和妹妹很疼爱，母女之间的感
情也很深厚。 并且妈妈一直记得
喜欢跳舞的雨荷想要一双舞鞋
的心愿，在弟弟出生后，送给了
雨荷一双梦寐以求的舞鞋。

在剧中，王淑祺没有让雨荷
的爷爷和爸爸在舞台上出现，舞
台上只出现了留守在家的妈妈
和奶奶。 妈妈和奶奶操持着这个
家， 照顾着雨荷姐妹俩的生活。
爷爷和爸爸的角色只是画外音。
之所以这样处理，王淑祺是想要
告诉观众：女人也是家里的顶梁
柱，男女是平等的。

但这种设置却在一家人“要生
个弟弟”期盼下，更加彰显了男女
之间的不平等；男性的角色可以不
用在舞台上出现，就能轻而易举地
掌控家庭的命运，也显示了男性家
庭支配地位实际上的不可动摇。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
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在现场观
看了演出后表示：“我也有一点
这种（性别歧视）的感觉，观众也
确实会想，为什么要欢呼一个男
孩儿的诞生？ ”卜卫对于这种剧
情设置的理解是：艺术不能总是
针对或者是反对现实，这种表现
方式是艺术和现实的一种和解。

“在这个剧里，我没有去特
意地回避这个（重男轻女）话题。
这是绕不过去的，肯定要有人来
触碰这个话题。 ”王淑祺说，在农
村，最贫困的家庭，就是生儿子
最多的家庭，生了儿子就盖一栋
房子或一层房子，她表示，“但是
在剧中作为孩子的雨荷的视角
很简单，她的心愿就是希望家庭
和美，妈妈平安，肚子里的宝宝
平安，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 ”

曾经做过记者的王淑祺，自
己就是个因为是女孩儿而被留
在乡下的留守儿童。 用她自己的
话说，她“并没有因为自己受了
不公平的待遇就去怨怼，而是刺
激自己更努力”。 由于自己的经
历， 王淑祺也是在有意地触碰

“性别”这个敏感的话题。

观众：是病态的价值导向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
“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
女儿童合法权益”。这种仍然将生

男孩儿作为心愿， 突出男孩儿在
家庭中的位置的舞台表现形式，
是否涉嫌违背我国基本国策？

据了解， 我国现行的法律，
在男女平等方面没有实质性的
条款，只有原则性的条款，这在
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中就有
体现。《宪法》在第二章第四十八
条中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
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
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
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在现在这个时代，剧中仍然
将生男孩作为心愿， 并为之欢呼，
是一种病态的价值导向。 ”现场观
看完《小心愿》的另一位观众表示。

艺术源于现实、 反映现实，
但又需要高于和引领现实。 好的
艺术作品弘扬正向的价值观，为
了正义和良知， 去挑战世俗、挑
战偏见，乃至挑战权威。 而作为
面向儿童的儿童剧在立意时尤
其要注意，一定要倡导正确的价
值观。 成人会去甄别好坏，去决
定接受什么，但是对于看儿童剧
的孩子来说，儿童剧传递给他们
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他们还不
具备评判是非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4 位《小心
愿》的原型人物———龙山县宝洁
希望小学的学生，也在国家大剧
院现场观看了演出。

在《小心愿》中，演员们载歌
载舞狂欢着迎接一个三胎男孩
儿的诞生，李小冰、李小雪姐妹，
以及更多的农村女孩子们被剥
夺的各种权利却在热闹的“实现
心愿”中，不被人看见，更不被重
视。 并不是每一个女孩子在遭受
不公平的待遇后，都能够像编剧
自已一样活得更好，她们以后的
人生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因为家庭之中弟弟的诞生，
这些女孩子们甚至基本的教育
权利都被剥夺。 如果大人们都不
为女孩子们发声，谁还能为她们
发声？ 如果希望小学的捐建者们
都不去维护女孩子们的利益，谁
还去维护她们的利益？ 希望小学
的女孩子们的希望在哪里？

宝洁：编剧现实反映无可厚非

宝洁大中华区传播与公关部
总监梁云告诉《公益时报》，“二胎
女儿后三胎生儿子”是现实，编剧

想做现实反映无可厚非； 是不是
有更好的处理方法， 这是可以探
讨的。 至于三胎和我国计划生育
政策相违背的问题， 梁云说：“在
农村一直是这样啊（生三胎）。 ”

梁云透露，在看《小心愿》的
剧本时讨论过这个“细节设置”
（三胎生男孩儿），但是编剧坚持，
她写的是一个现实题材的儿童
剧，在农村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
“对于乡村人来说，传统就是这样
的。 而且现实更残酷。 ”梁云说，

“我们去过西北的一些地方，女孩
儿十五六岁就嫁人， 十六七岁就
抱娃，是大娃抱小娃那样的。 ”

而梁云之所以没有坚持回
避这种“性别歧视”之嫌的话题
设置，是觉得这个不是这部剧的
主要线索。“我们一直在歌颂孩
子们可以去北京了。 ”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伙伴
中心部部长迟耀萍表示， 在首演
之前并没有看过剧本， 但是肯定
话剧想要表达的是孩子们从农村
到北京国家大剧院的励志故事。

据了解， 宝洁目前已在全国
捐建 200所希望小学， 并在探索

“艺术+公益”新模式：2016 年，首
部源自宝洁希望小学学生家庭真
实故事的儿童剧《百合春天》在广
州首演。 2018 年，来自湖南省龙
山县宝洁希望小学的 18 名小学
生在国家大剧院演绎了儿童版
《百合春天》，并拉开国家大剧院、
青基会与宝洁为期三年公益合作
的帷幕。 今年上演的《小心愿》是
《百合春天》的前传，通过支持中
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
程，宝洁塑造了很好的品牌形象，
并获得了良好的公益口碑。同时，
借助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力
量， 以公益的名义动员了更多的
社会资源为其所用。 相信这次国
家大剧院愿意给宝洁提供宝贵的
舞台，也是因为宝洁公益的初心。
但并不是披着“公益”的外衣，有
着“公益”的良好愿望，就可以放
低对艺术作品内容的把关和要
求。 公益本来就站在道德的制高
点上，对于一些原则性问题，比如
是否是原创， 比商业作品更应该
注意； 对于比较敏感的社会性别
的问题，在呈现时尤其应该谨慎。

“生儿子是绕不开的话
题”，但不代表就可以去美化乃
至歌颂。 （猫小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