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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近日，由省文联、省理协主办的
2018·辽宁文艺论坛在沈阳举行。本
次论坛活动以“聚焦新时代辽宁文艺
的现实力量”为主题，省内各艺术门
类的艺术家和文艺批评家近 30 人出
席活动，大家共同关注辽宁文艺实
践，探讨辽宁文艺发展问题。

据介绍，此次文艺论坛突出辽宁
创作和以辽宁地方经验表现地域特
色，宗旨是讨论辽宁文艺创作如何回
应现实，当下及未来的辽宁文艺如何

释放艺术感染力。“辽宁文艺要立足
本地，以辽宁地方经验表现地域特
色，关注现实题材，强调作品对现实
中人的影响。”与会专家说。

辽宁文艺如何反映大变革的时代
精神，如何既有强烈的感染力，又具有
深刻丰富的思想性，进一步助力辽宁振
兴发展，实现由“高原”向“高峰”挺进？
与会者围绕这一问题提出看法和建议。

有专家认为，社会不断发展导致人
的分工细化，艺术家对自己生活之外的

现实知之甚少，因此，艺术创作依然存
在走进生活、认识生活的需要；辽宁文
艺应该直面辽宁问题，要对地域有深层
次的理解，体现出感情、责任、担当。

辽宁的文艺队伍今后如何壮大
发展？与会专家认为，辽宁的文艺人
才队伍断档现象严重，制约了辽宁文
艺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要将送
出去、请进来、开眼界、亲交流、拓平
台相结合，通过鼓励青年艺术工作者
走出辽宁学习进修等方式，帮助青年

文艺人才队伍成长。
与会评论家对当前的文艺评论

提出建议。以戏剧评论为例，当前的
戏剧评论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庸俗化
倾向，搞“人情评论”“圈子评论”，一
些评论只限于做戏剧文学评论，对于
戏剧的导演、表演、灯光舞美等专业
内容没有涉及。一位基层评协负责
人介绍，他们通过建立微信群在特定
时间开展特定主题的艺术研讨评论
活动，为评论工作提供了新思路。

2018·辽宁文艺论坛在沈阳举办，专家认为

辽宁文艺要立足本地关注现实
本报记者 郭 星

今天想聊的话题来自最近收
看的一期《一本好书》。这是我很喜
欢的一档电视综艺节目，每期用舞
台表演加片断朗读的方式品读一本
好书，很好的视听享受，更吸引我的
一点在于：节目中介绍的是书的内
容，却常常勾起我当年读这本书时
一些难忘的记忆。

这一期品读的是著名作家加西
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
我对它的记忆与一位爱书的朋友有
关。这本书最早进入中国的版本装
帧很俗气，导致我在很长时间里都
认为它是本通俗的言情小说。直到
有一天，知道了马尔克斯的大名，于
是拿着这本书问我那位爱书的朋
友，这个译本能看吗？朋友说：“你
翻到最后一页，看最后一句话，如果
是‘永生永世’，那就对了。”

当节目里的嘉宾在讨论伟大的
爱情就是“永生永世”时，我脑子里
浮现的不是爱情的画面，而是那位
爱书的朋友的样子。

这期节目的嘉宾、学者吴伯凡
说的一段话给了我启发。他建议大
家在读书时可以试着给这本书再起
几个名字，比如《霍乱时期的爱情》
这个标题就有多重含义，男女主人
公的爱情故事确实与霍乱有些关
系，同时又可以解释为：一个人坠入
爱情的反应就像染上了霍乱的症
状。所以，也可以起名为“霍乱与爱
情”“像霍乱一样的爱情”。

由此联想到的青春时期的阅
读，特别是文学阅读，似乎也是如
此，就像霍乱之于爱情。

青春是懵懂而莽撞的，青春时
期的阅读同样狂热没有道理。反过
来说，阅读有时也像青春一样，就需

要这种不顾一切的热情。上高中
时，我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用
一个小本子大段大段地记录书里
的段落，想象自己一会儿是充满
生活能量的约翰，一会儿是多愁
善感的才子奥里维。而在更早一
些时候，我读的是武侠、言情，最
后又迷上了《基督山伯爵》，反复
读了很多遍，甚至一度特别希望
别人夸我长得白，因为基督山就
有这样“贵族式的苍白”……很多
年以后，与我后来又读到的很多
经典作品相比，这些书似乎也并
没有多好，可我永远会把它列入
对我最有影响的阅读书单。

最近看到一个评选，是由几家
机构为迎接 2019 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推出的 70 年间影响了一代代
中国青年的图书评选。活动的推
广语很激动人心：“无论在哪个时
代，总会有好书，影响着那时的青
年。他们迷茫、他们愤怒、他们呐
喊、他们追寻，他们最终从阅读中
发掘自己最真实的灵魂，变成更饱
满的人。”“那些来过我们青春的好
书，便像食物一般，融入血肉，构成
现在的我们。那些让人热泪盈眶、
百感交集的文字，占据了记忆的味
蕾 ，哪 怕 过 去 多 年 ，依 旧 回 味 无
穷。”

人在年轻的时候，能够与一本好
书相遇，是很幸运的事。但大部分时
候，我们会芳心错许。基于当年的阅
读经历，我始终不敢妄议今天年轻人
的读书质量。对成长来说，读经典当
然是最正确的一条路，但如果叛逆的
青年不愿意去走那条被人指过的路，
其实也无妨。也许那些更曲折的路
上，会有更多的风景。

青春时期的阅读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11
月 26 日，由中国中共党史学会、
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美术家协
会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辽 宁 师 范 大
学共同举办的“执著追求无愧无
悔——谷钢油画展”在辽宁师范
大学举行。

本次油画展展出了艺术家谷
钢生前创作的油画作品 76 幅，其
中包括谷钢生前最后一幅未完作

品《红军长征到陕北》。
据介绍，谷钢曾任辽宁师范

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
导 师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 ，长
期 致 力 于 用 油 画 表 现 党 的 历
史 。 他 探 索 油 画 对 主 题 性 创 作
的表现形式，将中西艺术优长有
机融合。同时，他还常年从事高
等教育事业，竭尽全力培养艺术
人才。

谷钢油画展在连举行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近
日，由沈阳市委宣传部、沈阳市文
广新局主办，沈阳市朝鲜族文化艺术
馆、沈阳市图书馆等联合承办的第五
届沈阳市社区文化艺术节落幕。

本届社区文化艺术节系列活
动从 6 月下旬开始，到 11 月上旬结
束，历时 5 个月，围绕“讴歌新时代
共建幸福城”设置多项主体活动。
经专家评选，评选出社区居民讲述
身边好故事大赛、社区居民家庭才
艺大赛等 9 项市级项目的一、二、
三等奖。

同时，各区、县（市）根据区域
文化特点，在歌咏、舞蹈、声乐、器
乐、书法、美术、摄影等方面开展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
全方位展现近年来沈阳基层文化
建设的成果。其中“我是沈阳人”
社区居民讲述身边好故事大赛,组
织了十余场区域选拔赛，参赛选
手中年龄最小的 6 岁，最大的 70
岁，为老百姓讲述心中的感人故
事搭建了舞台。目前，沈阳市的
社区文化活动逐步实现品牌化、
常态化。

第五届沈阳社区文化节闭幕

《干字碑》不仅是“全国优秀现
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而
且是2018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
作扶持工程 10 部重点扶持剧目之
一。11月 26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
司在京召开“话剧《干字碑》第二次
专家指导会”。此次指导会由文化
和旅游部艺术司戏剧曲艺处处长林
琳主持，欧阳逸冰、钟艺兵、汪守德、
冉常建、边文彤 5 位戏剧评论家、舞
美艺术家对该剧进行点评，细致地
剖析了该剧的艺术特色、成功经验
以及有待修改提升之处。辽艺将根

据专家指导意见继续修改提高《干
字碑》。

欧阳逸冰认为，《干字碑》是近
年来我国现实题材戏剧创作的重要
收获。他表示：该剧兼具思想性与艺
术性，真实感人。全剧根据真实事迹
改编创作，而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真
实，由于真实，观众才会关注主人公
的命运，进入戏剧情境，从而受到感
染与启迪。该剧体现出辽艺的艺术
家们对生活、对戏剧的真诚态度。同
时，该剧富有浓郁的辽东乡村生活气
息，反映了独特而丰富的地域文化。

据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佟春
光介绍，《干字碑》自首演以来，一年
之内三次应邀进京演出。2017年12
月，《干字碑》受邀赴京参加“纪念中
国话剧诞生110周年·全国话剧优秀
新剧目展演季”开幕式演出。7 月，

《干字碑》在中共中央党校演出。此
次进京演出是《干字碑》第三次在北
京展演。佟春光表示，《干字碑》全体
主创人员为了创作精品付出了最大
努力，得到了观众与专家的好评与鼓
励。该剧将继续修改提高，计划明
年进行全国巡演。

现实题材戏剧创作的重要收获

参加“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干字碑》三次进京展实干精神
本报记者 王臻青

11月25日晚，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原创话剧《干字碑》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这
是该剧第77场演出，也是第三次进京演出。此番进京是参加“全国优秀现实题材
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展演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旨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促进
全国现实题材舞台艺术创作，全国共14部作品集中进行示范演出，话剧《干字碑》

代表我省参加。11月24日、25日，《干字碑》连续演出两场，近3000名观众观看。

11月25日晚，北京保利剧院会聚
着北京戏剧界专家与观众，他们慕名
前往观看辽艺话剧《干字碑》。舞台
上，一幕幕生动的辽东乡村生活场景
展现在观众面前。

据介绍，《干字碑》根据毛丰美的
先进事迹创作。毛丰美生前是丹东凤
城市大梨树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
该剧讲述了30余年时间里，毛丰美带
领大梨树村村民将荒山秃岭建设成为
全国闻名的4A级旅游景区，让老百姓
过上富裕生活的故事。该剧以倒叙、
插叙相结合的手法，以精妙的戏剧结
构，生动再现了毛丰美的先进事迹，展
现了新时代辽宁精神。

《干字碑》由黑纪文编剧，宋国锋
导演，由长平、李冬梅、贾毅宁、高爱
军等辽艺优秀演员主演。该剧的主
创阵容强大，编剧、导演是享誉全国
的剧作家、艺术家，主要演员由长
平、李冬梅曾获中国话剧“金狮奖”、
国际戏剧“学院奖”。毛丰美饰演者
由长平表示，为了在舞台上再现时
代楷模的人生历程，他先后 6 次前往
大梨树村体验生活，了解毛丰美的
先进事迹。

现场观众对《干字碑》给予高度评
价。他们谈得最多的感受便是“真
实”。一位 90 岁高龄的北京观众说：

“剧本写得真实，演员演得真实，所以
该剧能够打动人心，使我真切地感悟
到英模人物的情怀。”中央戏剧学院
研究生程明月表示，辽宁人民艺术剧
院创作的话剧艺术风格鲜明，《干字
碑》展现了毛丰美扎根基层、踏实肯
干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干字碑》第
一幕中的台词“我毛丰美就是要让大
梨树村的乡亲们过上比城里人还好
的日子……”与结尾部分的台词“大梨
树的好日子来了，大梨树更好的日子
在后头呢……”首尾呼应，令人印象深
刻。“这部话剧让我感受到毛丰美‘撸
起袖子加油干’的实干精神，令人非常
振奋。”程明月说。

观众评价真实感人

话剧《干字碑》演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