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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辽宁省博物馆“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吸引
了大批省内外观众。在该展览举办的同时，“红
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在沈阳召
开，考古界、文博界、文化界百余位专家会聚沈
阳，交流红山文化研究成果。其中，关于近十年
辽宁红山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颇受关注。
在205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了100个小型地
方社区的红山文化遗存。

10 月 25 日，辽宁科技大学原创
音乐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鞍山
举行首演。辽宁科技大学的青年学
子以音乐剧形式演绎了鞍山“钢铁故
事”，弘扬了“大国工匠”精神。300名
鞍钢职工、劳模代表以及科大千名师
生观看了演出。唯美的舞台效果、精
彩感人的表演，让观众热血沸腾，现
场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

音乐剧与“钢铁故事”相遇，会
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欢快的东北秧
歌拉开了音乐剧的序幕，《众志成城
百炼成钢》《青春如朝阳》《炉火正
红》，一首首催人奋进、激昂的歌曲
配合精彩的表演，讲述了新中国成
立初期，全国人才支援鞍钢建设，实
现鞍钢三大工程顺利完工的感人故
事。这部音乐剧是辽宁科技大学艺
术学院与特邀创作团队历时一年多
精心创排而成的。原创音乐剧制作
人、浙江省特聘专家、宁波大学音乐
学院教授梁卿担任制作人；曾参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文艺演出
音乐制作团队的音乐制作人徐昕担
任作曲。

据音乐剧艺术总监、辽宁科大艺
术学院院长李囝介绍，《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从故事情节编排，到歌曲演
唱、表演等方面都力争展现出高水
平。剧中还原了全国劳动模范孟泰
为鞍钢恢复生产默默奉献的感人故
事。当时，鞍钢建设配件和材料奇
缺，又无处购买。孟泰带领工人一个
山头、一个山头，夜以继日地刨出零
件，从废铁堆里捡回零件。音乐剧

中，当“孟铁牛”满山“淘宝”时，《捡
“破烂”》的歌声唱响，他爱厂如家的
高尚情操瞬间直击观众心底。

为 了 真 实 呈 现 鞍 钢“ 钢 铁 故
事”，创作团队和演职人员多次到鞍
钢集团博物馆实地参观学习，并走
访曾参与过援建鞍钢建设的老工
人、工程师。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

的剧本曾九易其稿。值得一提的
是，音乐剧所有演职人员都由科大
艺术学院大学生担纲，25 名朝气蓬
勃的大学生经过 40 多天的排练，完
美诠释了“大国工匠”精神。

李囝介绍说，《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是我国首部原创的钢铁题材音乐
剧，是音乐剧与工业题材结合的崭新
形式。整部音乐剧融合了辽宁地域
特色文化，不仅有歌舞表演，更是创
新地将评书、快板等传统曲艺与音乐
剧现代审美相融合，实现了传统与现
代、民族与世界的对话，这也是国内
音乐剧不曾出现过的。

辽宁科技大学与鞍钢集团有着
深厚的渊源，其前身是鞍山钢铁学
院，与鞍钢共同走过了70年的风雨历
程。70年来，在鞍钢的建设发展过程
中，涌现出一大批英雄劳模，他们攻
坚克难、爱岗敬业、默默奉献的精神
正是“辽宁精神”和“大国工匠”精神
的真实写照。李囝说，辽宁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离不开文化自信。创
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初衷，就是
要通过回顾鞍钢辉煌的历史，为辽宁
人民鼓劲儿，投入辽宁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的热潮中。

音乐剧与“钢铁故事”相遇

鞍山大学生演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 杨 竞

过去的几个月里，大银幕和
电视荧屏上涌现出太多的影视佳
作，令观众大饱眼福。这些作品
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电影《我和我
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电
视连续剧《激情的岁月》《外交风
云》等，在 70 年壮阔的时代大背景
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用这些题材
广泛、类型丰富、表现手法多样的
优秀作品进行了一次对伟大祖国
的深情告白。

70 年 献 礼 剧 创 下 了 很 多 纪
录：国庆档电影三部“大片”——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
登者》，共同缔造了中国电影行业
的“史上最强国庆档”，斩获 50 亿
元票房新纪录；《激情的岁月》《外
交风云》在竞争激烈的卫视黄金
档中脱颖而出，收视率和口碑双
丰收。上述这些作品，均取材于
重大主题、重要事件以及真实的
人物原型，堪称主旋律中的主旋
律。其成功无疑为主旋律影视作
品的创作生产提供了新的经验。

宏大叙事与细微观照的有机
融合，是这些优秀的作品带给我
最深的感触。《我和我的祖国》是
最突出的代表，《前夜》《相遇》《夺
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
星》《护航》7 个单元故事，聚焦开
国大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成功、中国女排奥运会夺冠、香港
回归、北京奥运会开幕、神舟飞船
返回舱成功着陆、天安门阅兵这
些重大历史事件。如此宏大的叙
事，每一个都可以成为鸿篇巨制，
要在 20 分钟的时间里完成故事的
讲述、实现艺术的感染力，难度可
想而知。创作者们不约而同地选
择了普通人的视角：北京的出租
车司机、上海弄堂里的少年、香港
的修表师傅，这些普通人的形象

都很出彩。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
观照大时代，将普通人的命运与
时代发展紧密相连，作为这些大
时代、大历史亲历者的观众，必定
会产生共鸣。

讲故事的能力，是这些优秀
主旋律作品成功的又一关键。《我
和我的祖国》中，我最喜欢的两个
故事是《夺冠》和《北京你好》，两
位导演徐峥和宁浩都是讲故事的
高手，面对如此重大主题，他们依
然讲得自然流畅，这就是功力所
在 。 还 必 须 说 说 我 刚 刚 追 完 的

《激情的岁月》《外交风云》。这两
部作品之所以好看，同样是因为
故事讲得好，而讲好故事的前提
是 对 丰 富 素 材 的 充 分 占 有 和 运
用。《激情的岁月》可以说是我看
到的关于中国成功研制原子弹的
所有影视作品中对原子弹理论的
呈现最多也最专业的，虽然还有
很多更专业的网友并不满足，也
挑出了一些毛病，但相较于之前
众多行业剧“戏不够爱情凑”的情
况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主旋律作品缺少艺术性，艺
术性强的作品没有市场，实现主
旋律、艺术性与市场这三者的统
一，始终是主旋律作品绕不过去
的一个难题。想起数月前威尼斯
国际电影节前任主席马克·穆勒
来辽宁访问，采访中，说到中国电
影，他很乐观地说：“在电影创作
中，艺术与市场的矛盾始终是存
在的，我很高兴看到在中国终于
出现了一批具有市场号召力，同
时又对电影有独特理解的导演，
他们已经越来越会在大众化与艺
术性之间跳华尔兹。”从这些优秀
的献礼剧中，或者我们可以更加
乐观地说，在主旋律、艺术性和市
场之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影视
剧创作者在翩翩起舞。

激情岁月里有太多好故事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0
月 25 日，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
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与辽宁省
国家新型原材料建设工程中心战略
合作签约暨省图书馆新材料分馆揭
牌仪式在沈阳举行。

新建成的辽宁省图书馆新材料
分馆配备有 5000 余册图书。除了
传统的纸质阅读外，新材料分馆还
有一台支持远程实时更新的电子读
报机，存储了3000余种数字图书和
期刊，可以手机扫码阅读，让新材料

中心的员工享受阅读无处不在的
书香体验。此外，新材料分馆建成
后，读者可以远程注册省图书馆电
子证，在线访问省图书馆网站，免费
使用海量电子资源，并享受“辽图约
图”图书快递到家的贴心服务。

省图书馆新材料分馆的建成，
标志着助力新型原材料基地建设具
有产业特点和专业特色的图书信息
平台正式搭建。新材料产业有了属
于自己的由省图书馆本部业务指导
的专属分馆。

省图书馆新材料分馆开馆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辽
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前邀请中国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原中国国家博
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实验室主
任、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理事马
燕如作了一场名为“从边缘走入大
众视野——简述中国文物的科技保
护”的学术讲座。

讲座中，马燕如详细介绍了中
国文物科技保护的发展历程，从 20
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首先在当时
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
甘肃博物馆成立科学的保护实验
室。1962 年从波兰哥白尼大学留

学回国的王丹华与胡继高和陆续毕
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等高校的学生们开创了中国文
物科技保护事业，几十年来，文物科
学保护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与传统修复方法不同，现代科
技保护研究文物上的病害，探究病
害产生、发展的原因，研究腐蚀产物
与埋藏和出土后环境的关系，研究
病变机理，不但采用现代科学检测
手段对各种因素进行定性和量化分
析，而且比较研究防护的各种自然
和合成材料，研究文物保存和展示
适宜的环境等。

沈阳举办文物科技保护讲座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汉
家故事：图书馆藏汉代画像石拓片
及文物展”正在鲁迅美术学院图书
馆举办。此展是鲁迅美术学院图书
馆以馆藏汉代文物资源作为主题进
行的集中展示，希望观者通过观展，
了解汉代历史人文的多样性。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
时代，是一个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此展展出文
物 77 件，其中汉代画像石拓片 26
件，玉器 1 件，铜镜 12 枚，瓦当 20

枚，陶器等文物 15 件，碑帖拓片 3
种。展览以“汉家故事”为名，旨在
致敬汉代文化。

记者在现场看到，展览以汉
代画像石拓片为主，内容丰富，如

“车马出行图”“建鼓舞图”“水陆
攻战图”“伏羲像”“宴饮乐舞图”

“盘古开天图”等历史人物故事，
反映了汉代的社会文化、思想、艺
术和风俗观念，观众可以从中领
略汉画像石深沉雄厚、博大精深
的魅力。

鲁美举办汉代画像文物展

10月27日，记者采访了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大凌河中上
游地区红山文化考古项目负责人熊
增珑。

他告诉记者，在2009年至2011
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
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夏威夷大学联
合在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
县的大凌河上游流域开展了系统性
考古调查，在 205 平方公里内有针
对性地发掘了二布尺、三家遗址。

专家认为，以喀左县东山嘴遗
址为核心的大凌河上游地区在红山
文化阶段，存在地方性社区和超地
方性社区。专家根据地表采集的陶
片数量，进而推测出当时每个社区
内的人口数量，这次的调查成果反
映在《大凌河上游流域红山文化区
域性社会组织》一书中。

经调查，红山文化遗存在这一
区域内广泛分布，确认了反映 100
个小型地方社区的遗存组，区域人
口规模约在750人至1500人。约有
50%的地方社区是由一到两个家族
构成的农庄。其余社区人口规模较
大，最大规模的地方社区人口大约
有 150 人。大多数聚落不论大小，
分别可以划归四个小型超地方社区
或行政区。每一行政区由一组小型
地方社区组成，通常在中心有一个
规模较大的社区。分布范围约4公

里至 8公里，人口约有 100人至 700
人。在每个行政区的中心是红山文
化礼仪性建筑的地面遗存以及彩陶
筒形器，这表明礼仪性行为是最主
要的社会向心力。

目前，专家在人口统计方面还
没有发现各行政区之间有隶属关系
的证据。

自2016年开始，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夏威夷大
学、匹兹堡大学联合在牛河梁遗址
保护区西北开展“红山文化社区与
分期”研究项目，仍然采用区域系统
性调查方法，目前已调查了 150 平
方公里。

发现100个小型地方社区遗存组

进行时

近十年，辽宁红山文化考古结硕果——

发现遗址500余处
本报记者 王臻青

牛河梁遗址自上世纪 70 年代
开始，在其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
五、第十三和第十六地点开展过系
统的考古。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的
主体是一个具有神庙性质的建筑和
一个大型平台，还有仓库性质的附
属建筑和祭祀坑。第二、第三、第
五、第十六地点均为积石冢，尤以第
二地点积石冢规模最大、结构最复
杂、随葬品最丰富。第十三地点则
很可能是一个大型的祭坛。在牛河
梁遗址内，神庙、祭坛、积石冢群形
成一个有机整体。

熊增珑介绍说，1954 年，著名
考古学家尹达先生正式提出红山文
化的命名，历经 60 余年的发展，红
山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东北地区最著
名的一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中占据独特地
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东北亚地区
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支考古学文
化。近十年来，辽宁、内蒙古自治区
的考古工作者在前人工作的基础
上，继续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发掘等
工作，不断充实红山文化研究材料，
开展多学科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

东北亚地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

据熊增珑介绍，在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中，我省朝阳地区文物部
门相继在管辖区内发现了红山文
化遗址的线索：在北票地区发现了
两处红山文化遗址，在建平县发现
了南梁垭口遗址，在朝阳市龙城区
发现了半拉山墓地，在凌源市牛河
梁遗址保护区新发现了40余处红
山文化遗址等，但总体来看，遗址
发现的数量较少。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地区、通辽地区文物部门发现
了较多的红山文化遗址，总数约
1000处，其中，仅敖汉旗境内就发
现了约 530 处遗址。以上调查材
料表明，在大凌河、西拉木伦河、老
哈河流域内广泛分布着红山文化
时期的遗址。

2017 年开始，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与朝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喀左县博物馆、建平县博物馆、凌
源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调查队，对
红山文化遗址进行全面考古调
查 ，新 发 现 红 山 文 化 遗 址 416
处。十年来，辽宁红山文化考古
调查共发现 500 余处遗址。此次
调查，主要沿大凌河（含部分老哈
河流域）及其支流两岸台地进行
调查。经调查发现，红山文化遗
址大多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山坡。

墓地多分布在河流两岸山梁顶部
或独立的山丘顶部，少数墓地分
布在缓坡处。遗址和墓地多沿河
分布，两河交汇区域遗址和墓地
较丰富，遗址多选择临近水源，背
风向阳、地势开阔平坦的位置。
在调查区域南部的大凌河西支、
大凌河南支、第二牤牛河和老哈河
中游南段地区，红山文化遗址和墓
地多相伴分布，遗址多位于离墓地
不远的坡地上。在调查区域北部
的老哈河中游北段和蹦蹦河地区
发现，遗址分布密集，遗址数量远
远高于墓地数量，在遗址分布的密
集区极少发现有墓地。在遗址中
采集的遗物有陶片和石器等。陶
片有夹砂陶、泥质陶两种。夹砂陶
火候低，陶质疏松，多饰“之”字纹，
兼有刻划纹、压印指甲纹、席纹
等。泥质陶包括泥质红陶和泥质
灰陶，素面为主，有些饰“之”字纹、
黑色彩绘、红色彩绘等。石器包括
石斧、石铲、石耜、石磨盘、石磨棒、
细石器等。墓地采集遗物以祭祀
陶器为大宗，兼有少量的石器和骨
器和少量塔形器残片，石器主要为
细石器。

（本文所用图片除注明外，为
资料图片）

新发现红山文化遗址500余处

原创音乐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剧照。 金会刚 摄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牛河梁工作站工作人员在修复文物。 王臻青 摄

玉凤首 短体筒形器 带盖彩陶瓮勾云形玉器 建平东山岗墓地全景图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即
将来临的11月，沈阳市图书馆安排
了丰富多彩的公益讲座、公益演出、
公益培训，在初冬来临时为读者送
上一缕缕暖心之风。

据介 绍 ，公 益 讲 座 有《坚 定
文化自信，助推乡村振兴》《坚持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合
法 权 益》《美 学 研 究》《民间借贷
纠纷法律适用实证分析》《中国歌
剧——<苍原>》《百密一疏，防治
结合——骨质疏松症防治知识漫
谈》《肥胖与体重控制》等。

这些公益讲座都是在每个双

休日的 13 时 30 分至 15 时 30 分在
报告厅举行。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董锋，沈阳工业大学教授鄢长安、
鲁迅美术学院副教授杨艾璐，辽
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赵
华明、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
院副教授于厚亮、沈阳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讲师唐悦等担当这些公
益讲座的主讲人。

另外，公益演出有两场，第一
场为“星期六剧场”升级改版的首
场演出，是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推出的综艺专场，第二场为
沈阳市曲艺团推出的曲艺专场。

沈图11月公益讲座丰富多彩

牛河梁遗址博物馆。 王臻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