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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连日来，期末考试一结束，沈阳大学文物保护志愿者团队就开始活动起来，记者闻讯走进他们的“文保时间”。
以文化为导师，以遗迹为课堂。遵循这样的理念，2015年11月5日，沈阳大学文物保护志愿者团队成立，这

也是省内首个大学生文保志愿者团队。他们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抽出“文保时间”，举办文保讲坛、寻访文化遗
址、参与社会文保志愿者相关活动。 现在，“文保时间”成了这些大学生的常态活动，其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据悉，在我省文保队伍中，除沈阳大学文保志愿者团队外，来自辽宁大学、沈阳建筑大学、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等高
校的大学生也成为文物保护的新生力量。

热闹非凡的舞台，一张张快乐、
自信、真诚的笑脸……1月10日 ，“多
彩梦想·快乐起航”2020年辽宁省少儿
春节联欢晚会在辽宁省青少年文化活
动中心上演。孩子们用动听的歌声、
欢快的舞蹈，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
的风采，赢得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晚会分为“鼓韵迎春”“多彩童
年”“爱在春天”“梦想蔚蓝”“快乐起
航”“祝福你亲爱的祖国”6个板块，歌
舞、戏曲、相声、器乐、朗诵等 16个节
目，200多名孩子参演，孩子们的热情
加快了春节的脚步。

晚会在锣鼓《鼓韵迎春》热烈、喜
庆的气氛中拉开了序幕，接着，舞蹈

《巷子里的童年》表现出孩子们欢快
的童年；歌曲《恭喜恭喜》是大家耳熟
能详的贺年歌曲，但由孩子们唱出来
别有一番滋味；器乐《青花瓷》那悠扬
的琴声讲述了古老的故事；独舞《迷
人的天山》跳的是维吾尔族舞蹈，舞
者高雅慧把维吾尔族舞蹈热情、豪
放、稳重、细腻的风格表演得淋漓尽
致。舞蹈《邵多丽》是获得 2019年荷
韵风采全国舞蹈大赛金奖的作品，由
董美辰、王溪尧、乔嘉文表演，并多次
登上央视舞台。

少 儿 春 晚 的 舞 台 也 少 不 了 京

剧。戏曲《春满梨园》由葛嘉琦、郝梓
如、尚恒羽等 30名孩子一起表演，其
中，这 3名孩子曾获全国戏曲小梅花
奖。而群口相声《告状》、舞蹈《我心
中的画 》、诗朗诵《一件没有织完的
毛衣》、街舞《夺宝奇兵》、独舞《 寂静
的草原》等节目精彩纷呈。

值得一提的是，当晚的歌曲串烧
中，BBX组合原唱单曲《爱有多甜》和
MGC 组合原唱单曲《童真 lovely》在
QQ音乐等各大音乐平台全网发行。

最后，合唱《祝福你亲爱的祖国》
将晚会再次推向高潮，传递了正能
量。“多彩梦想·快乐起航”的理念更
加深入孩子们的心。

台下的观众看得激情澎湃，现场
气氛欢快、热烈。

演出结束后，12岁的高雅慧对记
者说，她从小就跳维吾尔族舞蹈《迷
人的天山》，她随就读的辽宁歌舞团
附属艺术学校去日本演出时，也表演
了这个舞蹈。登上 2020 年辽宁省少

儿春节联欢晚会舞台，她很激动，为
了将这段独舞跳好，她在老师崔晓琪
的指导下又练了半年，感谢这个为少
年儿童搭建的展示梦想的舞台。

独舞《 寂静的草原》的表演者马
梓萌高兴地说：“在舞台上跳舞时，
好像看到了美丽辽阔的大草原，我
们用舞姿展示了新时代少年儿童的
风采。”

许多家长纷纷表示，这台体现童
真、童趣、童梦，轻松活泼、极具文化
内涵的大型少儿春节联欢晚会，有利
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此次晚会由辽宁省文化演艺集
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辽宁
省文化馆（辽宁省青年宫）承办。记
者在现场采访时，辽宁省文化馆馆长
王吉祥介绍，2018 年，辽宁省群众艺
术馆与辽宁省青年宫优化整合重组
为辽宁省文化馆（辽宁省青年宫）后，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青少年喜闻乐见
的公益文化活动。一年多来，在夯实
青少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上投入大
量精力，工作成果丰硕。举办少儿春
节联欢晚会，充分展现了文化馆开展
青少年文化工作的成果，为全省少年
儿童搭建了展示梦想的舞台，提升了
全省少年儿童的文化艺术素养。

6个板块16个节目

200多名孩子合力演出辽宁少儿春晚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 杨竞报道
1月 15 日，记者在沈阳市图书馆看
到，这边是春联与谜语的主场，那
边是综艺表演的盛况，多功能厅里，
一场来自专业文艺团队的综艺演出
别具风采，画院展厅举办的新春书
画作品展吸引了读者的目光。由
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
办，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
阳市文化演艺中心）、沈阳市图书
馆承办的2020年“闹新春·过大年”
系列文化活动正式启动，让来此参
加活动的百姓提前感受到过年的

氛围。
该馆邀请了 50 位书法家现场

写春联赠送读者，书写现场熙来攘
往，春联写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在书法家为读者写春联的同时，
有奖猜谜活动也在热热闹闹地进
行，猜中谜底的读者可在领奖区领
取奖品，脸上写满喜悦。还有读者
在展厅欣赏参展的百余幅书画作
品。数字阅读推广活动利用现代
科技手段向读者推介馆藏文献资
源，以满足那些钟情于线上阅读者
全天候阅读与享受馆藏数字资源。

沈图“闹新春·过大年”
系列活动启动

前几天，还跟几位朋友有过一次
争论，关于学者们的各种“奇谈怪
论”。我的“辩护”意见是：很多观点
看似无厘头，往往是媒体断章取义的
结果。双方各举很多例证，谁也不能
说服谁。可就在几个小时后，“对方
辩友”就发过来一篇文章——某位学
者说“亚当是亚洲的当，夏娃是华夏
的娃”，以为是搞笑的段子，点开一
看，还真是一个正襟危坐的场合。接
着就看到了这篇引起网络热议的论
文——冻土学家徐中民谈“导师的崇
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真是打脸，
再无可辩。

互联网的记忆是强大的，因为这
则新闻，网友们把过去这些年媒体曝
光过的神论文全部罗列出来，什么

《行长的面部宽高比影响银行绩效的
路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蟋蟀身
体与战斗力关系的认识》《试论“量子
纠缠”与针灸》，等等，真是洋洋大
观。我也找到了一个有趣的巧合：去
年，演员翟天临因为不知道知网被网
友揪出来，结果导致自己的博士论文
被发现抄袭，最终学校和导师受到牵
连，这事发生在春节期间；今年这篇
吹捧导师，结果把导师坑了的7年前
的旧文被网友翻出来，同样发生在快
过年的时候。如果写一篇《论坑师行
为与春节的关系》，没准儿也能登上

“神论文排行榜”啥的。
每一次论文事件的发酵，都令人

从不同侧面反思学术领域的种种问
题，确实也值得反思。很多评论文章
都在讨论，相信会对问题的解决有所
促进。我说不出更多的新意了，但还
是想说上一句：“并不是所有学者都
是这样做研究、这样写论文的。”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与学者
打交道。我所接触到的学者当中，治
学严谨者占了大多数。很多记者打
怵跟学者打交道，也跟他们比较“死

板”“爱较真儿”有关系。我还记得有
一次关于一项网络调查，拿着数据请
一位社会学教授做评论，她跟我讲了
大半天的时间，从问卷设计的科学性
到结论的严谨周密。等到稿子写成
了发给她看，她又进行了认真修改，
把一些通俗的表述都改成了专业术
语。邮件里，她还特别表示了抱歉：

“其实有些话你那么说也行，但是出
于职业习惯，我还是忍不住改了一
下。”说实话，她改过的稿子让我有一
些无奈，很担心读者因此看不懂，但
对她的治学态度我心生敬意。

这样的事并不值得大书特书，不
过是学者应有的样子。但也正因为
平常，反倒没有办法占据版面、登上
热搜。在我们的网络上，只有看到老
教授坐飞机、乘高铁还在做研究，或
者博士不知知网、专家吹捧导师，才
会引起我们的关注。前者令我们敬
佩，后者引发群嘲，而这中间的大多
数反倒被我们忽略了。我所认识的
学者们，他们或者也有很多自己的小
心思、小不满，但一旦进入自己的学
术领域，他们还是有敬畏心、有职业
操守的。

我读过研究生，仅仅3年时间就
深知其中的辛苦。所以，我至今仍然
尊重所有选择以学术为终生事业的
人，这是一条孤独而艰辛的道路。就
像王国维那段经典的论述，无论从事
哪一项学术研究，从“昨夜西风凋碧
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到“衣带
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再到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这个过程无比艰
难，所谓“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
年”，甚至多少还有运气成分，多少人
可能只能行至半途。

所以还是想说：别因为那些学术
不端的人就黑化了整个学者群体，更
别因为那些奇葩论文就看轻了学术。

别因为奇葩论文看低了学术
高 爽

1月12日的“文保时间”安排了
寻访盛京方城及周边文化古迹活
动。活动主持人是该团队指导教师
赵旭，他也是省文保志愿者团队的
成员。

9 时许，活动开始。一行人沿
八王寺街前行，经过边墙路进入沈
阳古城第一层次——关墙内。路
上，时常出现“清泉路”“甘泉路”的
字样，赵旭对此解释道：“这显然是
与那口‘东北第一甘泉’的八王寺古
井有关。上世纪20年代，依托古井而
生的‘金铎牌’饮料就有自勉振兴民族
工业，以抗衡外侮经济侵略的寓意。”

穿过取意巷，转入太平桥巷，团队
来到天后宫和三皇庙。赵旭讲解道：

“这两处遗址历史悠久，天后宫依托
闽江会馆，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作为
辽沈农耕文化和闽江沿海商贸文化结
合的产物，这里展现出沈阳当时水陆
码头经济的繁盛。三皇庙建于清代康
熙年间，从清末文人缪润绂《沈阳百咏》

中‘艳说蟠桃会众仙，三皇庙里醵开筵’
的描述，可见当时的热闹繁荣。”

从白塔路经白塔小学再过九门
路，进入沈阳古城第二层次——盛京
方城。沿九门路跨正阳街来到一处
旧物收购站，这里有盛京古城现存最
后一段城墙，融合明清两代的历史积
淀。赵旭告诉记者，这一段古城墙存
在于收购站里，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
恰恰因为这个收购站，简陋的雨搭，周
边的支撑，让它得到了一定的保护。

沿着九门路走到罕王宫，再从
豫王府转出来，经大北门进入中街
北苑观火神庙，访常荫槐公馆。赵
旭说：“这几处文化遗址或与商业场
所融为一体，或成为居民社区文化景
观，或成为办公用地。这种将文化遗
址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的形式，对
今后的文物保护与发挥文化软实力
功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模式。”

中午时分，这次历时近 3 个小
时的文化访古之旅结束。

3小时的文化访古之旅

文保讲坛 访古之旅 作文著述

走进大学生志愿者的“文保时间”
本报记者 赵乃林

1 月 10 日晚，2020“文保讲坛”
首场开讲，主讲人是沈阳大学文法
学院2018级师范生崔寅秋，题目是

《我家乡的大孤山古建筑群》。
“我在丹东东港出生、长大，

美丽的家乡一直令我骄傲，我今
天要讲的就是这里的大孤山古建
筑群……”崔寅秋笑盈盈地打开了
话匣子。

“大孤山古建筑群，是清代中晚
期的古建筑遗存。古建筑群位于东
港市西部的大孤山南山腰，由山上的
圣水宫和山下的天后宫等组成，集中
在一条中轴线上……”

崔寅秋操作着课件，讲解着古
建筑群的结构及所承载的文化意

义。台下的同学们不时向她询问，
气氛活跃。

在“文保讲坛”的记事本上，记
者看到，每一场讲坛内容和主讲人
都在变。《古城探秘——寻访兴州
古城》《古城探秘——探寻赫图阿
拉城》《从新乐村落里嗅原始生活
气息》《大帅府游记》《探访曹雪芹
故居》《从太清宫看东北道教文化
的发展》《钟鼓楼遗址探访》《沈阳
金融博物馆简谈》……选题涉及面
广，有的写家乡的老建筑，有的写
自己感悟最深的文保经历，有的写
对民俗传统的见地，至今已举办 30
多场。主讲人来自省内外，一年级
新生和四年级学生都有。

2020首场“文保讲坛”开讲

边 走 、边 读 、边 问 、边 写 相 结
合 ，文 物 、文 字 、文 化 、文 学 于 一
体。这样的学习方式润物细无声，
也给热爱文保的学生们带来了成长
的力量。大学生文保志愿者团队成
员张瞳的论文——《关于沈阳古建筑
文物保护与应用情况的调查报告》发
表在 2017 年第 19 期《汉字文化》上，
吕宗祐、陈亚针、陈思竹、李晓萌 4 名
学生的作品于 2019 年 7 月入选沈阳
市文物局和沈阳市文保协会编辑的

《价值研究与传播计划——沈阳文物
故事解说词汇编》一书，学生们还编
撰了大量地域文化文集，如将沈阳现
存碑志加以标点注释，编辑成《石光
永恒》。仅2018年至今，就编辑了《鸿
雁文章汇·地域文化专刊》近 5 万字，

《地域文化小说集》五辑 70 余万字，
《辽沈地域文化访古录》三辑 50 余万
字等。相关科研项目如 2017 年辽宁

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辽宁
地域文学史课程的构建策略研究”
等，也都融入了学生们的学习实践成
果。

赵旭认为，大学生参加文保活动
的意义在于，为区域文化发展构建了
一支生力军，有助于传承历史，挖掘历
史底蕴，提升地域文化品位；从大学生
自身发展看，参与文保，对丰富自身文
化结构，强化文化意识，投身区域文
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高校教育发
展看，大学生参与文保，有助于丰富
教学结构，构建起立体教学模式。

记者了解到，沈阳大学、沈阳建
筑大学、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等
高校的大学生文保志愿者毕业后或
考入相关专业进一步深造，或进入
文保部门从事相关工作，或以志愿
者身份在不同岗位上为文保事业奉
献力量。

文保带给大学生成长的力量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 月
12 日，“秘密剧场”品牌发布会暨

《奉天传奇 1937》启幕式在玖伍文
化城·电影公元举行。

“秘密剧场”是电影公元·影艺
工厂全新打造的综合性多维深度沉
浸式体验项目。它将传统戏剧演
绎、沉浸式互动体验与实景社交娱
乐相结合，拉近了观众与舞台之间
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赋予每名
参与者以角色和任务，甚至影响整

个剧情的走向。参与者不再是观
众，而是参与其中的一分子。《奉天
传奇 1937》是“秘密剧场”团队推出
的第一部作品。故事讲述了 70 多
年前发生在老沈阳城里的一段可歌
可泣的英雄事迹，展现了辽宁人情
比天高、义比海深的优秀品格，以及
属于东北人的敢闯敢拼、坚韧不拔
的 精 神 内 核 。 据 悉 ，《奉 天 传 奇
1937》是这一系列的序章，未来还有

《奉天传奇》系列三部曲。

《奉天传奇1937》启幕式举行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月
13日，辽宁美术馆（辽宁画院）文化小
分队由馆长冷旭带队到抚顺市东洲
区中心敬老院，开展“翰墨传情 迎春
敬老”书画家基层送温暖活动。此活
动是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系列活动之一。

春节将至，室外寒冷，抚顺市东
洲区中心敬老院的活动室内却充满
喜庆气氛。辽宁美术馆（辽宁画院）

文化小分队的书画家们执笔蘸墨、
尽情挥毫，将饱含深情、喜气洋洋的
春联和福字送到老人的手中。敬老
院的老人们在书画家的案桌前驻足
欣赏，笔到精妙处，不时传来阵阵的
喝彩与掌声。有的老人还兴致勃勃
地提笔勾画，与书画家共同赞美伟
大祖国的繁荣富强。文化小分队的
书画家用笔墨传情，为老人们送上
了一份最诚挚的新春祝福，营造了
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书画家到基层
开展“翰墨传情 迎春敬老”活动

赵旭在为学生讲解老建筑背后的文化。

文化七日谈 WENHUA

省少儿春节联欢晚会现场。 刘秋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