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9月3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杜 娟 视觉设计：黄丽娜 检校：高 峰 赵 琢文化新闻
WENHUAXINWEN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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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8月30日晚，由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乐器协会古琴研究会主办的“清泉阁‘瀚乐无疆——纪念川派
古琴家顾梅羹先生诞辰120周年音乐会’”在盛京大剧院举行。音乐会上，国内“虞山琴派”“广陵琴派”“梅庵琴
派”“浙派”“川派”“岭南派”六大流派的吴钊、徐君跃、刘善教、马杰、马维衡、林莅、朱默涵等古琴艺术家同台演出，
他们演奏的古琴分别来自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这5张名琴出现在同一场演出中，尚属首次。

距离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日
子越来越近了，在众多媒体推出
的专栏、专刊中，很多以“我和我
的祖国”为题，这两年每到春节、
国庆节就响彻网络世界的《我和
我的祖国》成了国人寄托爱国之
情最畅快的表达。

这让我总有一种自豪感，因
为《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的曲作
者是辽宁作曲家、沈阳音乐学院
的老院长秦咏诚。而另一件让人
自豪的事是，在今年中宣部公布
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的 100 首优秀歌曲中，出自辽宁
的歌曲着实不少，除了《我和我的
祖国》，还有《我们走在大路上》

《红星照我去战斗》《我为祖国献
石油》《长江之歌》《十五的月亮》

《红旗飘飘》，等等。而在这 100 首
之外，同样在 70 年中传唱不息、振
奋国人精神的歌曲还有很多，铁
源作曲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6 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他的另
一首歌《十五的月亮》，为驻守边
关的战士带去了家乡亲人的一缕
牵挂和思念。

这样一个事实，再次说明辽
宁在新中国音乐史中的分量。但
我 们 的 观 察 角 度 还 不 仅 局 限 于
此，艺术源于生活，能够产生如此
众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正是因为
辽宁的发展始终与国家的发展同
频共振，给予了艺术家源源不断
的灵感：

1948 年底，作曲家马可伴着
沈阳皇姑屯机车车辆厂的机器轰
鸣，创作了《咱们工人有力量》。
那时候，距离新中国的诞生还有
10 个月，就是唱着这首歌，辽宁人
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几乎奉献出
了一切。粮食、木材、钢铁、大量
的武器弹药从辽宁源源不断地运
往前线。也是唱着这首歌，辽宁
成为共和国的工业长子，创造出
了 1000 多项全国“第一”：第一炉

钢、第一枚国徽、第一架战斗机，
第一艘国产航母……

1950 年，新中国第一部歌剧
《星星之火》由沈阳音乐学院首任
院长李劫夫创作完成，其中的经
典唱段《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旋律
激昂，正是年轻的共和国生机勃
发的真实写照。

1962 年，当时我国正处在三
年困难时期。来辽宁视察的周恩
来 总 理 ，将 李 劫 夫 请 来 倾 心 长
谈。周总理对他说，党和国家有
能力率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继
续前进，文艺工作者要写出鼓舞
全国人民斗志的作品来。李劫夫
听后激情澎湃，彻夜难眠，一气呵
成 写 就 了 这 首《我 们 走 在 大 路
上》，“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
斗志昂扬……”后来，周总理在多
个场合说：《我们走在大路上》的
四段歌词，他都会唱。

1964 年，秦咏诚来到刚刚开
始建设的大庆油田，冒着凛冽的
寒风，与“铁人”王进喜同吃同住
同劳动，创作激情油然而生。全
国的石油工人，正是唱着这首战
歌，头顶青天，脚踏荒原，为祖国摘
掉了“贫油”的帽子。其后不久，同
样是伴随着这首歌，在辽西的滩涂
上，中国第三大油田——辽河油田
的地下原油喷涌而出……

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一段历
史、一段故事，这也正是本报文化
新闻版推出专题“一首歌背后的
故事”的原因，希望能够乘着歌声
的翅膀，去重温那些留在共和国
历史和辽宁历史中的难忘岁月。
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切实地感受
到，这些歌曲正是共和国从站起
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艺术写
照，记录下了辽宁人在这块热土
上 70 年不懈奋斗的身影，它们已
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民族的成长
记忆中，它们不仅属于辽宁，也属
于中国，属于这个时代！

70年里来自辽宁的歌声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9 月
1日，在沈阳市小学开学之际，沈阳
故宫大政殿广场举行了“小状元”开
笔礼活动，这也是沈阳故宫近 400
年来首次举行的开笔礼活动，目的
是让学生们在沈阳故宫的红墙绿瓦
内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开笔，是中国古代对少儿开始
“识字习礼”的称呼，俗称“启蒙”，是
庆贺人生进入一个学本领、学做人
的新阶段，既能表达父母对儿女成
材的期望，也能让孩子们在开笔仪

式中接受勤学苦读、孝亲尊师、崇德
立志、仁爱处世的中华传统文化精
髓，为日后的个人发展打下坚实的
基础。

《诗经》有云：礼兮乐兮，矩步方
行；有斐君子，持礼立身。活动中，
学生们通过正衣冠、拜师礼、朱砂开
智、击鼓鸣志、启蒙描红等环节，感
受传统文化，并在沈阳故宫的时间
轴上留下了自己的一笔。一名小学
生告诉记者，他参加这样的活动感
觉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

沈阳故宫举办
“小状元”开笔礼活动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金
秋九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
文化服务中心）推出系列活动，音乐会、
美展、主题讲座、朗读大赛等纷至沓来。

在辽宁中华剧场、辽宁大剧院、盛
京大剧院等场地，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电声乐团的音乐会“追寻”、辽宁歌剧院
的《长征组歌》、辽宁歌舞团的大型舞蹈
诗《月颂》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献给母亲的歌”
将先后上演。作为公益演出，辽宁歌
舞团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大型惠民巡演”将在沈阳奥林匹
克广场上演，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

“‘歌颂祖国，传承文脉’——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非遗专场晚
会”将在该中心文馨苑上演。

诸多重大展览将分别在省图书
馆、省博物馆、省美术馆陆续亮相。在
省图书馆，相继推出“一带一路”的前世
今生——画说丝路图文展、“牢记使
命，童心逐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连环画展、“阅读·月美”
第八届百姓阅读表情摄影大赛作品展、

“丝桐凝书香”——私人收藏古琴与辽

图馆藏琴书联展、“古琴遗韵”——中华
古琴文化展。在省美术馆，相继推出

“同行70年，共享新时代”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纪念人民政协
成立70周年书画展、鞍山市美协画展、
省社科联老干部画展。

省图书馆、省博物馆、省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省文化馆、省文化艺术
研究院将纷纷举办各种大型主题活
动。省图书馆有谈谈音乐沙龙活动

“经典咏流传，讴歌新时代”——女子
声乐专场鉴赏会。省博物馆有研究
课程“最炫瓷器风——十二花神的五

彩梦”、中国传统节日特别活动——
“中秋团圆绘”、大唐补习班系列教育
活动——“预热·大唐风韵”。省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将举办“中秋月满情正
浓”非遗展示展演活动。省文化馆有

“我和我的祖国”——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百姓大舞台文化
惠民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红色
经典朗读大赛、“我和我的祖国”——
红色经典朗读颁奖礼暨庆“十一”联
欢会。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将举办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我和我的祖国”主题音乐会。

有音乐会还有美展朗诵大赛

省文化演艺集团推出系列主题文艺活动

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弹拨
乐器，距今有 3000多年的历史，和中
国的书画、诗歌以及文学一起成为中
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2008年，古琴
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顾梅羹的祖父是川派古琴第一
代传人，是清代川派古琴鼻祖、古琴艺
术宗师张孔山最重要的嫡传弟子。顾
梅羹是川派古琴第三代传人。我国现
有古琴艺术国家级代表性项目11项，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27 人。辽宁地
区的古琴艺术已有近200年的历史。

为了更好地传承古琴艺术、弘扬
传统文化，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中国乐器协会古琴研究会于 8月
31日举办了“古琴艺术高峰论坛”，六
大流派的多位古琴艺术家，针对如何
推动古琴艺术的传承、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等问题进行研讨。

吴钊以《顾梅羹先生以及古琴的
未来发展趋势》为题进行发言，他说，

随着传统艺术热逐渐升温，喜欢古
琴、学习古琴的人日渐增多，这是好
事，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些学习古琴的人只学到了皮毛，他
们与传统文化及传统技法产生了隔
阂。有的人把古琴和摇滚乐结合改
编曲子，引发关注，但这不是古琴的
良性发展，因为这样的改编丢掉了古
琴传统的演奏技法和技巧。他认为，
当务之急是继承古人传统，具体而言，
我们还是应该以老一辈琴家的原曲版
本为参照，好好体会研习这些凝聚历
代琴学精华的作品。如此，古琴文化
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才有真正的根脉
延续，才有强健的艺术生命力。

朱默涵则以《琴乐传承与师承》
为题发言，她认为，古琴艺术的传承
应注重基础教学，从提升琴技和琴艺
入手。对于古琴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当今的元
素进行融合和创新，习琴者要知道弹
的还是不是琴韵，创新一定要有所依

据，对传统文化要有责任心。
论坛上，古琴艺术家们纷纷发

言，唐中六的《川派古琴的今天》、徐
君跃的《浙派古琴艺术的传承与发
展》、刘善教的《梅庵派古琴艺术的传
承与保护》、马杰的《广陵派古琴艺术
特色——以〈龙翔操〉为例》、马维衡
的《古琴音色探美》、林莅的《闽派古
琴艺术特征》，都从不同角度探讨推
进古琴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谈及为何举办此次古琴艺术系
列活动，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
任宋晓冬说，1959 年，顾梅羹任教于
沈阳音乐学院，将古琴艺术带到辽宁
并传承至今。现在喜欢古琴的人很
多，但是如何正确保护和传承，还是
一个需要重视和研究的课题。为此，
举办此次古琴艺术系列活动，没想到
音乐会和高峰论坛吸引了众多观众
和古琴爱好者，为了更好地传承古
琴文化，明年我们还将继续举行这样
的活动。

艺术家研讨如何推进古琴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音乐会上，古琴艺术家们演奏
的曲目时而清和淡雅、温柔醇厚，时
而行回曲折、疏而实密。林莅演奏
的《寒江残雪》，使现场观众感受到
春天的到来，冰雪消融，万物复苏，
大地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85岁的
吴钊演奏的《忆故人》，全曲以泛音
开头，清新飘逸，使人于空山幽谷的
宁静中生发出思念故人之情；而马
维衡演奏的《龙翔操》是广陵琴派名
曲之一，音乐旋律跌宕起伏，节奏变
化不断，曲风自由缥缈，使人联想到
龙在云雾中飞翔的景象，曲目无固
定节拍，而是多种拍子复合出现，并
贯穿始终；马杰演奏的《山水情》为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8年出品的
同名水墨动画电影的主题音乐，讲
述了老琴师与渔家少年的故事，音
乐凝重、洗练、深沉；刘善教演奏的

《平沙落雁》相传作于唐代，经梅庵
琴派宗师王燕卿加工增加了一段雁
鸣之声，成为梅庵琴派的代表作；徐
君跃演奏的《塞上鸿》相传为西汉苏
武所作，写出了苏武的一腔赤胆忠
心和一身浩然正气。

音乐会上，辽宁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顾梅
羹的关门弟子、沈阳音乐学院教授
朱默涵不仅自己演奏了《高山》，还
与她的 30 名学生共同演奏了《流
水》，将音乐会推向高潮，震撼全场。

演出结束后，朱默涵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1959 年，沈阳音乐学院
开设古琴专业，时任沈阳音乐学院
院长的著名音乐家李劫夫派民乐系
主任朱郁之，前往北京将顾梅羹聘
请到民乐系，专门从事古琴专业的
教学工作。

从此，顾梅羹成为东北地区音
乐院校古琴专业第一人。课余时
间，顾梅羹不论白天晚上，或是寒暑
假期，总是辛勤工作着。顾梅羹的

《琴学备要》称得上是“中国现代古
琴教育史中的第一本最全面的古琴
教科书”。顾梅羹是中国近现代古
琴史中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

六大流派古琴
艺术家同台演出

纪念川派古琴家顾梅羹诞辰120周年音乐会在沈举行

六大流派琴家同台演出传承古琴艺术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演出现场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在
中国期刊协会日前于北京召开的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期刊出版座谈
会上，辽宁文学院所属期刊《鸭绿江》
获得“致敬创刊七十年”荣誉证书和
荣誉奖杯，并入选2019年北京国际
图书博览会（BIBF）“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精品期刊展”。

《鸭绿江》杂志是中国共产党于
1946 年初冬在东北解放区创办的
第一份文学杂志，也是全国唯一一
本新中国成立前创刊的省级纯文学

杂志，被誉为我们党在东北凝聚的
“第一份文学骨血”，为巩固东北根
据地、创建新中国和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文化促进作用，
成为全国文学领域的一面旗帜。《鸭
绿江》杂志历经无数风霜雨雪，连续
出版 800 多期，团结了国内一大批
著名作家，扶持了无数文学新人，为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提供了许多优秀
作品，为辽宁乃至全国的文学事业
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文坛享有
很高的声誉。

《鸭绿江》获评
“致敬创刊七十年”荣誉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