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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7月2日，辽宁儿童艺术剧院迎来建院60周年纪念日。当日，辽宁儿童艺术剧院举办了系列庆祝活
动，邀请那些曾经为辽宁儿童艺术事业作出贡献的老艺术家们回到剧院，参观剧院新址、剧院新落成的
院史馆，并且以“童心童话、艺行甲子”为主题进行线上线下研讨。嘉宾们一起观看了新近复排的辽宁儿
艺经典儿童剧《大栓的小尾巴》。

在新落成的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院史馆，老艺术家们深情注视着一件件珍贵的展品，每一件
展品都凝聚着剧院的光荣与梦想。他们驻足凝视着话剧《李尔王》主人公穿过的大红丝绒斗篷、儿童剧《西游后记》中
孙悟空穿过的金色盔甲以及辽宁儿艺当年演出时印制的五颜六色的节目单……每一件展品都有讲不完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商越报道 7 月 1
日，中宣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文物局等四部门公布了第二批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辽
宁岫岩满族自治县等12个县区入选，
被列入东北抗日联军片区和冀热辽
片区。

据国家文物局介绍，按照集中连
片、突出重点、国家统筹、区划完整的
原则，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
分县名单，是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
根据地为主体，统筹考虑红军长征、
西路军、东北抗日联军的革命史实和

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新疆人民的革
命活动，坚持以革命史实为基础、以
党史权威文献和中共党史研究最新
成果为参考、以革命文物为依据，确
定片区共计22个。

第二批公布的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片区，包括长征、西路军、东北抗日
联军、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
冀鲁豫、山东、苏中、苏南、淮北等，涉
及31个省228个市988个县。第一批
和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共
涉及31个省268个市1433个县，全覆
盖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后续根据革命史实和
革命文物类文物保护单位变动情况，
四部门还会适时充实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片区分县名单。

记者注意到，在东北抗日联军片
区确定的县区名单中，辽宁鞍山市的
岫岩满族自治县，抚顺市的清原满族
自治县，本溪市的平山区、南芬区、本
溪满族自治县、桓仁满族自治县，丹
东市的宽甸满族自治县、凤城市，铁
岭市的西丰县等九地上榜。另在冀
热辽片区名单中，辽宁省朝阳市的建
平县，葫芦岛市的连山区和建昌县三

地入选。
国家文物局表示，公布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只是第一步，
而抓好政策落地、抓紧项目储备、抓
实展示利用是关键。下一步将推进
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程，整
合资源、创新机制，有序推进革命旧
址维修保护行动和馆藏革命文物保
护修复计划，文物部门将组织、实施
和完工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展示项
目。要让革命文物活起来，促进文旅
融合，提质特色产业，助力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

辽宁12地列入国家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省
国防教育基金会日前联合省老年书
画研究会在沈阳举办“唱国歌嘹亮，
绘党旗鲜红，展国防雄风——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纪念活
动”，与会者讲述国歌故事，重温入
党誓词，老年书画爱好者挥毫写字
作画，以笔会的方式献礼党的生日。

在省政府港澳办的支持下，本

次活动特别邀请了香港同胞眷属、
《国歌的故事——义勇军进行曲的
由来》一书的作者李姝，为与会者详
细讲述了国歌诞生前后的一些故
事。省老年书画研究会成员以国防
教育为题材创作一批书画作品，现
场捐赠给省国防教育基金会。参加
活动的还有来自省内的国防教育志
愿者。

省老年书画研究会
举办“七一”主题笔会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市通过“文物赋彩 全面小康”主
题活动不断加大文物古迹保护力
度，目前，多家文博单位充分利用
线上线下多平台举办宣讲活动，营
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关注和保护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

清昭陵邀请文物爱好者和园中
游客一同参观园区内正在修缮的祭
祀用房, 近距离观看古建筑修缮保
护施工工艺。沈阳故宫博物院和辽
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通过官方微

博、腾讯直播间等多个直播平台展
示馆藏文物所蕴含的历代匠人的精
湛技艺。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
馆与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
庭旧址陈列馆共同举办“文脉绵延
薪火相传”系列活动，通过抖音平台
介绍馆内重点文物，邀请小记者们
讲述文物故事，传承抗战文化。新
乐遗址博物馆“汉风古韵——营城
子汉墓出土文物展”开展后，邀请小
志愿者亲身体验手工制陶等活动，
使他们加深对史前文化的了解。

沈阳加大文物古迹宣传保护力度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作家李同峰创作的长篇小说《天
下第一厂》日前由中国出版集团北
京现代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部小说以北市场奉天纺纱
厂为背景，描写了以董学政为代表
的共产党人坚持抗日斗争的故事，
讴歌了纺纱厂地下党组织在中共
满洲省委领导下，为沈阳解放所作
出的贡献。

李同峰说，奉天纺纱厂里不仅
有民族工业的崛起故事，更有沈阳
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斗争的爱国事
迹。翻开中国经济史，离不开当年
奉天纺纱厂昼夜响彻的纺纱声，用
小说形式展现出来，无疑唤起人们
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李同峰系沈阳
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他将该书创
作手稿捐给东北军事后勤史馆作为
永久性收藏。

长篇小说《天下第一厂》出版

盛京大剧院，大幕还未拉开，声
声入耳的辽西影调戏唱腔就把观众
带入话剧《战国红》所描述的辽西生
活情境之中。

由 沈 阳 市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中 心
（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沈阳话剧
团倾情创排的话剧《战国红》自 6 月
30 日起，在盛京大剧院连演 3场，深
受观众好评。著名军旅诗人胡世宗认
为，话剧《战国红》生动地反映了现实
生活和辽宁地域文化，传达出了时代
精神。

剧情在演员们的精彩表演中缓
缓展开：临近退休的机关干部陈放，
带着党的精准扶贫政策，带着抗联老
战士爷爷的夙愿，来到辽西最贫困的
柳城……话剧《战国红》根据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同名长
篇小说《战国红》改编，是一部以农村
精准扶贫为题材的现实主义力作。
该剧以精准扶贫为主线，以话剧艺术
形式讲述了即将退休的共产党员陈
放，主动请缨，到辽西最贫困地区扶
贫扶志的感人故事。以陈放为代表
的驻村扶贫干部在治赌、修路、植树、
引自来水以及发展经济等一系列扶
贫工作中化解重重矛盾，带领村民脱

贫致富，实现观念转变、精神升华，并
引领一批新时代农村青年成长为乡
村建设发展的主力。该剧由著名编
剧黑纪文根据作家滕贞甫同名小说
改编，黑晓欧执导，沈阳话剧团优秀
演员联袂出演。

据了解，小说《战国红》出版之
后，黑纪文在网上买了一本，一气呵

成读完全书。读罢不忍释卷，又连续
读了两遍。黑纪文称：“《战国红》每
个章节的文字都美，文中深意力透纸
背。这种阅读体验很独特，所以我很
想把这部小说改编成话剧，让更多人
欣赏文学与戏剧的魅力。”

《战国红》小说的开场诗意、唯
美，作为长篇小说需要这样的铺排；

而戏剧是要制造矛盾冲突的。话剧
《战国红》一开场就抓住观众，一个贫
困户的女儿因绝望而跳井，激烈的冲
突瞬间将观众拉入剧情中。

在演出现场记者看到，话剧《战
国红》的情节和小说一些情节有所
不同，剧本保留了丰富多彩的情感
线，又增加了一些推进戏剧矛盾冲突
的辅助性角色。此外，为了突出这部
话剧的地域文化特征，黑晓欧将辽宁
独具特色的影调戏融入剧中。剧组请
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许子林，根据剧情发展为话剧《战
国红》录制影调戏唱段，用以辅助全
剧起承转合以及人物心理外化、渲
染氛围，处理手法高级，让观众倍感
亲切。

话剧《战国红》吸引了很多观众
观看，胡世宗说，张红军扮演的陈
放，把一个全身心投入到精准扶贫
事业中的共产党员形象演绎得生动
感人。

沈阳话剧团副团长吕英辉说，经
过精心改编，演出效果还不错。他表
示，3场演出后，剧组将举办专家研讨
会，并征集观众建议，继续打磨该剧，
相应缩短演出时长。

《战国红》连演三场

用话剧讲述精准扶贫故事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6
月 29日，一场主题为“少年强 中国
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
育升旗仪式在沈阳市南京一校长白
岛一分校举行。

该活动由沈阳出版社、沈阳广
播电视台都市广播、南京一校长白
岛一分校共同主办。升旗仪式还
特别邀请到抗疫英雄、“辽宁青年
五四奖章”获得者、《战疫正前方：
贾佳战地日记》作者、中国医科大
学附属盛京医院医生贾佳参加，为

全校师生作了精彩的战“疫”主题
演讲。

活动旨在通过向学生现场宣
讲战“疫”中涌现的感人事迹，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助力沈阳全民阅读
和文明城市创建。主办方还为此
前开展的“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
锋”阅读、收听《贾佳战地日记》“给
贾佳叔叔写信”活动中表现优异的
同学颁发荣誉证书。同时，沈阳出
版社向学校捐赠了《贾佳战地日
记》样书。

贾佳进校园讲《战疫正前方》

7月2日，剧院邀请老艺术家回到
剧院座谈研讨，现场以面对面采访和
连线的形式，邀请嘉宾在现场以及在

“云端”互动，老艺术家、嘉宾同行与年
轻演员共同追忆辽宁儿艺60年的艺术
历程。

这是一次期待已久的重聚，40余
位老艺术家终于回到辽宁儿艺。由于
疫情，此次回到剧院的老艺术家均在
沈阳本地生活，外地的老艺术家们则
通过视频的方式表达了对剧院的深厚
感情与热忱期待。老艺术家们此次回
到剧院感慨万千，98岁的老导演王文
清表示，感谢辽宁儿艺给予他的一切，

在辽宁儿艺的工作经历非常难忘，祝
愿辽宁儿艺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老艺术家们还参观了新落成的辽
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
院史馆。60年来，辽宁儿艺精品频出。
那些经典作品的手稿、舞美设计图纸、道
具、服装、剧照等无一不体现着60年来
每个平凡岗位上的辽宁儿艺人孜孜不倦
的耕耘。7月2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辽宁儿童艺术剧院）院史馆的“儿艺
60年”主题展览开幕。该展览展示了
辽宁儿艺建院以来200余件珍贵史料，
其中包括手绘服装、道具图纸、手写剧
本，还有经典剧目的服装道具。

院史馆展出200余件珍贵展品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为

了解疫情防控期间我省非遗代表性
项目的复工复产情况，进一步深入
开展非遗代表性项目及传承人的传
承与保护工作，省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调研组日前赴大连、海城，对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大连核雕、省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大连老黄酒制作技
艺、普兰店田家黄酒制作技艺、海城
小码头干豆腐制作技艺等项目进行

实地调研。
在大连，调研组了解到老黄酒

两家单位各有发展，如何能让民众
了解到手工酿造黄酒的益处，从而
在传承发展中有所突破，这是当下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海城
小码头干豆腐制作技艺目前完全依
靠纯手工制作，传承人丁树锋坚守
传统手艺，他带领传承人大力传承
传统手工技艺。

非遗代表性项目调研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辽
宁省广播电视局联手省广播电视台
结合我省第九届全民读书节主题，
策划组织开展全省广电播音员主持
人精品诵读节目创作播出主题活
动，所制作的《读辽宁爱辽宁——辽
宁省第九届全民读书节广播电视播
音员主持人精品诵读》15集系列广
播节目已在全省播出。

我省第九届全民读书节活动伊

始，省广电局集结辽宁广播电视台
优秀播音员、主持人，围绕中华经典
诗文作品等开展诵读。自6月25日
起，组织省市县三级广播电台在主频
率、交通广播频率、文艺（音乐）、乡村
广播共86个频率，利用黄金时段，统
一开设读书节经典诵读主题专栏，开
展为期一周的读书节精品诵读系列
节目展播活动，助力全省形成浓厚
的多读书、读好书的文化氛围。

省广电局推出精品诵读节目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由沈阳市
文联主办，沈阳市戏剧家协会、沈阳市
书法家协会、沈阳市曲艺家协会、沈
阳市影视家协会、沈阳市民间文艺家
协会共同承办的“礼赞新时代·永远
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
年文艺系列活动日前在沈阳举行。

此次系列活动共分四个篇章：
第一篇诗词吟诵汇、第二篇书法作
品展、第三篇曲艺快板秀、第四篇民
艺精品集。通过诗词吟诵、书法作
品、曲艺快板、剪纸等艺术形式和作
品，歌颂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
激励沈阳市广大文艺工作者为新时
代振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礼赞新时代·永远跟党走”
系列文艺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
日，画家李春光向辽宁援鄂医务工
作者捐赠书画作品仪式在盖州市
举行。

辽宁画家李春光在武汉工作
了 5 年，对武汉人民有着深厚的感
情。为抗击疫情，全国驰援湖北，
我省有 2000 多位医务工作者奔赴
前线，用生命守护生命，李春光深

受感动。
武汉复工复产后，李春光回到

湖北，他用手中的画笔描绘武汉的
壮美山川和武汉人民复工复产的
精神风貌，短短 20 几天的时间，他
跑遍了武汉名胜古迹，创作出 30
幅山水画，全部捐献给家乡辽宁参
加援鄂的医务工作者，以此感谢医
务工作者的大爱和辛勤付出。

画家向援鄂医务工作者捐作品

源源不断为少年儿童创作文艺精品

辽宁儿艺60年排演百余台剧目
本报记者 王臻青

辽宁儿童艺术剧院成立于 1960年 7月 2
日，是继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中国儿童
艺术剧院之后成立的我国第三个专业儿童剧
院。在全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具有较高的地位
和较大的影响。辽宁儿童艺术剧院流淌着延
安鲁艺的热血，其前身是冀察热辽联大鲁艺
分院的少年儿童艺术剧院。

建院以来，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创作演出
儿童剧、歌舞剧、音乐会等大型剧（节）目百余台，
演出累计2万余场，惠及观众1600余万人，足迹
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屡获国家级艺术奖项，培养
出大批优秀的儿童剧演员及配音演员。

近年来，辽宁儿童艺术剧院依然佳作不
断，复排了儿童剧《水晶之心》《人参娃娃》

《大栓的小尾巴》，创排了以弘扬中国传统美
德为主题的儿童剧《爱孝总动员》，排演了
世界经典儿童剧《长袜子皮皮》《糖果城堡》
等儿童剧，为少年儿童提供成长中所需要
的精神食粮。

百余部作品
两万余场演出

7月2日，嘉宾在辽宁儿艺剧场
观看了新近复排的儿童剧《大栓的
小尾巴》。

作为辽宁儿艺的经典儿童剧作
品，《大栓的小尾巴》分别于 1989
年、1991 年、2001 年复排了三个版
本，好故事经久不衰。此次复排，是
再一次向经典致敬，也是用戏剧为
儿艺60年庆生。《大栓的小尾巴》讲
述的是关于成长的故事，取材于民
间传说，以拟人化的呈现，寓教于
乐。新复排的《大栓的小尾巴》在舞
台呈现上，加入剪纸这一东北民间
艺术形式，同时引入当下亲子绘本

的概念。该剧已入选第十届中国儿
童戏剧节。

待疫情结束，《大栓的小尾巴》
将在剧场里与儿童观众见面。同
时，辽宁儿艺还将在线展播一系列
经典儿童剧作品。

60 年来，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始
终坚持创作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
儿童艺术作品，力争使每一部作品
都能经得起时间考验。一代代辽宁
儿艺人全身心投入到一部部优秀的
儿童戏剧艺术作品中，努力创作出
一批无愧于时代的儿童文艺精品
剧节目。

复排儿童剧《大栓的小尾巴》上演

话剧《战国红》剧照

儿童剧《妈妈的梦》剧照 辽宁儿童艺术剧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