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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形式与方法把传统文化留在人们心中——

创新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时代使命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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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优秀传统文化纳入教育
计 划 ，并 与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相 结
合，把优秀传统文化的根“种”在
孩子们心中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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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
阳师范大学举行。这是我省开展优秀传统
文化进入学校教育主阵地的一个镜头。沈
阳师范大学戏剧艺术学院对全省 92 名中
小学音乐教师进行培训，经过培训，教师们
对中国的戏曲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
纷纷表示，回到学校后，将把学到的东西教
给孩子们，把戏曲艺术传承下去。
学校是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
阵地，学科教学是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的主要手段。
我省一方面将优秀传统文
化纳入学校管理和教育计划，
积
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校本教
材、纳入大语文教育，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作为义务教育地方
课程教材的重要内容，
作为高校
学生的必修课。一方面丰富拓
展校园文化，积极推进传统艺
术、传统体育进校园。仅 2019
年，举办传统文化课本剧展演、
诗词大会、
书法国画、
围棋比赛、
文 明 校 园 评 比 等 活 动 1000 余
场 ，参 与 学 生 20 余 万 人 次 。
2019 年，全省戏曲专家就走进
大中小学授课 300 余次，戏曲进校园演出
100多场，
受益学生 5万余人。
同时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公共文化
服务相结合，辽宁省博物馆打造了青少年
教育品牌项目“小讲解员培训班”，完成展
厅讲解 3500 余场，精心打造的“流动博物
馆”项目，2019 年，先后走进学校十余次，受
众 10 万余人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辽宁省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
仅 2019 年，
就举办 32 场，先后走进 4 所高校、21 所中小
学、7 所幼儿园，并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教育
阶段的学生教授不同的非遗项目，
比如大学
生教琥珀雕刻、古彩戏法等项目，教中小学
学生京剧、
剪纸、
泥塑彩绘等项目，
幼儿园则
展示木偶戏、
皮影戏、
糖人等项目。
而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则把戏剧的经典剧
目做成动漫，
到校园中传播，
仅2019年就开展
戏曲动漫进校园50场，
参与师生近5000人。

杨

竞

是积极全面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完成全省文化资源普
查、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让辽宁文化资源活起来、推出一批辽宁特
色文艺精品等，产生了广泛影响。

非遗体验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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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开展普查和研究，深入
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研究、
梳理和修复文化遗产，同时数字
化工作持续进行中
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
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自古就有研究、梳理
和总结文化遗产的优良传统。
近年，
我省全面开展普查和研究，
深入阐
发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一方面开展文化资源
普查工作，
构建了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辽
宁文化资源数据库，
明确了国家级、
省级、
市
级需重点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文化资源。
一方面建立了辽宁文物登录制度，健
全数据库登录、管理和使用机制。同时，重
点围绕红山文化、三燕文化、辽金文化、清
前文化、抗战文化、工业文化等，开展文化
研究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同时，保护利用历史古籍成效显著。
完成了全省的古籍普查工作，
《登记目录》
出版工作有序推进，并首次将民间古籍收
藏纳入珍贵古籍名录的申评工作。积极推
进古籍整理出版和古籍数字化工作，
开展了
《中华古籍总目·辽宁卷》的编纂，
第三、
第四
批《辽宁省珍贵古籍名录图录》正式出版，
我
省评选的四批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全部出版，
集中展示了我省珍贵古籍的概貌，
同时古籍
数字化工作也在持续进行。
加强古籍专业人才培养，
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省古籍保护中心）先后与沈阳师范大
学和辽宁大学开展合作办学，在人员交流、
古籍修复理论、
古籍文献的科技支撑等方面
深度合作，
开启我省古籍保护、
古籍修复相关
专业人员培养的新模式。另外，
辽宁省图书
馆加大古籍文献推广，
《抱朴子内篇》等 4 部
古籍赴京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大
展；
举办了 4场有关周易的讲座、
纪念五四运
动 100 周年馆藏文献展和我为古籍换新衣、
石刻拓印体验、雕版印刷体验、传统技艺展
示等系列体验活动，
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

长子情怀——辽宁工业美术作品展现场。

4 创新模式，举办展演，让传统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

核心 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丰厚源泉，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省多
提示 年来一直努力的方向，特别是 2017 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出台后，更

专题片《辽宁春节》海报。

化“活起来”
“火起来”，吸引更多人
喜爱传统文化
举办展览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
径之一，省博物馆、省图书馆、沈阳故宫博物馆
等加强办展工作，如沈阳故宫博物馆仅 2019 年
就举办了 22 个展览。
2019 年 10 月，
“ 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和
“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先后在辽宁省博物馆举
办，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由国家文物局、省委
宣传部主办的“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是世界范
围规模最大的以唐代书画呈现大唐风韵的展
览，为辽宁文化生活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是世界范围内首次集中
展示红山文化精品文物，全面反映了辽宁地区
多年来以牛河梁遗址为中心的红山文化考古学
研究的最新成果。两次大展探索出“让国宝活
起来”的有效路径，让世人看到了辽宁有国宝、
辽宁有历史、辽宁有文化。两次展览具有群众
性，针对不同群体设计不同讲解方式；具有创新
性，利用新媒体形态向国内外网络传播，在美国
《时代周刊》刊发专题文章；具有多元性，展览专
业图录供不应求、高端学术研讨会一票难求、
300 余种文创产品持续热卖。两个展览观者如
潮，截至 2020 年 1 月 12 日，接待观众和各类团
体合计 48 万余人。
传统节日是传承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载
体，我省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重
点利用元旦、春节、传统民俗节日、法定节假日，
深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具有民族传统和地域特
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省级文艺、
非遗展示团体与
各市县联合，
将各类传统技艺展示、
互动体验、
即兴
展演、
欢乐嘉年华等公益性活动融入当地重要文
化节庆之中，
扩大影响力和覆盖面，
并针对不同观
众群体，
有针对性地选调项目、
编演节目，
让传统文
化更好地融入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比如，
沈阳
故宫年年举办来故宫过大年展演活动。省文化馆
举办的
“2020年辽宁省少儿春节联欢晚会”
，
200多
名孩子合力演出，
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的风采。
2019 年，
省文联举办辽宁省第七届大学生戏
剧节、
省第三届大学生曲艺节和辽宁大学举办
“国
学节”
等，
不仅让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
“火起来”
，
还
吸引了他们在演出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开 展 特 色 戏 曲 展 演 交 流 。 举 办“ 菊 苑 流
芳 ——第五届辽吉黑蒙四省区地方戏曲优秀
剧目展演”，展演的剧目涵盖了评剧、辽剧、吉
剧、龙江剧、海城喇叭戏等剧种。同时，
辽剧《奉
天落子》、
海城喇叭戏《孝顺媳妇》等参加全国基层
院团地方戏曲优秀剧目展演；
鞍山市海城喇叭戏
入选 2019 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曲目并演出；
此外多个项目入选 2019 年度
“中华优秀传统艺术
传承发展计划”
戏曲专项扶持项目。
省文化馆举办东北三省京剧票友交流展，
300 多名票友纷纷登台演出，
传承国粹艺术。
而辽宁省戏曲进乡村惠民演出活动，共有
来自全省的 21 个文艺团体参与，为基层百姓
送去戏曲演出 220 场。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举
办了“辽宁省戏曲进乡村汇报演出暨 2020 年
迎新春戏曲晚会”，集中展示了“戏曲进乡村”
活动成果。

“2020 年辽宁省少儿春节联欢晚会”现场。

5 挖掘辽宁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出体现辽宁特色、辽宁元素的文

艺精品

歌剧《雪原》剧照。

3 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进有力。一方面做好历

史文物的保护；
一方面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
是人类技术和文化的结
晶。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就是对历史、
文化遗存的
保护，
是对人类社会共同记忆和利益的保护。
我省一方面做好历史文物的保护，坚持保
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
扎实做好辽宁历史文物保护工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省已建立健全辽
宁历史文物登录、保护、管理和使用机制。全省
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八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的有 19 处；编制了沈阳故宫等 100 余个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
划、维修保护方案，其中 49 个革命文物遗迹保
护工程项目列入辽宁省革命文物遗迹保护工程
四年工作计划。以红山文化为重点，持续推进
牛河梁红山文化申遗保护工作，推进长城保护、
中东铁路（辽宁段）建筑群保护展示和工业遗产
保护工程的实施。
另一方面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
承。结合辽宁实际，我省制定了《辽宁省传统工
艺振兴计划实施意见》，并发布《第一批辽宁省
传统工艺振兴目录》，明确对相关传统工艺项目
予以重点支持。
开展非遗保护名录体系建设，
省、
市、
县3级
共公布 2578 个非遗代表项目，
国家、省、市、县四
级非遗名录体系基本形成；
我省有 58 名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省级传承人 140 名。其中有 9
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开
展传承人保护工作，
对 24 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了抢救性记录工作。
另外，在国家大力支持下，我省加大对抚顺
琥珀雕刻、本溪评书、锦州满族民间刺绣项目的
基础设施建设。依托文化阵地推出“常态化展
示展演活动”，累计开展 1200 场，惠及观众近 14
万人，扩大了非遗的影响力和辐射面。
为传承人提供展示的舞台，在文馨苑的舞
台上，每月固定推出 2 至 4 场非遗专场展演，著
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田连元、刘兰芳评书专场展演都在
该小剧场上演。
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拍摄了一批体现优秀传
统文化的纪录片和专题片，如《辽宁老字号》
《辽
宁春节》
《指尖上的艺术》
《手艺辽宁》等，帮助我
们记忆和传播古老的中国文化，其中《手艺辽
宁》获辽宁省“五个一工程”奖。
沈阳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学戏剧艺术学
院于 2019 年 11 月带着传承人一同去美国举办
“‘东方神韵·粉墨中国’——中国戏曲脸谱艺术
国际巡展”，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19 年崔凯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
说唱·辽宁卷（一）》出版，系统地梳理了辽宁的
说唱史。2019 年出版的《辽宁曲艺史》，填补了
辽宁曲艺没有史论的空白，成为辽宁地域传统
曲艺文化研究的补缺之作。

挖掘辽宁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围绕红山
文化、
抗战文化、
工业文化、
英模文化等，
加大
对弘扬辽宁特色优秀传统文化文艺精品的扶
持力度，
推出体现辽宁特色、
辽宁元素的文艺
精品。
北方联合影视集团先后推出了《黄玫
瑰》
《毛丰美》
《郭明义》
《雷锋在 1959》等一
系列英模题材优秀影片；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推出儿童剧《爱孝总动员》
《水晶之心》、话剧
《工匠世家》等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代表
剧目；辽宁芭蕾舞团推出《八女投江》
《花木
兰》
《四季》等优秀芭蕾剧目，辽宁歌舞团演
出原创大型舞蹈诗《月颂》等。

2019 年有 4 部作品获全国
“五个一工程”
优秀作品奖，
开创辽宁文艺新局面。获奖作品
有电影《黄玫瑰》、
长篇小说《战国红》、
广播剧
《今生无悔》、
歌曲《和祖国在一起》。
省委宣传部、省文联主办，省美协承办
的“辽宁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长子情
怀——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辽宁工业美术
作品展”是对辽宁的历史文化和工业文化进
行的全面梳理。而在英模文化上，融媒体项
目《雷锋地图》，通过可视化手段生动再现雷
锋主要工作和生活经历，并深入阐释雷锋精
神的深刻内涵，为新时代宣传弘扬雷锋精
神、展现辽宁英模文化做出了创新探索。

6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人民的现代生活相融合，一定会使我们的

民族文化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如何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并转化
创新？记者采访了著名文艺美学家、辽宁大
学教授王向峰，他说，中华民族有 5000 多年
的历史，地域广阔，民族众多，但能成为统一
的大国，靠的是不断丰富的文化系统的维
系。我们的文化观念、文化信仰和文化概念
皆以不同形式与方法，渗透到国民的思想观
念中。今天，让人们了解和学习优秀传统文
化，有着深远的意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智慧源泉。
如何连通古今、转化创新，是传承和弘
扬传统文化最难的一关，也是最需要的一
环，需要我们用当代眼光审视和解读传统文
化，把那些具有代表性、富有当代价值的文
化经典选取出来，寻求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深度契合点。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曲
艺家协会主席崔凯说，
辽宁有红山文化、
抗战
文化、工业文化、英模文化等文化资源，这些
文化值得我们自豪，
值得我们传承。
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重要遗址考古发掘，
告诉世人，辽宁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在传统文化上有着深厚的根基，从精神层面
上也是民族之魂，这是我们辽宁的骄傲。这

也是辽宁战胜一切困难，伴随着中华巨龙的
腾飞，走向新时代的一面精神旗帜。
辽宁有抗战文化，在民族危亡时刻，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义
勇军，用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和血肉之躯与
日本侵略者战斗了 14 年，这种抗战精神，是
精神符号，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会
永远激励辽宁人民去奋斗。
工业文化是辽宁人民独有的精神财富，
我们建起了新中国的重要工业基地，
第一台
车床、第一台内燃机车以及新中国成立时挂
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第一枚国徽，都是辽宁人
制造出来的。这些成绩新中国不会忘记，我
们辽宁人更不会忘记，
这样一种文化精神，
也
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辽宁是英雄辈出的地方，在这片热土上
涌现出无数英雄，如雷锋、郭明义、罗阳等都
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时代楷模，同样是辽宁
地域文化里的一个闪光点。
辽宁是一块能创造奇迹的热土，
辽河流淌
着中华文明的血脉，辽宁人民正在进行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与人民的现代生活相融合，一定会使我们的
民族文化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