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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芭蕾舞团
春季公益演出季日
前在辽宁中华剧场
拉帷，首先上演的

是辽芭原创芭蕾舞剧《花木
兰》，连续20场演出结束后，
还将演出3场芭蕾舞剧《天鹅
湖》。本次演出季的关键词是
经典、惠民。这两部芭蕾舞剧
均是辽芭近年来排演的经典
作品，曾在多个城市上演，备
受好评。此番演出均采取惠
民票价，最低票价为30元。
很多场次还将面向医务工作
者、环卫工人、公交车司机等
社会群体举办公益演出。

记者从盛京大剧院了解到，上周
辽芭舞剧《天鹅湖》开票当日已有观
众早早前往售票处排队购票，关于该
剧的咨询电话不断，辽芭5月24日至
26日将在沈阳盛京大剧院连演3场
的消息受到了辽沈观众的热情关
注。该剧曾于2018年5月26日在沈
阳首演，这一版本的《天鹅湖》是乌克
兰芭蕾艺术家、世界著名编导马拉霍
夫以及德国舞美设计师迪特、俄罗斯
青年指挥家谢尔盖联合为辽芭量身
打造的作品。

作为世界经典芭蕾舞剧之一，
《天鹅湖》在世界各国享有很高的美
誉度。而辽芭版《天鹅湖》在舞剧结

尾及舞美设计等多个方面均进行了
适度修改与提升。总编导马拉霍夫
对辽宁芭蕾舞团演员的水准给予高
度评价。目前，辽芭一边演出《花木
兰》，一边排练《天鹅湖》。辽芭优秀
青年演员于川雅同时担任《花木兰》

《天鹅湖》两部舞剧的主演，她接受采
访时表示：“芭蕾是一门迷人的艺术，
虽然每天排练、演出的工作量很大，
但我乐在其中。在不同角色间切换，
在演出实践中成长，我们演员收获很
大，希望观众有所收获。能够让观
众在家门口欣赏到家乡芭蕾舞团的
艺术精品，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
职责。”

《天鹅湖》开票当日受热捧

当大家都在关注《血战湘江》这
部电影的时候，我也把这部影片重
新找出来认真地看了一遍。

回想一下，影片确实给人震撼
之感，唯一的遗憾是短短 110 分钟
的影片，无法叙述湘江战役的全貌，
有些还不过瘾。2016年，我去过位
于广西兴安县的湘江战役纪念馆采
访，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找出了
当年的报道，引述其中的一些文字，
介绍一些湘江战役的背景和细节，
或许会有助于大家深入感受“共和
国是红色的”。

湘江战役发生于 1934 年 11 月
底。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先
后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之
后，11 月中下旬西行至湘桂边境，
即将到达湘江。蒋介石部署了第四
道封锁线，调动中央军、湘军、桂军、
粤军40万大军形成合围之势，企图
全歼红军。湘江战役就此展开。

在湘江战役纪念馆里，给我留
下最深印象的是展板上的红色大标
题：“生死抢渡”“浴血阻击”“誓死后
卫”……在湘江战役前，红军的总人
数为6.4万人，渡过湘江后人数锐减
至 3 万余人。湘江一战，红军以将
近3万人的伤亡实现了突破重围的
目的。当地老百姓有一个说法：“三
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可见战斗之惨烈。

值得一提的是，牺牲在湘江的
烈士中，有三分之二是共产党员，有
十余位红军高级指挥员。特别要说
的是，烈士中级别最高的红五军团
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他率领红三
十四师担负全军后卫，被隔在湘江
东岸,陷入重围，与十几倍于己的
敌人殊死激战四天五夜后重伤被
俘，在押送长沙途中牺牲。其后，
敌人将他的头颅悬挂在长沙小吴门
的城楼上示众。《血战湘江》中，有这
样一句台词：“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
要用鲜血筑成，那么我们必须献身！
党和人民会永远记住我们的。”说出
了湘江边上6.4 万红军将士的共同
心声。

这场战役，红军损失巨大，一方
面是因为敌人力量强大，更重要的
是战役发生在当时的临时中央“左”
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和教条主义军
事路线的指挥之下。但是，付出巨
大代价突出重围的红军，不仅宣告
了敌人全歼红军的企图破产，更证
明了红军的无坚不摧。还记得采访
时，一位专家跟我说的话：“渡过湘
江之后，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的是一
个更加坚定的政党，一支更加强大
的红军。”

红色的共和国就是一次次在这
样的血与火中锻造出来的。那些烈
士们，值得我们一直歌颂。

影像里感受
“共和国是红色的”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以前
听老师讲过雷锋故事，今天参观后，
让我重温雷锋故事，真的受益匪浅。
周末，我要带孩子再来看一次，给她
讲讲雷锋故事，让她知道有一个伟大
的叔叔叫雷锋……”3月7日，在沈阳
市图书馆举行的“雷锋——永恒的精
神丰碑”主题展览现场，70后读者许
先生说。

自3月5日展览开幕以来，到沈阳
市图书馆借还书的读者参观积极性很
高，还有一些社会团体和基层党支部专
程过来参观，每天人流量上千。

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
永恒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
要更多时代楷模。我们既要学习雷

锋的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
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为此，沈阳
市图书馆推出了“雷锋——永恒的精
神丰碑”主题展览活动。展览主要
分图片、实物和老旧报纸三部分，包
括45块展板上的近200张照片，11份
原版报纸，3 件雷锋使用过的实物。

“我们希望在有限的空间里，为观众
图文并茂、全景地再现雷锋光辉的一
生，带领观众感受雷锋鲜活的精神力
量和人格魅力。”沈阳市图书馆相关
负责人说。

《制服“耗油大王”》《苦练投弹》
《流动图书馆》《让饭》《给伤病员送温
暖》……许多年轻读者在雷锋故事的
展板前驻足良久。

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向
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这次展览还
展出毛泽东同志的另一题词——“学
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主
办方告诉记者，后一个题词的确切时
间是1965年8月30日，地点在庐山。

展览中的一篇文章引来很多人
“围观”——《我学会开拖拉机了》署
名是望城团山湖农场雷正兴，记录
了雷锋学习开拖拉机的过程。文中
写道：老陈一面驾驶，还一面告诉我
操作方法和各部分名称，我一点一
滴都记在脑子里，并写在日记上。
这几天，我总是睡不着觉，起来又去
学习，只想早一日学会，早日为祖国
出一点力量。“雷锋刻苦钻研，勤学

苦练的精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一
边观看展览，读者黄先生一边把这
句话记在笔记本上。

展览还展出了雷锋照片、钱包和
一把系有红绸子的锄头。据介绍，这
些文物由沈阳雷锋精神传承团选
送。雷锋两寸标准照装在一个生生
照相馆的纸袋中，这是1962年2月17
日，来沈阳参加军区首届团代会时，雷
锋送给战友王志宽的，雷锋还将自己
一个棕色牛皮钱包作为革命友谊的纪
念送给王志宽。安放在木柜中有些生
锈的锄头同样很珍贵。据介绍，1962
年夏天，雷锋在沈阳参加施工时，就
是扛着这把锄头留下了他人生中最
后一张身穿工作服的照片。

重温雷锋故事 弘扬雷锋精神

沈图展出近200张雷锋照片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3月
9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黄朴民将做客“辽图讲坛”，
以“感受《孙子兵法》的永恒魅力”为
题，为广大读者举办公益讲座。

《孙子兵法》是中国最为杰出的
兵学著作，被人们尊奉为“武经冠
冕”“百世谈兵之祖”，不仅对中国古

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
其深远的影响，而且它的很多合理
内核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建设和发展
同样具有重大借鉴意义。据介绍，
本期讲座将从宏观的视野、整体的
角度和现代人的思维，研读《孙子
兵法》这部具有独特思想方法论的
哲学著作。

周六来辽图讲坛
听学者讲《孙子兵法》魅力

本报讯 记者郭星 丁冬报道
3月7日，沈阳故宫“百姓最喜爱的
三件文物”评选活动启动。为配合
评选，沈阳故宫将于3月末举办“百
姓最喜爱的三件文物评选活动”百
件参选国宝展。

截至2016 年9 月底，沈阳故宫
在国家文物局登记平台上录入的文
物数量为105085件，其中珍贵文物
39295 件。但由于展陈条件有限，
其中绝大部分文物都“养在深闺人
未识”。为此，沈阳故宫从 10 万件

馆藏文物中遴选出 100 件文物，将
选择权交给广大群众，推动文化遗
产“活”起来。据了解，这 100 件文
物包含历史文物、瓷器、珐琅、漆器、
雕刻、书画、织绣、宫廷遗物等类别，

“紫气东来”九龙匾、清雍正款青花
红龙大盘、清郎世宁设色竹荫西狑
图等都在评选之列。

从即日起至6月7日为群众票
选阶段，最终的票选结果将于6月8
日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向社
会公布。

沈阳故宫
本月末举办百件国宝展

连办23场公益惠民演出

辽芭以精品舞剧回馈家乡人
本报记者 王臻青

辽宁芭蕾舞团今年迎来建团
的第39个年头，辽芭团长曲滋娇表
示：“辽芭所有的收获、突破与成长
历程都离不开家乡人民的支持和
帮助，这片黑土地是我们最坚强的
后盾。我们常在思考，要如何回报
家乡观众，此次公益演出季就是我
们向家乡父老表达诚挚谢意的一

种方式。我们要把观众喜爱的中
国故事，用芭蕾加以演绎，带给更
多的观众。”

观众也在用实际行动对辽芭的
付出给予真诚的敬意。在连续几天
的公益演出中，记者看到，《花木兰》
几乎场场爆满。《花木兰》以《木兰
诗》为蓝本，以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

从军、在战场上建立功勋为主线，着
重演绎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心路历程
与家国情怀。尤其是周末场演出，
全家去看剧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
记者了解到，有些观众已连续看了
三场《花木兰》。

演出前，总有观众聚在展板前
留念。青年观众喜欢购买与芭蕾舞

剧相关的纪念品，中老年观众则认
真欣赏节目册，戴着老花镜，一页一
页仔细地了解剧情和人物。

记者在现场看到，演出结束后，
有些观众拥向后台，与主要演员合
影留念并且进行互动交流。辽芭春
季公益演出季受到了辽沈观众的热
烈欢迎。

观众连看多场《花木兰》

《天鹅湖》剧照。

《花木兰》剧照。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3月
7 日，记者从省文联获悉，今年，文
联的培训计划将扩大培训覆盖面，
把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纳入培
训范围，增强培训实效。

据介绍，今年，省文联将举办摄
影、书法、舞蹈、民间文艺、电视艺术、

杂技、文艺理论等艺术门类培训班，
突出抓好文艺顶尖人才、中青年、基
层和创作一线、新文艺群体、“互联
网+”教育培训，办好民间职业剧团戏
剧人才、青年电影编剧、新兴音乐群
体教育骨干、曲艺创作人才、青年杂
技魔术人才等重点培训项目。

新文艺组织
纳入文联培训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