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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读赵林有关生活与哲学的文
章，我会心地笑了。文中说在快餐
文化席卷全球的浮躁氛围中，探讨
事物抽象本质的哲学成为“屠龙之
术”。40 年前我正读大学，一次回
家遇到几个熟人，有人问我学什么
专业，我说学语言文学。他说：噢，
学杀龙的。他话一出，大伙儿都
笑。龙属子虚乌有，去学杀龙自然
好笑。他们是铁路电工，每个人掌
握着通信或信号方面的专门技术，
所以他们看语言文学虚无缥缈，不
切实际。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
里，文学和艺术给予我人生加倍的
感觉，让我体验到人生的丰富多彩，
由此，我热爱生命，对破解生命之谜
别有情怀。

市场化使人功利，人一功利，凡
事都讲究对我是否有用，学习和读
书也是如此。在这样的环境下，学
习和研究超越实际用途的哲学，自
然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事。然而，近
一个时期，我身边有些年轻人偏偏
迷上哲学。有位同事对古希腊哲学
遗产如醉如痴，不时地在微信朋友
圈晒她正在读的古希腊经典和心得
体会，我看了感觉眼花缭乱，望尘莫
及。就在此时，我浏览微信阅读中
的书架，点开张竹明翻译的《理想
国》，就有3577人正在阅读，其中就
有我身边的人。还有多少人在读纸
质的，在读王晓朝、刘国伟或者别的
译本。省文联举办的中青年文艺评
论骨干读书班，连续两届给参加者
买了哲学经典。前年买的是《康德
三大批判合集》，去年买的是《柏拉
图全集》，这些书拿在手中，人人喜
悦。这些迹象似乎表明，哲学在一
些人中暗热起来。

我 60 岁时，一切归零，学习上
也从头开始。可是我马上意识到，
把想学的东西都从头学起，那是不

可能的，年岁不饶人。比如想弄明
白自由驱力、自我意识和自我经验
等来自生命深处的问题，需要读许
多大书，而且要细读原著，不是走
捷径去接受别人的解读。假如肯
于付出大量时间和心血，一定能获
得先哲们的思想精髓，完成自己对
生命的思考。这个想法很诱人，但
自己实在没有精力去实现，因为有
大量的好小说和戏剧作品需要细
读，我要解决所学专业的一知半解
问题。有所为有所不为，我的“60
归零”才有实际意义。我一直置身
局外，欣赏着年轻人的哲学阅读，
琢磨他们的阅读热情对周围人的
积极影响，观察他们的人生认知和
生存境界因哲学阅读正发生着哪
些变化。我天真地想，如果一个
单位或部门有三五个痴迷哲学的
人，由于他们的思想发酵，这个单
位和部门的整体精神面貌会焕然
一新。

赵林在文章中对哲学无用之大
用说得很清晰。哲学超越实用的无
用之大用，在于帮助一个人如何面
对自身，提高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改
变一个人看世界的眼光，使一个人
在精神上保持高屋建瓴的姿态。所
以，哲学是一门改变人自身、而不是
改变人的客观环境的学问。我觉
得，一个人真正悟进去了，那他对哲
学的无用之用会有自己更深刻、更
广阔的理解。哲学在今天的意义，
在于它能够培育一个人的怀疑和超
越精神。怀疑不是虚无，而是冷静、
理性地看待客观的复杂和生命的苍
凉；超越不是逃避，而是脱离浮躁和
功利，拒绝流俗对鲜活个体的规制
和异化，寻求生命的豁然和心灵的
自由。现实中有怀疑和超越精神的
人多了，空气会更清新，阳光会更明
丽，天地间的生命会更有活力。

“屠龙之术”的无用之用
洪兆惠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辽
宁人民艺术剧院原创话剧《开炉》将
于 2月 23日、24日在辽宁中华剧场
上演。作为 2018 年度国家艺术基
金滚动资助项目，《开炉》也将接受
北京专家组的验收。

2017 年 1 月，话剧《开炉》在辽
宁中华剧场首演，受到一致好评。
这部本土题材话剧讲述了抗战时
期东北人民英勇抗敌的故事，彰显
了爱国主义情怀。

此 后 ，该 剧 先 后 在 北 京 、沈
阳、葫芦岛等地巡回演出近 50 场，
并走进多所大学，积极参与“高雅
艺术进校园”活动，让学生们感受
到 了 话 剧 艺 术 的 魅 力 。 2018 年
度，话剧《开炉》入选国家艺术基
金滚动资助项目，本着精益求精

的原则，主创人员对该剧进行了
精心打磨。此番《开炉》将再次与
观众见面，将为观众带来更强烈
的艺术体验，凸显关东演剧学派
的魅力。

辽宁人艺为话剧《开炉》多次举
办研讨会，虚心听取专家意见和建
议，专家们对该剧的思想内涵、演
员表演、舞美设计等方面给予高度
评价。各地观众也十分喜爱这部
话剧，很多观众认为，《开炉》的台
词精彩、幽默，东北方言、歇后语的
运用让整部话剧更接地气，更贴近
生活。

此外，《开炉》中相声、东北大
鼓等多种艺术形式的融入，不仅展
现了演员深厚的艺术功底，也让整
部话剧更加生动感人。

话剧《开炉》再度上演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2 月

21 日，记者从辽宁省图书馆获悉，23
日上午，省图书馆将邀请北京大学博
士、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
推荐书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邓咏秋，
给家长讲解怎样帮助孩子爱上阅读。

阅读是可以让孩子受益终生的
习惯，但习惯的养成并不是一件轻而
易举的事情。邓咏秋的讲座分儿童
阅读的正确理念与误区、怎样为孩子
挑选合适的读物、亲子阅读的方法和
技巧三个部分。讲座中，她将为读者
讲解从1周岁到12周岁，孩子在不同
阶段适宜读哪些书，家长如何通过玩
耍、表演、体验等方式引导孩子阅读。

定期请知名专家开展讲座，是省
图书馆进行少儿阅读推广的一种途
径。据该馆少儿服务中心副主任胡海
燕介绍，近年来，他们通过多种途径推
广少儿阅读，已经形成一系列品牌活
动。2018 年初步完成了少年儿童以
年龄段为推广品牌的阅读推广架构。

包括0至3岁少儿阅读启蒙沙龙系列、
3至8岁“童阅乌托邦”少儿公益阅读
活动、8至16岁“阅·历library”活动。

其中，“童阅乌托邦”少儿公益

阅读活动主要是通过有趣的阅读活
动，让儿童对阅读产生兴趣，喜欢上
图书馆。“童阅乌托邦”形式灵活，在
阅读推广人引导下，小朋友通过参

加指间创意、四维绘本阅读、国学
坊、艺术体验等活动，提升孩子的阅
读兴趣。目前，“童阅乌托邦”少儿公
益阅读活动跟随流动图书馆把阵地
延伸到社区。

针对8至16岁年龄段的儿童，省
图书馆请在21所中小学校的在校生，
开展主题式的研学活动。很多孩子
在研学活动中，增加了对图书馆的整
体认识，懂得在日常学习中正确利用
图书馆的方式。

在如何选择图书方面，2018 年
全年，该馆少儿服务中心开展图书
推荐 40 次，如“童话 40 年”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图书推荐，“我爱我的
国，我爱我的家”中国地理书目推
荐，“发掘艺术，创造艺术”漫画书目
推 荐 等 。 记 者 在 少 儿 天 地 看 到 ，
2019 年春节的推荐书目有《年除夕
的故事》《斗年兽》《年糕的故事》等，
每本书后面都附有图书编号，以方
便读者借阅。

辽图新途径推广少儿阅读

让孩子爱上读书先给家长讲课

本土题材 剧种多样

新创戏剧继续讲述辽宁故事
本报记者 王臻青

记者日前从锦州市文化演艺集
团（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鞍山
演艺集团了解到，目前，有三部戏曲
作品正在创作中。锦州市文化演艺
集团（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锦
州京剧团正在创作现代戏《匠心》，反

映了当代工匠精神。锦州评剧团正在
创作两部评剧。一部是经典传统题材
大戏《秦英征西》，另一部是现代戏《小
村大事》。前者演绎唐代名将秦琼之
孙、秦怀玉之子秦英征西的故事，后者
讲述东北乡村移风易俗的故事。

鞍山演艺集团即将排演的大型海
城喇叭戏《太平桥》则讲述了从辛亥革
命到 1952 年间海城喇叭戏艺人悲欢
离合的传奇经历。这是一部本土题材
的戏曲作品，同时也是首次以海城喇
叭戏演绎海城喇叭戏历史。海城喇叭

戏是我省独有的戏曲剧种，该剧的故
事发生地正是海城喇叭戏的发展兴盛
之地——海城牛庄太平桥。这些戏曲
作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挖掘地
域文化，海城喇叭戏《太平桥》则关注
了我省地方剧种的发展历程。

戏曲创作关注地方剧种发展历程

春节过后，
在省文化演艺
集团（省公共
文 化 服 务 中

心）指导下，我省专业艺术
院团立即投入到剧目创作
中。连日来，记者采访了
多家艺术院团，了解到
相关创作情况。新创作
剧目有话剧《天眼》《天
算》、儿童剧《三只小猪》、
京剧《匠心》、评剧《秦英
征西》《小村大事》。这些
作品风格多样，大部分为
本土题材，从不同角度反
映了地域文化。

核心
提示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将排演大型
话剧《天眼》《天算》。《天眼》讲述了
三代人在改革开放 40 年中的人生历
程，反映三代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
面貌。主人公盛小葵常年在边远山
区当教育志愿者；东方为寻找重要
的国家新型战略能源献出了生命；
盛天心将毕生心血付诸祖国的科
技事业。该剧反映了主人公们艰
苦创业、报效祖国的真挚情怀。《天
眼》是一部贴近生活，扎根本土的
舞台艺术作品，是近年来辽宁人民

艺术剧院创作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
之一。

辽艺即将创作的另一部大型话
剧是《天算》，是老沈阳故事三部曲中
的第三部，此前《天算》的姊妹篇《祖
传秘方》《开炉》上演后赢得专家、观
众的热烈好评。《天算》以抗日战争时
期的老沈阳为背景，以老沈阳北市场
为戏剧空间，以北市场市井百姓的日
常生活为载体，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
统文化为精神依托展开具有强烈戏
剧冲突与浓郁东北风情的故事。虽

然老沈阳故事三部曲风格统一，但
《天算》在叙述方式、人物关系、情感
命运以及表现形式上较之姊妹篇《祖
传秘方》《开炉》有所不同。该剧戏剧
冲突更为强烈，对于人物性格的塑造
层次更为丰富，对地域文化的展现也
更加淋漓尽致。

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的儿童剧
《三只小猪》已于2月16日在辽宁中华
剧场连续演出两场。作为送给儿童观
众的新春礼物，这是辽宁儿童艺术剧
院为己亥年专门排演的儿童剧。

《三只小猪》的故事生动风趣，
深受儿童喜爱。动画片、图书中均
已多角度展现三只可爱小猪的故
事。但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的儿
童剧《三只小猪》更为立体地在舞台
上呈现出三只小猪的传奇故事。据
主创人员介绍，匠心独具之处在于
舞美设计巧妙运用了剪纸艺术，既
传统又时尚，台词辅以节奏明快的
歌舞。该剧上演后赢得孩子们与家
长的喜爱。据了解，儿童剧《三只小
猪》还将继续上演。

话剧贴近生活

小读者在少儿天地阅读。

辽艺新剧《天算》姊妹篇《开炉》剧照。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2
月 21 日，记者从省图书馆了解到，

“影像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影像作品巡展”将于 2 月 23 日
在省图书馆开展。该展览由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博物馆原创，
是 2018 年 度 国 家 艺 术 基 金 资 助
项目。

此次展览精选出近400张历史

照片，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0多年
的历史以影像的形式加以呈现。展
览分为四个部分：“战略决策”“长期
建疆”“团结稳疆”“展望未来”，全景
式展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艰苦创
业、屯垦戍边、维护民族团结，推进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辉
煌业绩。

该展览将持续至3月31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影像作品巡展
本周末在沈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