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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1月14日，记者
从辽宁人民艺术剧
院了解到，辽艺经典
话剧《父亲》获得“致

敬新中国话剧70年”十大代表
作殊荣。同时，2020年辽艺
工业题材原创话剧《工匠世
家》巡演在沈阳启幕。

据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
长佟春光介绍，除了原创话剧
《工匠世家》《祖传秘方》《爱孝
总动员》陆续在国内外巡演，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今年还将
排演话剧《天算》《远星》《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以及儿童剧
《大栓的小尾巴》。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等单位组织
评选的“致敬新中国话剧 70年”十大
代表作日前在广州揭晓，主办方邀请
国内专家学者评选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反映历史进程、具有代表性的10
部话剧作品，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话剧

《父亲》以及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谷文
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茶馆》、中
央戏剧学院的《桑树坪纪事》、上海话

剧艺术中心的《霓虹灯下的哨兵》、陕
西人民艺术剧院的《平凡的世界》等
10 部话剧获评“致敬新中国话剧 70
年”十大代表作殊荣。

话剧《父亲》是辽宁人民艺术剧
院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
年创排的现实主义题材剧目，于1999
年首演，2004年复排，至今已演出500
余场，演出足迹遍布北京、上海、江苏、

浙江、河南等地。该剧通过讲述工人
杨师傅一家曲折的经历、感人的故事，
展现了普通工人在遭遇企业转型困境
时，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
以小见大地呈现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国有企业转制过程。剧本由著名剧作
家李宝群创作，著名导演曹其敬执导，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原院长、著名表演
艺术家宋国锋领衔主演。

话剧《父亲》几乎包揽了我国所
有的国家级戏剧奖项，曾获中宣部第
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第九届文华大奖、第六届中国戏剧节
金奖、全国专业舞台艺术优秀保留剧
目大奖、第三届东北三省话剧节金
奖、辽宁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
奖，曾入选“2003-2004年度国家舞台
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

《父亲》获“致敬新中国话剧70年”十大代表作殊荣

本报讯 记者高爽报道 1 月
10 日，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大连
出版社举办“保卫想象力·‘大白鲸’
明日之星五人秀”，推介青年作家马
传思、王君心、王林柏、龙向梅、杨华
的作品，并与 5 位作家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正式启动“大白鲸”明日之
星合作计划。

该项目由大连出版社、大白鲸
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大连圣亚旅游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大
连市分行联合主办，是中央文化产业
发展示范项目“大白鲸计划”的一部
分，致力于助推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发
展，助力优秀青年作家成为中国儿童
文学创作的中流砥柱。大连出版社
将在选题策划、包装出版、营销推广、
版权运营、品牌塑造等方面，为“明日
之星”优先配备优势资源，联合打造
签约作品品牌、作家个人品牌。

大连出版社致力于打造“中国
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产业链领导者品
牌”，策划发起的“大白鲸”优秀作品
征集活动，以“保卫想象力”为主旨、

面向全球、奖励原创幻想儿童文学
和图画书创作，被评论界誉为“吹响
了幻想儿童文学新军的集结号”。
该计划于2013年启动，已成功举办
六届，《寻找蓝色风》等“大白鲸”优
秀作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版权输
出到尼泊尔、埃及、斯里兰卡等国。

现场签约的马传思、王君心、王
林柏、龙向梅、杨华均是从“大白鲸”
原创优秀作品征集活动中脱颖而出
的青年作家。“对一个新人来说，文
坛有着很高的门槛。而‘大白鲸’打
破了这道门槛。从这个角度说，‘大
白鲸’对于培植当代中国原创幻想
儿童文学，善莫大焉。”马传思说。
而在 90 后青年作家王君心眼中，

“大白鲸”活动“让多年来只能把自
己关在房间里，独自摸索的我有机
会得到各路高人的点拨和指引，加
速了我的成长。”

主办方表示，“大白鲸”明日之
星合作计划对于出版业立足长远培
养作家、科学优化作家资源起到了
引领带动作用。

大连出版社“明日之星五人秀”
亮相北京图书订货会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少
图之声·歌颂祖国”小读者喜迎新春
诵读比赛总决赛日前在沈阳市少年
儿童图书馆举行。该项比赛由沈阳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承办。

沈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小读
者诵读大赛自 2019 年 9 月 启 动
以 来 ，得 到 了 该 馆 115 家 分 馆 、
流动站的积极响应。比赛以“经
典诵读”为基本要求，通过诗词吟
诵、演讲等方式，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此次活动也拉开
了该馆寒假活动的序幕，“文溯少
图讲坛”“童享非遗坊”“童升国
学堂”“贝贝故事乐园”“机器人创
客教育”五大阵地特色阅读品牌
活动，优秀影视作品展播、3D 绘
画墙数字阅读体验，“贴出年的吉
祥——中华春联珍品展”精品展
览等一系列类型新颖、形式多样
的活动，让小读者度过一个快乐
假期。

“歌颂祖国”小读者诵读比赛开赛

《卖水》《三家店》《花为媒》……
92 名教师在舞台上有板有眼地唱起
京剧和评剧，这是“2020 年辽宁省中
小学音乐教师戏曲培训结业仪式暨
汇报演出”现场。

汇报演出从水袖功开始，教师们
在舞台上有模有样地表演着抖袖、
掷袖、挥袖、拂袖、抛袖。水袖功是
中国戏曲的基本功之一，是演员在舞
台上表达人物感情时放大、延长的手
法，水袖的姿势有数百种，要求神韵合
一，对技法神韵都有很高的要求。

接着是折扇表演，只见教师们通
过手中的折扇演化出各种舞姿来表
现人物情绪，刻画人物性格。生、旦、
净、丑各行角色皆有此功，但以小生、
花旦等使用最多。

作为戏曲演员的必修课，戏曲的
掌是演员手部的表现，此次培训当
然少不了。教师们在舞台上对不同
角色、不同的行当掌式进行了表演。

教师们还演唱了评剧《花为媒》
和京剧《卖水》《三家店》等，字清腔
纯，节奏准确，以情带腔，把节奏、旋
律、感情、语气很自然地融为一体。

单枪、双枪、单刀、指等表演，做
到了内外一致、精神贯一，即得其心，

又应其手，把人物表演得活灵活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本次培训

活动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教育
厅主办，沈阳师范大学戏剧艺术学院
承办。来自全省的 92 名中小学音乐
教师参加培训。在 5天的时间里，沈
阳师范大学戏剧艺术学院表演专业
教师对这些学员进行了“戏曲基础知
识”“戏曲经典唱段”“戏曲身段”“戏

曲把子功”培训，通过对戏曲基础知
识以及戏曲唱、念、做、打的综合学习
与训练，使学员们掌握了戏曲的基本
常识，培养学员的基本表演技能，把
握戏曲表演程式性特征，掌握戏曲
独特的音乐旋律，全面提升承担戏
曲教学任务的师资队伍的专业知识
和专业技能，确保戏曲进校园工作高
质量、持续平稳地推进。

学员们经过本次培训，对中国戏
曲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对戏曲基础
知识以及戏曲唱、念、做、打都有了更
深一步的了解。他们纷纷表示，回到
学校后要把学到的知识教给学生们，
把戏曲艺术传承下去。

戏曲培训结业仪式结束后，大连
市普兰店区第二十一中学老师李晓
林为这次培训写了一篇文章叫《人生
有“戏”》，记录了学习过程中沈阳师
范大学戏剧艺术学院各位老师是怎
样不厌其烦、不辞辛苦地细心教他
们，更提到了该院张威院长。她写
道：“院长张威用她丰厚的戏曲理论，
让我们走进京剧艺术中，感受着‘三
五步行遍天下，七八人百万雄兵’的
京剧艺术……”

张威对记者说，戏曲文化传承离
不开人才培养，将戏曲教育纳入学校
教育体系，使戏曲教育常态化是大势
所趋。戏曲进校园工作的持续开展，
需要一批专业师资队伍，将戏曲艺术
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使学生近距离接
触戏曲文化，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魅力，为推进我省戏曲进校园工作
平稳开展和推动中国戏曲文化广泛
传播贡献力量。

省中小学音乐教师戏曲培训结业汇报演出举行

92名教师舞台上唱起京剧有板有眼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月
16 日，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沈阳市群
众艺术馆组织文化志愿者演出团队
来到新民市后营子村，用一场精彩
的“2020迎新春‘我们的中国梦’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进万家
文艺演出”，与村民们共迎新春佳节
的到来。

本场演出集合了沈阳市群众艺
术馆、沈阳演艺集团、吉林民间艺术
团等团体的优秀文化志愿者。虽然

冒着严寒，但文化志愿者们情绪高
涨，能够通过文艺演出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到群众中去，大
家觉得非常值得。演出精心编排了
歌曲《相亲相爱一家人》《在那桃花
盛开的地方》、小提琴《紫色激情》、
二人转《小拜年》、戏曲联唱等高品
质又接地气的节目，为百姓送欢笑、
送温暖，营造出浓郁的节日气氛，受
到村民们的热烈欢迎。据悉，随着
春节临近，沈阳市的各类群众文化
活动也将陆续开展。

沈阳文化志愿者演出
“我们的中国梦”节目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创作
一直秉承优秀传统，关注现实生活，
关注社会发展。多年来，创作了一批
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舞台艺术精
品，尤其是工业题材话剧在全国产生
广泛影响。2019年，辽艺创作的又一
部工业题材话剧《工匠世家》再次赢
得观众赞誉，并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
助项目。新年到来之际，《工匠世家》
在沈阳中华剧场连演两场。作为全
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剧目，《工匠世家》自首演以来，再次
亮相沈阳舞台。该剧还将赴省外巡
演。记者看到，剧场里挂着醒目的条
幅：“工匠精神匠心打造，长子情深深
情献礼。”据了解，有些观众已看过首
演，这次是二度前往剧场赏剧。

《工匠世家》是在省文化演艺集
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指导下完
成创作的。该剧由黑纪文担任编
剧，宋国锋担任导演，姚居德、高爱
军等辽艺优秀演员联袂演出。为了

更好地展现和诠释剧中的人物形
象，剧组主创人员走访了沈鼓集团、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体验生活，
深入了解现代工人践行工匠精神的
心路历程。

佟春光表示，《工匠世家》在秉承
辽艺话剧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力求呈
现出新风貌，讴歌时代精神。5 月，

《工匠世家》将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
浩特市上演。目前已有多个省市邀
请辽艺前往演出这部话剧力作。

话剧《工匠世家》沈阳乌兰浩特巡演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辽
宁省冰雪画艺术研究会年会”近日
在沈阳举行。

过去的一年，辽宁省冰雪画艺术
研究会的15位画家参加了“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书画展。研究会多次
做公益活动，为了迎接2022年冬奥会，
研究会的22位优秀画家经过近一个
月的构思，创作出全长为 20.22米的
冰雪画卷，赠送北京冬奥组委会，并

被国家冬奥博物馆永久收藏。
今年，研究会将在旅顺博物馆举办

“冰雪画艺术大展”，在吉林长白山书画
院举办两地交流展。研究会会长马成
梁将带领辽宁省冰雪画艺术研究会
画家深入山区、农村等地进行写生，
把自然造化之美与冰雪文化相交融，
继承传统、开拓创新，对中国水墨冰
雪画艺术发展进行深入的探究，寻求
辽宁省冰雪画艺术发展的新途径。

画家聚沈研讨
冰雪画艺术发展新途径

《父亲》再获殊荣《工匠世家》将赴内蒙古演出

辽艺工业题材话剧巡演启幕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 月
15 日，沈阳市文联“红色文艺轻骑
兵”小分队来到沈阳市大东区京大
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大北作业中心，
开展文艺宣传慰问活动。书法家们
挥毫泼墨，将对环卫工人的感恩和
敬意倾注笔端。

活动现场，沈阳市书法家协会副
主席赵友章、高凤江、李震、陈洪普等

用精湛的笔法写下对环卫工人的美
好祝愿，暖意洋洋的春联和大大的福
字呈现在大家眼前。清扫班老班长
赵启成平时爱好文学，看到小分队来
送文化送温暖后，自创了一副对联表
心意。“新春文艺志愿服务进万家”慰
问服务活动，让环卫工人感受到浓浓
的节日氛围。领到春联和福字的环
卫工人，欢笑洋溢在脸上。

“红色文艺轻骑兵”
新春送文化到基层

《父亲》剧照

《工匠世家》剧照 （本文图片由辽艺提供）

汇报演出现场 左继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