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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追梦·
青春》创作研讨会日
前在大连召开。该
剧由大连艺术学院

创作，由该学院师生演出。音
乐剧《追梦·青春》是本年度大
连市重点原创剧目之一，也是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
礼剧目。该剧以当代大学生
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为线
索，以大学生深入祖国工业、
科技建设一线学习实践为剧
情，以音乐剧的方式讴歌时代
精神，抒写青春梦想。

核心
提示

一条反对女儿读经典童话的微
博引发了不小的议论。

身为母亲的博主认为，《海的女
儿》中的小人鱼“就为了一个只看过
一眼的男人，需要用姐妹的资源（美
丽的长发）、自我的牺牲（无法说
话），以及终身痛苦的代价（直立行
走如刀割），换一个所谓的爱情”，是
不值得的，“没有人值得你付出自己
的生命”。

批评上述观点的文章很多，两个
比较集中的方向：一个是博主的价值
观，和作者安徒生的价值观相比，哪
一个才是“三观不正”；另一个是博主
的教育观，以世俗化的眼光去看待童
话作品，是否可行，是否以成年人的
世故“剥夺了孩子感知美的机会，压
缩了孩子的情感发育空间”。我觉得
都很有讨论的必要。

以我对网络文章真实性的不信
任态度，我甚至有些怀疑这番颠覆性
的言论只是博取点击率的炒作而
已。但因为议论的对象是我非常钟
爱的小人鱼，所以还是想多说几句。
我家里有一套四卷本的《安徒生童
话》，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用第一个月
的工资买的，里面的每一个故事都是
早就熟悉的，买书更带有纪念的性
质。在这里，我特别想建议那位质疑

《海的女儿》的母亲（如果她真实存在
的话），读读译者叶君健先生长达两
万字的序言。

序言中，叶君健先生是这样评价
《海的女儿》的：作品提出了一个很重
要的，对于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问
题，即“灵魂”问题。人具有一般动物
所没有的一件最宝贵的东西——“灵
魂”……在安徒生看来，它是“品质和
理想”的融合体。因为“人”具有这种
特点，所以小人鱼才不惜牺牲她可能
在海底世界享受到的300年的快乐

而去追求一个“人”的灵魂。她虽然
最后没能得到这个“灵魂”，但她的行
为是按照“灵魂”要求的规范而做出
的。她最后牺牲了自己而保存了王子
的生命，牺牲了自己的幸福而使别人
幸福。和那些“没有灵魂的人”，也就
是说已经堕落为一个低级动物，甚至
比低级动物还要低劣的动物相比较，
她的努力虽然得到了悲剧的结局，但
她的品质是伟大的，所以有关她的这
个故事在今天，甚至在明天，仍有极为
现实的意义。小人鱼的行为是对我们
已经具有“灵魂”的人的一种提醒，我
们应该如何重视这个“灵魂”？

叶先生这段话，是对那位母亲所
说的“没有人值得你付出自己的生
命”最好的回应。

序言中，叶先生还详细介绍了安
徒生——一个贫穷的鞋匠的儿子是
如何成为一位伟大作家的，再引用其
中一段：“1835 年，安徒生 30 岁了。
在他创作了诗歌、小说、剧本，并受到
社会承认之后，他在认真地思考这样
一个问题：谁最需要他写作呢？他感
到最需要他写作的人莫过于丹麦的
孩子，特别是穷苦的孩子，他亲身体
会到穷人家的孩子是多么寂寞，他们
没有上学机会，没有玩具，甚至还没
有朋友，他自己就曾经是这样一个孩
子，那么为使这些孩子凄惨的生活有
一点温暖，同时通过这些东西来教育
他们，使他们热爱生活、热爱美和真
理，他就要为他们写些美丽的作品，
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今天的绝大多数中国孩子都没
有那么穷苦、凄惨了，但“寂寞”的孩
子却有很多。一想到会有一些母亲
像那位博主一样，用成年人的冷静与
世故将孩子与唯美的童话隔离开来，
我就会为这些错过了《海的女儿》的
孩子由衷地感到遗憾。

错过《海的女儿》该有多遗憾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商越报道 4月
5日清明节，伴随着激昂的《义勇军
进行曲》，辽宁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
馆举行了“纪念抗日先烈，弘扬抗战
精神”主题活动，有关专家学者和东
北抗日义勇军后代等 30 多人参加
了纪念活动。

流连在主题展厅一件件文物
和照片前，大家重温了 14 年抗战
的艰难历程。与会专家表示，在
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等时间开展
对 抗 日 英 烈 的 纪 念 活 动 意 义 重

大。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团副
总指挥郭景珊之子郭春光等英烈
后 代 表 示 ，弘 扬 抗 战 精 神 ，铭 记
先烈遗愿，后代将永世不忘他们
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

辽宁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
位于桓仁满族自治县桓仁镇北山
公园内，于去年 9 月末开馆，是目
前唯一经国家批准的集中展示义
勇军史实的纪念性场馆。今年清
明节是首次在纪念馆里纪念义勇
军英烈。

辽宁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
举行纪念英烈活动

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报道 日
前，由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主办的第
六届中国建筑装饰设计艺术展（以
下简称 CBDA 设计展）在上海举
行，我省设计师黄广亮获“CBDA-
装饰行业跨界艺术大师”荣誉称
号。这也是中国建筑装饰协会首次
将这一殊荣授予个人。

CBDA 设计展以规格高、综合
性强、参与者多元化等特点，素有业
界风向标之称。

黄广亮作为辽宁本土室内设计
师，30多年的从业，见证了辽沈设计
行业的渐进发展，曾多次荣获“筑巢
奖”金奖，并在绘画、书法等方面颇
有建树。

黄广亮获“跨界艺术大师”殊荣

为了精益求精地完善音乐剧创
作，以更佳面貌将《追梦·青春》呈
现在舞台上，大连艺术学院日前在
大连召开了《追梦·青春》研讨会，
请省内外专家为该剧把脉。中国
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张晓萌、我省著名戏剧理论家孙
浩、大连市艺术研究所所长杨锦峰
以及教育界、音乐界专家参加了研
讨会。

张晓萌认为，该剧以大学生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出
发点展开全剧的故事非常有意义。
学生们带着课堂学习的收获和思
考，深入生活，了解社会发展进程。
剧中人做到了理论结合实践，大连
艺术学院的大学生们通过实地调研
排演音乐剧，同样体现了理论结合
实践。孙浩认为，这是一部昂扬向
上的舞台艺术作品，这样一部大型

剧目以在校大学生为表演主体，800
名大学生参演，非常难得。在剧目
创作之前，师生们脚踏实地地深入
生活，体现出严谨的文艺创作态
度。同时，专家们对于该剧的剧本、
音乐创作也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追梦·青春》剧组将根
据专家们的反馈完善该剧。在该剧
上演之后，剧组还将继续召开研讨
会，进一步修改提升，打磨作品。

以系列研讨会提升打磨作品

大学生为大艺原创音乐剧表演主体

《追梦·青春》戏里戏外紧贴社会实践
本报记者 王臻青

记者在大连艺术学院排练现场看
到，随着首演时间的临近，《追梦·青
春》剧组所有演职员各司其职抓紧
排练。全剧共分 6 幕，每一幕有相对
独立的主题，展现了工匠精神等时代
精神。该剧以青春视角展开故事，综
合运用音乐、舞蹈、多媒体等艺术手
段，通过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舞
台作品，引领当代大学生执着追寻
梦想。

当天正在进行第一幕排练，讲述
大学生付钢来到父亲工作的造船厂车
间实习的见闻。在象征工业发展的气
势恢宏的音乐声中，付钢来到父亲工
作的车间，父亲正在专注地进行焊接
作业。这一幕中，父子之间关于工匠
技艺传承与科技发展的交流与探讨，
更加坚定了付钢继承工匠精神、扎根
基层的决心。“常怀敬畏，永世不忘。
用我的双手，护送巨轮远航……”据了
解，该剧剧本创作历时一年，主创深入
生活采风，走访剧中原型人物，了解他
们的工作生活，开展深入交流。仅仅
为了创作第一幕，主创团队便多次前
往大连多家造船厂体验生活。大学生
们表示，在造船厂车间，他们看到焊接
工人粗糙的双手时很受感动。

为排戏深入造船厂
体验生活

音乐剧《追梦·青春》将于 4 月
28日、5月 6日、6月 18日，先后在大
连开发区大剧院首演、沈阳盛京大
剧院演出、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

五年间，大连艺术学院已创排

出四部大型剧目，交响合唱作品《海
路的交响》、群舞《满乡铃鼓》已入选国
家艺术基金项目。其中，以“一带一
路”为主题的舞台剧《丝路·青春》2018
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时，受到了

首都观众以及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观众的好评。《追梦·青春》正是《丝
路·青春》的姊妹篇。目前，该剧已接
到法国文化机构的邀请，并有望下半
年赴法国巡演。

获邀国内外巡演

《追梦·青春》姊妹篇《丝路·青春》曾在北京演出。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4月
8日，记者从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
文化服务中心）了解到，由省文化和
旅游厅申报的话剧《工匠世家》、芭蕾
舞剧《花木兰》入选 2019 年度全国舞
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名录。

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自
2016 年起实施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
作扶持工程，以促进舞台艺术创作
的繁荣发展，不断推出优秀作品和
人才。工程实施以来，得到了广泛
关注，取得了显著成效。

此次公布的 2019 年度国家舞台
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评审结果，包
括 2019 年度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
剧目名录、2019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
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名
录。25部剧目入选 2019年度全国舞
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名录，其中包括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的话剧《工匠
世家》、辽宁芭蕾舞团创作的芭蕾舞
剧《花木兰》。这两部作品的排演均
是在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指导下完成的。

话剧《工匠世家》由黑纪文担任
编剧，宋国锋担任导演，姚居德、高爱
军等辽艺优秀演员联袂演出。《工匠
世家》反映了三代工匠自强不息、困
境中的奋进和崛起、逆境中的忠诚与
坚守的精神。

芭蕾舞剧《花木兰》是中国经典
文学形象与西方经典艺术形式的结
合，并融入大量中国古典舞以及现代
舞元素，与芭蕾相结合演绎脍炙人口
的花木兰传奇。芭蕾舞剧《花木兰》由
王勇、陈惠芬担任编剧、导演，由刘彤

担任作曲，张继文担任舞美设计，宋立
担任服装设计，由于川雅、敖定雯、张
海东、王占峰等辽芭青年演员联袂演
出。该剧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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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剧《工匠世家》目前正在辽宁
高校巡演，还将继续在沈阳、大连、鞍
山、抚顺、本溪等地演出。芭蕾舞剧

《花木兰》在沈阳刚刚结束了 20场公
益演出，即将启程前往美国巡演。

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名录公布

《工匠世家》《花木兰》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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