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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术节目《九儿》的舞台背景是
摇曳的红高粱，展现出一派丰收的喜
悦景象。舞台上，舞美营造的农家小
院里，“九儿”酿出一坛又一坛红高粱
酒，音乐、舞蹈、服装、情节编排与魔
术技巧浑然天成，地域文化特色浓
郁，成功塑造了魔术节目中奔放、洒
脱的“九儿”形象。

据省杂技家协会秘书长冮强
介绍，魔术节目《九儿》的创意来自
中国杂技家协会专家指导委员会
秘书长、原北部战区陆军政工部杂
技团副团长董争臻，正是在董争臻
的创意思路与节目构想指导下，省

杂技家协会编创了这个节目。8 分
钟的魔术节目《九儿》以影视剧《红
高粱》部分剧情为题材，把传统戏
法“罗圈献彩”的表演内容作为基
础，进行创新表演。

《九儿》由青年魔术师、沈阳体
育 学 院 大 学 生 李 诺 亚 方 舟 表 演。
技巧编排及道具制作是由省非遗项
目杨氏古典戏法的第四代传承人、省
杂技家协会理事、辽阳市杂技家协会
主席温宝良及省魔术艺委会副主任
尹万策完成。省杂技家协会将魔术
节目《九儿》作为重点作品进行打造，
历时一年半。

八分钟魔术打磨一年半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各种
活动信息扑面而来。受其感染，我
想到自己的40年。我打开笔记本，
写下“一个人的40年”，然后罗列出
我 40 年里读书和工作经历。唯有
自己知道，豆腐账里面隐含着平凡
人生的甘苦，而那些甘苦，在一定程
度上都与改革开放相连。如果没有
改革，我就不会上大学，我的人生就
可能与文学艺术无缘；如果没有开
放，我就无法接触到人类鲜活的思
想成果，可能永远不知道安·兰德、
以赛亚·伯林、路德维希·维特根斯
坦是谁。同样，也因为思想的解禁
和人的回归，我才痛苦地纠缠一些
脱离日常生活的问题，诸如生命尊
严、个体价值和生死焦虑等。

一个人以什么样的姿态回顾
40年，回顾指向自然不同。我选择
的是审视姿态，关注的是内心痛点
和精神生长。1981 年暑期回家乡
调查，面对一些农民的困惑，我也为
农村向何处去而迷茫。我和我的一
位中学老师说起这种迷茫，他平静
而又不容置疑地说：只要农民过上
好日子就行。正是这句话启迪了
我，让我从悬置落到地上，回到生活
本身。上学之前我曾在家乡工作过
三年零七个月，改革前的社会现实
把人悬置在虚妄中，经过那几年，我
也被“悬置”了，凡事不能从生活本
身去想，所以听了老师的话，我才有
所觉悟。尽管我已经读了几年的
书，但“悬置的虚妄”像影子一样跟

随着我。
生活是人的生活，是一个个具

体的人的生活，所以回到生活本身，
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回到个人生
活。而个人生活的根本，绝不单是
吃喝拉撒睡，还有形而上的，与个人
的价值、尊严等与个人的生存质量
有关的精神层面的东西。经过 40
年的变革，整个社会的成员都在实
现“人的回归”，而这“回归”之处，就
是个人的精神诉求。这是社会进步
的标志，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喜人
成果。这也是我内心痛点和精神生
长的大背景。多少年来，我的纠结、
思索以及由困惑而生成的想法，几
乎都是围绕着生命的自由和尊严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根基是我对

“个人”的认识。省察自己的 40
年，之所以有存在感，是因为我为
生命问题纠结、思索过。在生命觉
醒的进程中，我在场，不是一个缺
席者。

这也是我选择职业时始终没有
离开文学和艺术的理由。我一直视
文学艺术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是
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文学艺术能
使我从正确的角度看待个人，探索
个人的生存。

改革开放 40 周年作为一个节
点，促动我做自我省察。我要静下
心来，梳理一下自己40年的困惑、挣
扎、妥协、选择，还有伴随这个精神
过程的阅读经历，写一篇完整的《一
个人的40年》，给自己一个交代。

40年的自我省察
洪兆惠

本报讯 记者郭平报道 日
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
耕民族交融史研究》在辽宁师范大
学举行了开题报告会，正式启动了
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课
题研究。

据介绍，基于地理环境的特征，
历史上的中国天然的划分为游牧区
与农耕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
形成，也主要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
族这两大类型民族交融的结果。然
而，当面对中华民族形成等重大问
题时，国内部分学者存在机械地分

割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
耕民族之间的关系的现象。

在 2017 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招标中，由辽宁师范大学历
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玉君为首席专家，会集吉林大学、
兰州大学、西北大学及吉林省社会
科学院、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的民族史专家组成的团队，在激烈
的竞争中一举中标。这是辽宁师
范大学首次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招标中夺标，是近年来该校
科研实力和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
反映。

古代游牧与农耕民族交融史
研究项目启动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10
月 29 日，由辽宁省作家协会、春风
文艺出版社主办的“金芦苇”重点扶
持工程津子围长篇小说《十月的土
地》版前研讨会在大连召开，来自北
京、上海以及省内的作家、评论家和
学者共聚一堂，就如何更好地打造
这部精品力作提出真知灼见。

津子围创作的长篇小说《十月
的土地》历经十年的精心打造，讲述
了章家三代农民在重大历史事件和
时事变迁中所经历的爱恨情仇、悲
欢离合的“中国故事”，如歌如泣的
东北农村生活画卷，反映旧中国走

向新中国过程中农民和土地的关
系，在历史回廊中展现传统农民在
新中国的“新生”，作品原创性、历史
感和时代性显著。

座谈会上，与会嘉宾对作品的题
材选取、内涵揭示、农事文化、写作手
法等给予了肯定，大家一致认为作品
体现了作家渊博的修养和深厚的文
字功底与生活积累，同时也就作品节
奏的把握以及人物塑造等提出建
议。据介绍，省作协的“金芦苇”重
点作品扶持工程是以精品原创作品
为扶持对象，以期实现辽宁长篇小
说创作新突破。

长篇小说《十月的土地》研讨会
在连举行

本报讯 由省文化厅主办、省
群众艺术馆承办的辽宁省第十六届
群星奖现场比赛日前在沈阳音乐学
院长青校区音乐剧场落下帷幕。

每三年一届的文化部全国“群
星奖”评比，是群众文化工作设置的
最高奖项，是加强群众文化建设的
具体体现。本次比赛为期四天，包
括音乐、舞蹈、戏剧和曲艺四大门

类。在各市文化主管部门和省群众
艺术馆的积极动员与支持下，共有
60 余件作品参与本次比赛。参赛
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艺术水准
较高，佳作迭现，比赛队伍均来自基
层。他们不断积累舞台素材，不断
提高艺术修养，具备了较强的编创
能力和表演水平。

刘禹祺 本报记者 郭 星

省群星奖现场比赛落幕

10月29日，记者从省杂技家协会了解到，
我省创作表演的魔术节目《九儿》获得第十届中
国杂技“金菊奖”全国魔术比赛第一名。经预
赛、复赛、决赛，《九儿》在300多个节目中脱颖

而出，一举夺冠。这是十多年来，我省魔术节目获得的最
高奖项。

获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魔术比赛第一名

《九儿》打造罗圈献彩的“升级版”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温宝良说，像《九儿》这样既有古
典戏法的手法变化，又有现代魔术表
演风格的魔术比较少见。《九儿》在道
具使用上大胆创新，将两个罗圈变为
一张板一个罗圈，将传统魔术运用的
桌子改为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样式，不
再以桌布遮盖。除了运用双手变魔
术，魔术师还手脚并用，表达丰收喜
悦时，“九儿”边舞边坐在桌上“脚出
坛子”，令人眼前一亮。

《九儿》节目主创在节目流程、动
作编排、道具创新等方面倾注大量心
血与智慧。经过一年半的修改、调整、
历练，使得《九儿》节目更加完美。温
宝良师从魔术大家杨福成，杨福成年
少时曾在北京拜师学习宫廷戏法。为
了将一手绝技传承下去，温宝良积极
推广传承杨氏古典戏法。《九儿》正体

现出杨氏古典戏法的精妙细腻以及贴
近观众的亲切感与趣味性。

据温宝良介绍，“罗圈”是指一个
中空的大圆圈，“献彩”就是从中变出
各种物件。罗圈献彩是我国北派魔
术的代表技法之一，其表演方法是：
首先向观众展示两个桶是空的，然后
从桶里变出许多瓜果梨桃、青菜、花
卉、小动物等，最后变出来一个大瓷
坛子，坛子里盛满了酒。运用新颖的
道具、独特的创意、干净利落的魔术
手法，给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魔术师不仅能变出鲜花、玉米、辣椒，
而且变出一系列装满美酒的酒坛。
这个节目一共变出 13 个酒坛子，坛
子尺寸各不相同。特别是在最后，魔
术师变出直径为一米的超级大酒坛
子，技惊四座。

魔术变出13个酒坛

“金菊奖”是中国文联和中国杂
技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文艺专
业奖项，是中国杂技界最高奖，分为
杂技、魔术、滑稽三个项目，全国魔
术比赛获奖节目代表着中国魔术艺
术的最高水平。第十届中国杂技

“金菊奖”全国魔术比赛在深圳举
行，来自 14 个省区市的 24 个魔术节
目进入决赛，我省的《九儿》、北京
的《流光掠影》等 7 个节目获奖。《九
儿》得到评委的一致好评，获第一
名。省文联、省杂技家协会对本次
大赛高度重视，专门组织策划编创
团队创作参赛作品。省文联将“金
菊奖”比赛列为 2018 年一级立项工
作，省杂技家协会专门召开会议进
行研究、部署。

《九儿》将中国传统魔术与戏剧、
舞蹈跨界融合，独具艺术魅力。这个
节目技巧独特，大胆创新，美轮美奂
且有地域文化韵味，也展示出中国魔
术近年来的传承与发展。魔术《九
儿》在炫技的同时，重视艺术感与意
境美。在道具创新、手法创新基础

上，注重艺术性与观赏性相统一，因
此一举夺冠。

记者通过演出视频看到，李诺
亚方舟凭借完美的演绎与出色的发
挥，将难度很大的魔术《九儿》表演
得出神入化。辽阳姑娘李诺亚方舟
是杨氏古典戏法第五代传承人。她
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个魔术手法难，
必须勤学苦练。参赛前，她在老师
指导下密集排练了两个月，每天坚
持刻苦训练。节目中，她凭借扎实
的舞蹈专业基础，将魔术表演结合
民族民间舞蹈秧歌及中国古典舞肢
体语言，巧妙地将传统魔术罗圈献
彩与《红高粱》中九儿酿酒的情节相
结合，以魔术演故事，以情节推动魔
术表演。谈到如何与魔术结缘，李
诺亚方舟称，8 年前，在沈阳音乐学
院学习舞蹈时，为参加比赛展示才
艺，特别拜师学习魔术，从此爱上
魔术，在业余时间坚持学习魔术并
经常登台表演。她的老师温宝良
为此付出许多心血，悉心向她传授
技艺。

兼具戏剧性与舞蹈性

本报讯 记者王瑧青报道 国
家艺术基金 2017 年度资助项目杂技
剧《冰雪梦蝶秀》日前在辽宁大剧院
进行了第20场演出。

《冰雪梦蝶秀》由杨剑胜担任艺
术总监，尹力编剧，齐春生担任总导
演，大连杂技团 40 多位演员联袂主
演。该剧由大连杂技团、大连亚得
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此
前该剧于 9 月 29 日在大连首演。全
剧时长 100 分钟，以冰上杂技艺术演
绎环保主题，讲述小女孩婧逃离被
污染的城市，和她的伙伴蝴蝶、熊猫
玩偶在冰雪梦境唤醒春天，呼唤环
保意识的故事。全剧分为序幕、上
半场、下半场、尾声四个部分，涵盖
车技、杆技、蹬伞、空竹、转碟、滚环、
绸吊、软功、芭蕾对手顶等 16段冰上
杂技表演。

《冰雪梦蝶秀》是大连杂技团继
《胡桃夹子》《不莱梅的四个音乐家》
《霸王别姬》《玉兰·爱的世界》之
后，创演的第五部杂技剧。该团创

作的每一部杂技剧都曾在国内外巡
演。据了解，已有多个国家的文艺
演出界人士前来我省观看《冰雪梦
蝶秀》，并发出海外演出邀请。该
剧在国内巡演结束后，还将赴国外
演出。

据大连杂技团负责人杨剑胜介
绍，冰上杂技是将传统杂技与花样

滑冰融为一体的全新表演形式，在
真冰上滑行使技巧难度倍增，将杂
技艺术的“惊险奇美”推向极致。该
剧在聚焦环保主题的同时，更将环
保意识贯彻于舞台制作，在舞台上
创新使用仿真冰板技术替代真冰。
该材料具有完全环保、不用电、无排
放、装撤台便捷等优势，解决了真冰

表演场地受限、巡演难、投入大等难
题。《冰雪梦蝶秀》的上演标志着冰
上杂技艺术正式引入剧场，同时也
为多类型舞台表演提供了一种全新
表现形式。

大连杂技团还邀请专家召开了
杂技剧《冰雪梦蝶秀》研讨会，近20名
国内杂技专家对该剧给予充分肯定，
并提出建议。

冰板材料技术移植到剧场舞台，
为中国杂技舞台创新提供了新的表
现手法。专家认为，该剧呼应当下生
态文明建设，以艺术形式推广环保理
念，舞台简洁明快，表演完整连贯。
十余个杂技节目选取合理，从环保主
题切入，以杂技为主体，同时综合音
乐、灯光、舞美、舞蹈、戏剧等多种舞
台艺术手段，多维度展现了现代杂技
剧的独特风采与艺术魅力。该剧仿
真冰板的有效应用创造了新时代杂
技艺术的全新表演形式，是冰上杂技
的突破，为杂技艺术发展开拓出一条
新路。

《冰雪梦蝶秀》首创在仿真冰上演杂技

《冰雪梦蝶秀》剧照。

魔术节目《九儿》表演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