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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全
新再版的《穿越盛京秘境》一书日前
由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穿越盛京秘境》一书以“还原”为
前提，以“穿越”为工具，以盛京皇城、
奉天满铁附属地、奉天商埠地及盛京
关厢区域内主要街道为叙述脉络，以
现存的和已经消失的沈阳历史建筑为
坐标系，围绕历史上曾星罗棋布城市
各处的重要历史建筑及发生在这些建

筑中的历史及传说进行重点叙述，对
每一个地点的变化进行今昔对比。该
书集美观与知识于一体，对了解沈阳
老建筑及城市历史文化多有助益。

《穿越盛京秘境》初版于2017年出
版。此次再版本着精益求精原则，对
书中“时间密码”等部分和文字进行
了调整和提升。该书作者罗云天从
事沈阳地域文化独立研究十余年，现
为辽宁省土木建筑学会理事。

《穿越盛京秘境》再版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为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以
艺术形式讲好沈阳故事、传播好沈
阳声音、树立好沈阳形象，让城市因
艺术而美丽，由沈阳市文化旅游和
广播电视局举办的“祝福祖国‘名
城·名家’美术作品展”正在沈阳美
术馆展出。

此次展览由沈阳市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承
办，沈阳美术馆策划执行。王易霓、
王铁牛、宋惠民、许勇、吴云华、冷
旭、赵宝平、于晨、韩大为等百余位
艺术名家为此次展览助展。此展是
辽沈地区艺术名家精品创作的一次

集中展示，涵盖了中国画、油画、水
彩、版画等艺术门类，共展出艺术家
的精品力作百余幅。展览主题深
刻、形式多样，题材多为体现沈阳的
城市魅力、历史变迁、人文古迹、小街
小巷、市井人情等内容，是对丰富多
彩的现实生活真实而生动的再现，也
是对历史文化名城穿越时空的艺术
呈现和赋形。作品体现出传统文化
与现代元素的交融，给予人们极大
的审美享受，丰富了“十一”黄金周
期间百姓的文化生活。通过展览可
以看到，辽沈地区的艺术家们在创
作中自觉承担起记录新时代、书写
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

祝福祖国美术作品展在沈举行

本报讯 由老兵编剧、导演、主
演的大型网络剧《老兵》剧组日前由
北京返回沈阳，举行《老兵》汇报展
播晚会。这部近两个小时的“老兵
助力环保”故事片受到观众的肯
定。此前，《老兵》入选中国新时代
经济高峰论坛，在人民大会堂首播。

《老兵》突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主题，主人公为军转到地
方的“老环保”，退休仍然奔波于保
护环境工作中。该剧拍摄 4 个月，
投入少、成片快、影响大。据介绍，
由《老兵》改编的 40 集电视剧的剧
本已经完成，力争早日拍完与观众
见面。

左明天 本报记者 张会斌

网络剧《老兵》首映

本报讯 记者王瑧青报道 辽
宁人民艺术剧院所属的辽宁电声乐
团受韩国音乐协会邀请，于国庆前
夕参加第38届大邱音乐节演出，获
得圆满成功。辽宁电声乐团“铜管
五重奏”亮相音乐节，获得韩国观众
的热烈欢迎。

交流期间，出访团组与韩国戏
剧协会负责人洽谈未来国际演出交
流合作事宜，并与韩国音乐协会相
关人员展开交流会谈。辽宁电声乐
团“铜管五重奏”本次赴韩国交流演
出，为辽宁电声乐团走出去打下了
坚实基础。

辽宁电声乐团参演韩国音乐节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我
和我的祖国——2019 年葫芦岛市
群众文化节”近日在葫芦岛市举行
闭幕演出。至此，历时3个月、演出
12场的葫芦岛市群众文化节“精品
文化展演”活动画上了圆满句号。

来自京津冀和省内沿海城市的
重点文艺院团和表演艺术家走进葫芦
岛，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就欣赏到了
高水平的文艺演出，尽享文化盛宴。

此次群众文化节活动由葫芦岛
市委、市政府主办，葫芦岛市委宣传
部、葫芦岛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
局、葫芦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葫
芦岛市党群事务服务中心承办。该
活动于 6 月 25 日拉开帷幕，3 个月
来，葫芦岛市群众文化馆剧场、海关
广场等地，陆续上演了12场精品文
艺演出。天津市曲艺团、秦皇岛小
海燕评剧团、沈阳演艺集团、沈阳杂
技团、锦州演艺集团、鞍山艺术剧
院、铁岭市民间艺术团等众多省内

外优秀院团的重点剧目参加演出。
开幕式演出于 6 月 25 日晚举

行，来自沈阳演艺集团的优秀演出
团队为观众带来了经典歌曲、精品
杂技、器乐舞蹈、戏曲小品等丰富多
彩的文艺节目，精湛的演出赢得观
众阵阵掌声。葫芦岛市艺术团演出
的《宝葫芦的秘密》和《葫芦岛请你
来》更是嗨翻全场。最后，伴随着全
体观众起立与演员合唱《我爱你中
国》，将整场晚会推向高潮。

9月28日晚，闭幕式在鼓舞《鼓
韵盛世》拉开序幕，接着歌曲《欢聚
一堂》、杂技《肩上芭蕾》、钢琴独奏

《黄河钢琴协奏曲》和《故乡的云》等
节目精彩上演。天津市曲艺团的艺
术家为葫芦岛市观众带来传统相
声、天津快板、京韵大鼓、古彩戏法
等表演，受到观众喜爱。

据介绍，举办此次群众文化节，
旨在全方位提升葫芦岛市文化软实
力，推进群众文化蓬勃发展。

葫芦岛市群众文化节好戏不断

辽宁与唐朝有着怎样的关联？
以往，辽宁以遗存的清代文化而闻名，
而与唐朝似乎少有关联。葛承雍说，
这是不了解唐朝文化背景而产生的一
种错觉。其实，辽宁在唐朝处在国土
疆域的边缘地带，特别是营州（今朝
阳）是丝绸之路东延的重镇，丝绸之路
的劲风也吹到了这里。“在我眼里，营
州在唐朝就是现代的深圳。”葛承雍加
重了语气。

葛承雍分析说，唐朝的营州，北边
是漠河，西北边是契丹，草原丝绸之路
是从南边进入营州，经济贸易活动在
当地产生很大影响，营州城里的驻军
是唐朝的军队，而周边则是多民族区
域，从考古发掘看，有东罗马金币、胡

人陶俑、马和骆驼物件等，这些也表明
这里是唐朝贸易的前沿地带，呈现出
繁荣景象。由此可见，唐朝丝绸之路
不是与辽宁无关，而是有直接关系。
我们在“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上已经
看到了东罗马金币实物。

那么，唐朝为什么会如此繁盛？
葛承雍在论坛上主讲的题目是“唐朝
的世界性”，他认为，繁盛与其世界性
直接相关。唐朝吸引了邻近民族和各
国人士蜂拥而至，不仅具有各国交流
的“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文明世
界的优越性，诸如物质生活的富裕、典
章制度的完善、中央朝廷的权威、军事
实力的威慑、文学艺术的繁荣、科学技
术的领先，甚至包括服饰发型的新潮，

所以其能形成国际化的特性，影响和
推动着周边各国和各民族的社会文化
发展。葛承雍在论坛上提出，唐朝的
世界性表现在十个方面，诸如允许外
国人或异族人入境居住、允许外国人
或异族人参政做官、法律地位平等、保
护通商贸易、允许通婚联姻、文化开放
互融、衣食住行混杂、留学人员云集
等。因此说，唐朝之所以被中外学术
界誉为“世界性”的超级大国，就是其
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等方面
的优越性，才能形成“盛唐气象”，这也
是其世界性开放自信特征的基本原
因。大唐盛世由此光耀古今，成就了
中华文化的辉煌高峰，奠定了中华文
明的国际地位。

辽宁与唐朝丝绸之路直接关联

王小甫：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
学历史学院“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特聘教
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学术方向
为中国古代史，尤其侧重隋唐史、中国少
数民族史、中国与周边关系史。

王邦维：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
长、教授，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学术方向
为梵语与汉语佛教文献与文学、印度和
中国佛教史、中印文化关系史。

进行时

学术界三位唐史研究专家说

“又见大唐”兼具学术和文化价值
本报记者 赵乃林

10月7日，世界范围规模最大以唐代书画
呈现大唐风韵的展览“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
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当天下午，两场高端学
术论坛在这里举办，解读大唐盛世。在“又见
大唐”之多维透视高端学术论坛上，几位主讲
人围绕展览主题和内涵，通过多维角度透视盛
唐文明，从不同侧面向公众传达大唐风姿。记
者在聆听学术论坛后，先后采访了三位主讲人
葛承雍、王小甫、王邦维，他们都是来自北京的
相关领域学术权威，尤其在唐代历史与考古、
丝绸之路研究等方面建树卓著。

葛承雍在一个多月前听策展人
说辽博要办“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
颇有疑虑，他知道举办这样高档次和
大规模的展览有多难。但参观了高端
大气的“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后，让
他从心里对辽博、对辽宁刮目相看。

王小甫20年前来过辽博。他称
那是还不曾迁入现址的老辽博，留下
的记忆是展馆里观众寥寥无几，布展
内容是一般的通史性陈列。可这回
再来辽博，看到气势磅礴的“又见大
唐”，而且展厅内人头攒 动 ，他 既
惊诧又兴奋，走起路来都感觉激
情奔涌。

王邦维对辽宁的固有印记是灰
色调的，因为这个共和国的重工业基
地似乎就是机器装备呈现的单一颜
色。可他这回踏上辽宁、走进辽博，看

到五彩缤纷的“又见大唐”，从多彩的
辽博展览中，他悟懂了今天多元发展
的辽宁。

在论坛上，王小甫主讲的题目是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贞观之治
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出现的清
明政治、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
面。他认为，唐朝能实现贞观之治，
取决于三点，一是汲取教训、拨乱反
正，二是以民为本、克己自励，三是制
度规范、政策合理。贞观君臣总结隋
亡教训，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拨乱反
正，实施三省六部制度，把政治生活
中可能出现的失误降到较低程度，为
各项政策的全面推广和普遍落实提
供了重要保证。贞观时期成为开启
大唐盛世的重要节点。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

方能奔涌。话锋一转，王小甫说，唐朝
是中国古代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强盛
朝代。由于唐朝对海外的巨大影响，
在宋代时，“唐”就已经成了东南海外
诸国对中国的代称。历宋、元至明，
很多国家将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物
事称之为“唐”。不仅以“唐”作为“中
国”之地的代称，而且称中国人为“唐
人”。在世界各地，华人聚居区一般
被称作“唐人街”，中国传统服饰被称
作唐装……

论坛结束后，几位主讲人被观众
里三层外三层围着交流、签名、合
影。王小甫又动情了：“我们从事历
史研究的过去被说成是冷门学术，现
在也成了观众眼里的热门明星。展
览办得这么红火，说明普通百姓的文
化素养、生活追求都在提高啊！”

展览颠覆了三位主讲人旧有认知

王邦维讲座的主题为“唐代中国
与外部世界：前所未有的视野”，他认
为，唐朝社会是开放的社会，唐朝文
化是开放的文化，唐朝时期中国在
世界上能取得领先的社会文化成
就，与这种开放有直接关系。唐朝
留下的文化遗产不但不能忘记，而
且应该保护好、利用好，为今天的国
家建设、外交活动服务。“在对玄奘
与《大唐西域记》的研究中，我深切
地感到玄奘不仅是西行求法的高
僧，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是中
外友好交往的象征。《大唐西域记》
既为唐初的皇帝处理西域的军政事
务提供了重要信息，也为中国古代
西域地区留下很重要的历史记载，
成为这些国家今天了解自己历史的
重要资料。”王邦维说。

谈及“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的观
感，王邦维连说“非常精彩，非常精

彩”。他说，辽博不仅把自己珍藏的唐
朝文物展示出来，还通过一个很好的
主题将国内多家相关博物馆、图书馆
纳入进来，一起用书画文物回顾和重
现大唐盛世，这不是简单的展览，是带
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活动，与国内、国外
同类活动相比毫不逊色。“我从事唐史
研究很久了，但《簪花仕女图》《虢国夫
人游春图》《万岁通天贴》《仲尼梦奠
贴》等很多文物久闻其名、未睹其物，
现在我都得以一一观瞻，实现了自己
多年的夙愿，这对我今后的学术研究
会有更多启迪和帮助。而对于更多的
普通百姓来说，这是一种机会难得的
精神文化享受。”王邦维说，从看到展
品那一刻起，他的心情一直激动着，白
天心绪难平，晚上夜不能寐。

葛承雍告诉记者，在这次来沈阳
的一天多时间里，他已认真地看过两
遍“又见大唐”，但仍没看够，这个展览

兼具学术和文化价值，入眼入心，还得
细品，“看过展览，我感到辽博所藏的
唐朝书画文物精品在全国书画收藏领
域居于重要地位，也感到唐朝确实是
值得我们骄傲的时代，今天全世界都
有‘唐人街’，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放异彩。”

王小甫认为，传世唐代书画是
大唐盛世的历史见证，凝聚着中华
民族的文明记忆与文化基因，是最
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又见大唐”
虽是辽宁办展，但却具有全国性。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
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
一个灵魂。在举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这个展览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最好的爱国
主义主题教育，有意思又有意义，是
值得品尝的一道精神盛宴。感恩大
唐，敬畏历史。

品尝一道爱国主义文化盛宴

链接 LIANJIE

葛承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
学特聘教授，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学
术方向为汉唐文明、丝绸之路、宗教文
物、艺术考古、古代建筑。

东罗马金币

簪花仕女图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0
月 9 日，第五届沈阳合唱音乐季侗
族大歌示范演唱在沈阳大学音乐学
院举行，这是历时 3 个月的本届合
唱音乐季最后一场演出。

来自贵州的侗族大歌表演团队
示范演唱了四个板块。第一板块，
侗族大歌，是一种多声部、无伴奏、无
指挥模拟鸟叫虫鸣、高山流水的自然
和声的原生态歌曲。第二板块，侗族

琵琶歌，是一种用侗族琵琶弹唱伴奏
的歌曲，歌唱侗族历史、神话传说
等。第三板块，十二月叙事劳动歌。
侗族是一个勤劳善良的民族，每个
月都会有不同的劳动场景。第四板
块，侗族踩堂歌，这是侗族与客人打
招呼交流的一种方式，寓意祝福、平
安、健康、长寿、团结之意。来自全市
中小学的音乐老师观看了此次示范
演唱。

沈阳合唱音乐季演唱侗族大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