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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沈阳音乐学院近日举办“人文艺术研究院
成立揭牌仪式暨中国音乐传承创新发展学术
研讨会”，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乔建中、王耀
华、张宏光、张刚等与会，并就如何传承与发展

中华传统音乐进行研讨。

辽宁广播电视集团、辽宁出版集
团联合策划，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纪
实文学作品《你的样子——讲述雷锋》
日前在沈阳首发后，引起热烈反响。特
别是融媒体作品的热推，使雷锋不再是
让我们泪光闪烁的精神记忆，而是走进
新时代的我们的同路人。

17年时间坚持创作

为拍摄纪录片和写作《你的样
子》，身兼纪录片导演、该书作者的
辽宁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记者
于清丽历时 17年，足迹遍布辽宁、湖
南多地，通过对雷锋生前的亲友、工
友、战友的大量深入采访，积累了丰
富的雷锋事迹素材，写出了一个有血
有肉有情、可亲可敬可学的雷锋。

是什么力量让于清丽 17 年坚持
做一件事？她的回答是“爱”。

于清丽在书的开篇中写道：“我
在他牺牲若干年后出生，在学雷锋歌
声中长大。给我的最初记忆是他那

顶硕大的棉军帽，我之所以梦想当兵
就是源于那威武的帽子和钢枪……
雷锋在那个时期，一直固执地飘浮在

我少年想象的云端上。”
2002年，于清丽接受辽宁电视台

拍摄雷锋专题片的任务，从此，她听
到和看到的雷锋远远要比书本上、影
视里讲述的那个人可爱、真实，雷锋
在她的心中复活了。当她落笔时，所
有的情绪喷薄而出，没有时间概念，
只有噼噼啪啪敲击键盘的声响，她仿
佛掉进了时间隧道，面对雷锋，娓娓
道来，最终写出 15 章、24.5 万字的书
稿，不仅讲述了我们熟知的军人雷
锋，还讲述了我们不熟悉的小孩雷
锋、学生雷锋、工人雷锋。

雷锋主题融媒体作品

《你的样子》成稿于2013年，后随
着采访不断深入，内容不断丰富，最终
于2018年11月定稿。为了确保图书
内容的真实准确，出版社邀请多位研
究雷锋的专家和出版专家对书稿内容
进行多次审核与把关。该书按照精品
出版原则，严把书稿出版质量关。

这部雷锋主题融媒体作品，纸质
图书、电子读物和新闻 APP 视频作
品同步热推，读者可以扫描图书中
二维码观看同步视频，听到雷锋当年
的声音，看到讲述人真实采访的宝贵
画面。这是主题图书融媒体出版的
一种探索，也是利用融媒体手段弘扬
新时代雷锋精神的有益尝试。

今年 3 月，15 集系列微视频《你
的样子》在辽宁卫视《第一时间》等
栏目播出，反响热烈；之后《辽宁新
闻》推出纪实文学作品同步版，北斗
新闻、北方频道新媒体等辽宁广播
电视台新闻中心融媒体矩阵在新媒
体渠道推送；随后登录“学习强国”
平台，再次引起关注。央视新闻网、
腾讯视频等视频网站纷纷转载。

这本书出版后，得到专家学者的
好评。专家认为，这部作品创新性
强，品质精良，将思想性与艺术性完
美结合，来满足社会大众当下的精
神需求。正因为有了这样多重的观
照，这部作品才显得难能可贵。

《你的样子》让我们看到活着的雷锋
本报记者 赵乃林

今天要说的话题，来源于几
天前的一则关于叶嘉莹教授的新
闻——“95岁叶嘉莹先生再向南开
大学捐赠1711万”。

一下子想到了去年差不多也是
这个时候，叶先生以同样的方式成
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叶先生的生日
是在 7 月，所以在去年 94 岁寿诞之
前，她宣布将个人全部财产捐赠给
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设立“迦
陵基金”，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目前已完成初期捐赠 1857 万元。
在一家电视媒体随后所做的访谈节
目中，正是以此作为新闻由头的，记
者张口就问捐款的事，叶先生带着
失落的表情对记者说：“我本来要跟
你讲学问，看样子你对于学问是没
有兴趣的。我们中国古人讲的，一
个人的心性修养，是你内心的一种
坚强和自足，不会说倚赖我外边拿
了多少钱，我发了多少财，你的价值
和意义不在于那里……”

从2018年到2019年，想必叶教
授会再一次为这样出现在新闻里感
到失落。

叶嘉莹，号迦陵。1924 年 7 月
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一生
漂泊，始终坚持中国古典诗词的创
作和研究。1979 年，她回到大陆，
在南开大学为学子讲解古诗词，一
讲就是40年，出任南开大学中华古
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致
力于中国古诗词的普及与传承。

上世纪 80 年代，我正读中学，
迷上了宋词，在书店里买过一本《灵
谿词说》，是由缪钺和叶嘉莹两位学
者共同完成的论词文集。当时并不
知道这是两位大学者，还看不出观
点是否独到或者深刻，只是觉得这
书文采斐然，特别对我这种少年人
的胃口。等到过了十多年，央视推
出《百家讲坛》，叶嘉莹应该是最早
登上“讲坛”的学者之一了，特别记

得当时在电视上看到她时的兴奋劲
儿，她的优雅沉静像极了她的文
风。她吟诵“流水落花春去也”，那
种独特的韵味，那种陶醉的表情，美
极了。

但她讲的那几期并不火，让我
有些不平，难道大家都没看到她有
多好吗？直到后来，于丹火了，各种
通俗讲史的内容火了，我才明白了，
原来听众要的不是韵味，不是陶醉，
而是有趣的故事、幽默的语言、通俗
的表述方式。多年之后，叶先生又登
上过《百家讲坛》，讲王国维。但我没
看，既不想看到她被改变，又不想看
到她因为不改变而又一次“不火”。

但终于，叶嘉莹还是赢得了媒
体的关注，因为捐款。我一直在问
自己，如果我是那次访谈节目的记
者，是不是也要从捐款问起呢？可
能也会，如果认为读者和观众更感
兴趣的话。也可能不会，如果考虑
到还有很多人对她的学术人生感兴
趣，至少我遇到的几位毕业于南开
大学的年轻朋友都说起过在学校听
叶先生讲课的经历，他们为南开有
这样一位教授感到自豪。只能说，
选择哪一个方向，就在于媒体希望
把受众往哪个方向引领。

但好在，捐款一事让更多的人
了解了叶嘉莹，通过对她的传奇人
生的兴趣进而产生了对古诗词的兴
趣。只想谈学问的叶嘉莹，不只生
活在一个对捐款感兴趣的时代，这
还是一个她热爱的传统文化和古典
诗词正在被更多人热爱的时代。

在一篇关于叶嘉莹的报道中看
到两段话，很值得分享：

“直到今天，94 岁的她仍然把
教书当作自己生命的意义：‘我知道
的好的东西，我没有传下去，我上对
不起古人，下对不起来者。’”

“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现实主义
者，当然也需要文学界的情怀与温柔。”

教授的捐款与教授的学问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梨园新蕾 戏韵辽沈”——省青少
年戏曲专场演出日前在沈阳老北市
剧场上演。本次演出由省戏剧家协
会主办，沈阳市戏剧家协会承办，本
溪、丹东、辽阳市戏剧家协会协办。
来自沈阳、辽阳、丹东、本溪的青少
年参加了演出。

此次演出年龄最大的孩子12岁，
最小的4岁，他们中大部分青少年是利
用业余时间学习京剧的。专场演出共
有12个节目，包括京剧、评剧、豫剧、黄
梅戏选段，既有传统戏，也有现代戏，
兼有文戏和武戏。这些传习戏曲艺术
的青少年唱念做打俱佳，基本功扎
实。他们的精彩表演赢得满堂彩。

近年来，我省青少年戏曲传习
蓬勃发展，享誉全国。这些戏曲幼

苗在参加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
“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
摘金夺银，屡获全国十佳“小梅花”
称号。辽宁少儿戏曲传习蓬勃发展
且屡获大奖，已引起国内戏剧界关
注。谈到这一现象，省戏剧家协会
秘书长韩宁分析说，一是由于每年
省剧协及各市剧协配合中国剧协积
极开展少儿戏曲人才培养工作，通
过“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
这一平台，大力推动了我省少儿戏
曲人才的梯队培养；二是全省各市
剧协长期开展戏曲进校园及戏曲培
训活动，不断扩大传统戏曲文化在
青少年中的影响力 ；三是我省专业
戏曲艺术基础雄厚，大批优秀的戏
曲工作者志愿致力于培养青少年戏
曲人才，自觉传承戏曲艺术。

省青少年戏曲专场演出在沈举行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我省儿童文学作家薛涛创作的长篇
小说《砂粒与星尘》日前由安徽少年
儿童出版社出版。本书已入选中国
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砂粒
与星尘》新书首发式日前在吉林市昌
邑区渔楼村中国鹰猎博物馆举行。

《砂粒与星尘》的故事以“中国
鹰屯”和东北沙地为创作背景，围绕

一位“鹰把式”、两个少年和一群动物
展开。这本书的创作灵感源自薛涛
的一次旅行。薛涛曾与摄影师朋友
前往鹰屯，被鹰猎文化所吸引，便陆
续开始做读书笔记和田野调查，多次
与驯鹰人一起驯鹰、护鹰，并决定写
一部作品献给他们。薛涛多年来的
创作始终聚焦熟悉的故乡景致，抒写
带有“故土特质”的中国故事。

长篇小说《砂粒与星尘》出版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江帆做了
题为《乡土与人情——东北民间音乐
的叙事特质与文化意蕴》的发言。她
认为，东北民间音乐的叙事特质为：
乡村的日常生活与乡村民众的精神

情趣是东北民间音乐的题旨与标
识。其叙事主要描绘东北乡村社会
的生产、生活、习俗、传统、情感、伦理
等，反映了东北人热烈、率直、豪放、
淳朴的性格和丰盈的精神状态。

沈阳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冯志
莲结合现代语境下，研究对象的复杂
性与社会生境的多变性，提出了对东
北曲艺音乐的重新审视与研究构想。
冯志莲认为，应将东北曲艺音乐置于

其生成发展的社会和自然生境中，以
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双重研究路径，呈
现东北曲艺音乐的历史，运用数据库
和文化产业等实施路径，为其提供保
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的空间。

东北民间音乐反映乡村民众的精神情趣

专家聚沈研讨中国传统音乐传承与发展——

新剧创作要以传统艺术特征为底色
姜 普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中国戏曲曲艺音乐是中国传统
音乐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曲种繁多，
内涵丰富，学术研究及发展空间巨
大。沈阳音乐学院人文艺术研究院
设置了“中国戏曲曲艺音乐研究
所”，旨在为戏曲曲艺音乐传承提供
新的发展模式。研讨会上，与会者
多视角地探讨了中国音乐传承、创
新、发展问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教
授乔建中以《中国音乐学界的音乐
地理学研究》为题，介绍了中国音乐
地理学的发展情况。他说，中国音
乐具有区域特色鲜明和体裁、乐种
多元等特征。鉴于上述特征，中国
音乐地理学应运而生。音乐地理学
的核心理论是音与地的关系，关注
音乐体裁品种分布的空间差异。目
前，中国音乐地理学进入学科理论、
方法的探讨和全面展开阶段。

随着地方音乐文化重视程度日
渐提高，如何记录和保护成为当下
的重要课题。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中国电影音乐研究院院长张宏光对
地方音乐文化资源进行了梳理，他

从创作者角度提出了数字化建设创
新路径的构想：一是合理有效运用
数字化手段，搭建更完善的搜索系
统、使用人工智能让文件的归档更
精确，通过数字化手段避免盗版侵
权进而解决版权问题等；二是建立
网上图书馆，包罗全国所有地域的
地方文化，也可上传地方文化代表
性传承人的表演视频，提供表演演
奏的规范化范本等。

沈阳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赵
德山则从《守根铸魂——中国戏曲
在民族声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谈起。他说，守根铸魂就是要守
住中国文化的根，要守住中国戏
曲文化和戏曲艺术这个根，就是
要铸就中国文化的魂，铸就中国精
神的魂。

据介绍,此次成立的“沈阳音乐
学院人文艺术研究院”，设置了“中
国戏曲曲艺音乐研究所”“张宏光音
乐创作工作室”“韩延文中国民族歌
剧表演艺术工作室”，旨在组建交叉
学科群和强有力的学术团队，开展
高水平科研项目和人才培养项目。

保护地方音乐需要创新路径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王耀华以《文
化自觉：中国传统音乐传承发展的原动
力》为题发言，他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
阐释了文化自觉在中国传统音乐形成、
发展和传承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
认为，应当在学校音乐教育传统音乐传
承的四个阶段中不断提升，即“进入”传
承“音与形”，“深入”传承“感情表达方
式”，“融入”传承“神韵”，“超越”实现

“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培植大、中、小
学校学生对传统音乐传承的文化自觉。

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
中心专家张刚则以京剧的传承发展为
例，深入浅出地对戏曲的经典传承和
精神传承做了解析。京剧发轫于乾隆

皇帝的一次万寿盛典，后来京剧从徽
汉合流中破茧而出，逐渐形成自己的
风格，出现了老新“三鼎甲”六位优秀
京剧艺术家，再到后来流派纷呈，“唱
腔流派化”，现在所见的经典保留剧目
几乎都是流派剧目。京剧发展中也融
入了地方特色，其中海派京剧创造了五
音连弹的演唱形式、最早引入了西洋乐
队等，是京剧重要的地方性表达。现代
京剧音乐变革特点有打破行当、消解流
派，主题思维、音乐交响，节奏跌宕、变
腔变调、真声为主、京白京韵等。张刚
强调，传承首先要传承经典。在新剧目
创作中以传统艺术特征为底色，才是
真正的传承精神。

文化自觉是传承的原动力

研讨会现场

《你的样子》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