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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这是一把
打开辽宁战“疫”
记忆之门的钥
匙，也是一张疫

情之下走入辽宁人精神内涵
的地图。

经过6个月面向社会
的公开征集，尽管档案接
收工作还在进行，但省档
案馆抗击疫情专题档案全
宗已建成，上万件各门类、
各载体的战“疫”档案在此
“安家”，留住辽宁抗击疫
情的历史记忆。

戏曲进校园是弘扬和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创
建文明城市的重要指标。连月来，沈
阳市委宣传部、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
播电视局、沈阳市教育局以系列举措
有力推进戏曲进校园工作落到实
处。目前，剧院团已复排完成 6部传
统剧目，分别于不同时间进入 6所学
校开展戏曲进校园演出，让学生近距
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助力提升艺
术修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主办
方为积极有效地推动“戏曲进校园”

工作，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坚持
创新思维、创新举措，积极谋划线上
线下相结合方式，开辟了戏曲进校园
线上模式，组织市属艺术院团克服困
难，开展了“云·送戏”节目录制。为
高质量推进戏曲进校园工作，主办方
还成立了工作专班、建立了工作微信
群，指定专人负责对接各项工作，及
时明确上级工作要求，保障工作如期
落到实处。同时，为妥善完成工作任
务，沈阳市文旅广电局相关工作人员
与沈阳京剧院、沈阳评剧院等有关演
职人员放弃周末休息时间，统一进行
了核酸检测，为圆满完成实地演出提

供保障。沈阳市教育局在学校全面
复课的情况下，为切实把传统戏曲带
到学生身边，有力增强学生的文化自
信和文化自觉，积极安排部署学校，
沈阳市文旅广电局组织沈阳京剧院、
沈阳评剧院克服档期创排剧目多、演
出任务重等困难，挤出时间精心复排
传统折子戏。

“戏曲进校园”活动增进了学生
对传统戏曲的了解、培养了学生对传
统戏曲的兴趣、激发了学生对传统戏
曲乃至传统文化活动参与的积极性，
得到校方、家长及学生的一致认可和
好评。

戏曲进校园让学生领略传统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7
月 26日，“传承红色基因 共筑美好
梦想”暑假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沈
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序厅举行，
由此拉开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
馆2020年暑期系列活动的帷幕。

启动仪式上，讲解员及小志愿
者引领学生们观看了互动情景剧

《黑土英魂》，学生们被东北军民顽
强御敌、誓死报国的爱国情怀和民
族气节所鼓舞和震撼。之后，学生
们参观《沈阳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展》。观展过后，博物馆在报告厅还
为学生们准备了一堂内容丰富的研
学课。在抗战历史知识和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知识抢答环节，学生们表现
出极大的参与热情，踊跃发言。实现
了走进博物馆、感悟历史、学习知识，
在寓教于乐的同时提高文化自信和
民族自信的研学理念。据介绍，在今
年暑期，该馆将举办参观展览、观看
互动情景剧、主题绘画及征文、抗战
诗篇赏析、文物云课堂等一系列内容
丰富、精彩纷呈的活动。

“传承红色基因”
暑假系列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沈阳出版社出版的《战“疫”正前方：
贾佳战地日记》新书日前首发。

该书作者贾佳是医学博士、中
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重症医学
科副教授，是我省第三批援鄂医疗队
重症医疗队副队长。贾佳在援鄂的
56天中，用15万字、百余幅照片真实
讲述了在武汉前线发生的事情。在
纸质图书出版前，为了及时展现前

线医生的工作状态，沈阳出版社突
破传统纸书出版流程，在公众号平台
进行连载。编辑团队每天凌晨接收
贾佳从前线传回的日记，连夜修改审
校，确保读者在第一时间了解武汉的
真实情况。贾佳文字朴实无华，情真
意切、温暖坚强。接下来，沈阳出版
社将立足国际视野，讲好中国故事，
向国外出版机构输出多语种版权，
相关工作已经启动。

《战“疫”正前方：贾佳战地日记》
首发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辽
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日前推出
来自沈阳的城市民谣歌者葛巍民谣
吉他专场公益演唱会。

“城市民谣”是上世纪 90 年代
以后诞生的民谣新流派。演唱会
上，葛巍及助演嘉宾先后演唱了

《时代高铁·沈阳站》《慢慢陪你变
老》《八卦街》《老铁西》《妈妈的唠
叨》《陪爸爸唠唠嗑》等歌曲。葛
巍系省音乐家协会吉他学会副会

长，近年来创作出大量的指弹吉
他曲和民谣歌曲。他的每一首原
创歌曲都在诉说着真实的故事，
作品曾在央视及各大主流媒体播
出和报道。

晚会艺术总监为辽宁经典音乐
广播总监晓君。他一直致力于音乐
品牌的打造和原创音乐的推广，今年
在原辽宁文艺广播转变为纯音乐化
的“辽宁经典音乐广播”之后，加大了
对本土原创音乐的推广和传播。

歌者葛巍公益演唱民谣专场

7月 27日晚，沈阳评剧院大型传
统评剧《茶瓶计》在盛京大剧院上演。
这是沈阳评剧院 7年来首次演出《茶
瓶计》全剧，也是沈阳惠民戏曲演出的
首场大戏。

记者从盛京大剧院了解到，为
严格防疫，保质保量地做好惠民演
出，剧院工作人员付出了很多心血。
据了解，从7月27日起，沈阳市公共文
化服务中心（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所
属的沈阳评剧院、沈阳京剧院连续 5
天举办 5场惠民演出，票价低至二三
十元。这些惠民演出均为京剧评剧经
典传统大戏，其中包括京剧《龙凤呈
祥》《珠帘寨》、评剧《茶瓶计》《穆桂
英挂帅》《凤还巢》《谢瑶环》《杨八姐
游春》选段。

7月 27日演出当晚，记者在盛京
大剧院观众入场通道看到，所有将要
进场的观众都携带着购票时提供相关
信息的对应证件，他们佩戴口罩，听从
工作人员安排，核验身份、登记信息、测
温入场。入场后，观众按照指定区域
就座，剧场将上座率严格控制在30%以
下。记者发现，当晚观众以中老年戏
迷为主，也有一部分年轻观众。一名
中年观众告诉记者，没想到在剧场开
放之后，能够欣赏到经典大戏《茶瓶

计》，好多年没看到这部脍炙人口的评
剧了。

《茶瓶计》为花派评剧艺术代表
作之一，由沈阳评剧院吕晓天、刘亚
斌、王爽、马亮、车德凯、单长虹、杨勇
联袂演出。《茶瓶计》的故事发生在宋
朝，讲述了男女主人公曲折的爱情故
事，侍女春红巧施茶瓶计，使有情人
终成眷属。该剧以精彩纷呈的唱念
做舞受到观众的喜爱，成为评剧艺术
院团的保留剧目。7月 27日，吕晓天

接受了记者采访。7 岁那年，吕晓天
得到了花派评剧创始人花淑兰亲传，
考入花淑兰艺术学校，学习评剧表
演。12岁时，她获得中国戏曲小梅花
奖金奖，当时表演的正是《茶瓶计》选
段。她饰演的小春红伶俐可爱，小
小年纪，唱功扎实，赢得观众和评委
的喜爱。吕晓天告诉记者，当晚的
演出是她复工以来主演的首场评剧传
统戏，虽然近年来演过《茶瓶计》折子
戏，但距离上一次演全剧已经7年了。

戏迷们都非常喜爱这部情节生动活泼
的传统戏。得知《茶瓶计》再度上演，很
多戏迷打电话向盛京大剧院了解售票
情况。

吕晓天表示，受疫情影响已暂别
舞台半年，这次排戏她和同事们的心
情非常激动。当然也遇到了前所未
有的困难，每一位演职人员都非常辛
苦，每天戴着口罩排练，积极配合各
项防疫检测，大家始终坚守在岗位上
认真排练。虽然吕晓天曾主演多部古
装评剧、新编历史评剧、现代评剧，但对
于这部她从小演到大的《茶瓶计》还是
情有独钟。

韩派评剧艺术传承人周丹当晚也
观看了演出，周丹表示：“《茶瓶计》主
演吕晓天把聪明伶俐的小春红演得活
灵活现，唱功过硬，身段表演太棒了。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新一代评剧演员如
此精妙地传承评剧艺术。”下一场，将
由周丹表演韩派名剧《凤还巢》选段。

京剧《龙凤呈祥》《珠帘寨》、评剧
《茶瓶计》《穆桂英挂帅》等由常东、刘
宁、周丹、吴丹阳、王筱评、吕晓天等
沈阳京剧、评剧名家领衔主演。据了
解，沈阳盛京大剧院还将举办山东五音
戏等戏曲演出。结合戏曲演出，沈阳
多家文化机构还将举办戏曲讲座。

连续举办五场惠民演出

沈阳经典戏曲剧目重登舞台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为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7 月 25 日，
由沈阳市社科联主办、沈阳市军旅
书画研究会承办的“弘扬军旅情怀
助力城市发展”论坛——第十七届
沈阳科学学术年会社会科学分会场
在沈阳举行。

本次论坛旨在加强新时代退
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和社会
组织成员思想教育，引导广大退役
军人发挥自身作用，强化责任担
当，发挥智慧力量，为沈阳市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就此从理
论层面进行研讨交流。与会者就
新时代如何传承红色基因，永葆军
人本色，助推沈阳振兴发展，进行
了深入探讨。大家一致认为，作为
文化工作者应时刻以弘扬先进文
化为己任，努力为国家、为民族、为
社 会 和 为 城 市 发 展 奉 献 聪 明 才
智。据介绍，沈阳科学学术年会社
会科学分会场已举办 17 届，论坛
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加强理论研究，对推动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的深入及成果转化发挥
了重要作用。

“弘扬军旅情怀 助力城市发展”
论坛在沈举行

据统计，省档案馆现已收集了
文书、实物、音像、网页等各种形式、
载体的抗击疫情档案，主要包括接
收文书档案 103 件；征集到实物档
案 114 件，包括医疗队队旗、队服、
书画作品、锦旗、警用摩托车模型
等；面向社会征集的照片、视频、抗
击疫情诗歌、书画作品等 2000 多
件；还有网页抓取 198 件资料，收
集“辽宁医疗队档案馆”资料 671
件，收集援鄂医疗队相关照片 4496
张、视频时长 5 小时 24 分钟。这些
档案资料均纳入抗击疫情专题档案
全宗。

此次抗击疫情专题档案全宗
主要包括辽宁省支援湖北疫情防
治工作前方指挥部、辽宁省疫情防
控指挥部及 44 家成员单位形成的
文书、实物、音像等档案，以及面向
社会征集的各种门类、载体的抗疫
档案资料和在我省各门户网站抓
取的通知、公告、新闻报道等网页
档案。

记者了解到，前方指挥部的相
关档案资料已经全部移交进馆，后
方指挥部及44家成员单位的抗击疫
情档案正在整理中，按计划9月1日
前全部移交进馆。

省档案馆副馆长欧平说：“档案
收集工作是档案馆的主业之一，分
为两个部分，一是档案接收，如本次
抗击疫情档案对省疫情防控指挥部
及其成员单位、省支援湖北疫情防
治工作前方指挥部档案材料的接
收；二是档案征集，此次，我们迅速
行动，周密策划，通过全方位多渠道
征集，在省档案局的大力支持下，现
已达到预期目标，征集的种类和数
量，堪称历次之最。”

截至目前，纳入抗疫专题档案
全宗的接收和征集的档案资料及实
物上万件。

种类和数量堪称征集之最

省档案馆抗击疫情专题档案全宗建成

全景记录辽宁战“疫”历程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在省档案馆采访，两个纳入抗击疫
情专题档案全宗的实物吸引了记者。

一是一本湖北籍来沈阳打工的农
民工编辑印刷的抗击疫情纪念册。这
名农民工叫应传发，在沈阳打工多年，
对沈阳的情感很深。他在疫情防控期
间通过网络以及自行拍摄的方式，整
理出一本抗击疫情图集。这本图集收
集了沈阳及全国各大城市抗击疫情的
各种场景。

二是一套消杀掉色的冲锋服。由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援鄂队员
捐赠的这套冲锋服，原本是崭新的冲
锋衣、裤，驰援武汉期间，工作在一线
的战“疫”医护人员穿在身上，经过一
个多月的反复消杀，已经严重掉色。
这套掉色的冲锋服，又让记者想起了
之前看到的医护人员因反复消毒而致
手部皮肤严重腐蚀的那张照片。

其实，不仅是这些实物背后都有感
人故事，而且与抗击疫情有关的每一页
纸都映射出在这个特殊时期百姓生活的
点点滴滴。记者看到了征集的1000余
首普通市民创作的抗击疫情诗歌，抒发
了群众的真情实感。还有征集的很多书
画作品，也都是此间群众的真情流露。

自制的纪念册
和掉色冲锋服

据介绍，建立抗击疫情专题档案
全宗，与以往相比，所征集到的档案
文献、实物更具针对性、时效性和真
实性。尤为突出的特点是收集方式
新，用更先进的技术、更宽阔的渠道、
更多元的角度，全方位立体地收集，
保证了档案资料的全面和完整，全景
式再现了全省人民抗击疫情的成果。

欧平介绍：“在适当时机，我馆

将依托收集上来的档案资料举办抗
击疫情的专题展览，让每一个展件
背后的故事深入人心。”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王毅
认为，省档案馆抗疫专题档案全宗
的建立，为我们完整地留住了非常
时期的辽宁记忆。其价值体现在，
抗击疫情档案为政府提供决策建
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抗击疫情档

案留存社会记录，宣传爱国主义精
神；抗击疫情档案提供数据分析，保
障科学研究的开展；抗击疫情档案
总结经验教训，提升社会防范意识
和群众的健康意识。他说，我省抗
击疫情专题档案全宗是国家档案全
宗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承载的是代
表着国家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产
生重大影响的有价值信息。

全方位收集和全景式再现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7 月
22 日，由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
沈阳市教育研究院、沈阳市小学语
文教育教学专业委员会、中小学赛
事联盟协办的“辽宁省文联文艺名
家大讲堂”——小学语文老师普通
话正音正调专题讲座“云课堂”直播
开讲。

本次大讲堂邀请辽宁省电视艺
术家协会会员、辽宁广播电视台播

音指导文涛和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国
家一级演员刘海霞主讲，通过网络
面向沈阳市400余所小学近8000名
专职语文教师，就朗读能力的提升
进行了示范指导。两位艺术家精彩
生动的授课让全市小学语文教师畅
享了有声语言的艺术之美，深切感
受到了语言艺术的丰富多彩和无穷
魅力，助力语文教学水平的提升，激
发了小学生语文学习的乐趣。

省电视艺术家“云端”传艺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7
月28日，由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
办的线上传统文化大讲堂举办了刻
瓷专题讲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钟立
维担任主讲人。钟立维 12 岁开始
学习刻瓷技艺，至今已有 50 余年。
他以瓷为纸，以刀代笔，在素面瓷器
上镂、凿、划出各种图样，每一件刻
瓷作品都具有匠心独运的构思、高
雅清新的格调、细腻温润的触感。
钟立维刻瓷用刀十分讲究，都是选

用硬度极高的合金刀具，运用钻刀
法、双勾法、刮刀法等刀法组合，表
现出刻瓷画面的明暗、远近等透视
效果，从而达到“触有手感，观有笔
墨”的意境。

通过网络，钟立维带观众“走
进”刻瓷工作室，共同欣赏《兰亭序》

《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等
难得一见的刻瓷作品。同时，钟立
维讲述了刻瓷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并为观众现场展示雕刻、着色等刻
瓷的制作工艺。

线上传统文化大讲堂
举办刻瓷专题讲座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7
月27日至8月27日，由鲁迅美术学
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主办的“漆之
内外——鲁迅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
综合漆艺工作室研究生实验作品
展”在鲁美文创中心 LAFA 创意空
间举办。该展览由鲁迅美术学院工
艺美术系主任林栋和鲁迅美术学院
文化创意研究中心主任李岩担任学
术主持，由鲁美文创中心曹继元担
任策展人。

此次展览展出的作品由鲁美工

艺美术系综合漆艺工作室的曲荆
晶、孙博汉、王星月、由顺维、张鹏、
陈慧添、孟士琦、王浩宇、王雅茹、张
力心、周玥君、徐梓涵、于嘉豪、张日
升14名研究生创作，他们通过各自
的作品寻求在东方传统漆文化中的
新创意，以及在全球化艺术视野中
的个性化认知。据了解，该展览充
分利用空间独特的橱窗功能，使其
与内部空间、与街道的社会空间发
生交互关系，使观众透过橱窗的媒
介与作品建立新的视觉体验。

鲁美漆艺作品展在沈举办

评剧《茶瓶计》剧照 刘 涛 摄

消杀掉色的冲锋服。 展柜里摆满实物档案。

“戏曲进校园”活动获得一致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