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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本届艺术节的过
程中，切实感受到许多动人的场
面、难忘的瞬间，这些精彩华章宛
若一颗颗璀璨的珍珠串起本届艺
术节熠熠生辉的情境。

9月 15日，省艺术节开幕式演
出——鞍山话剧《孟泰》在辽宁大
剧院上演。激昂的音乐声缓缓响
起，舞台灯光徐徐点亮。饰演孟泰
大女儿孟庆珍的演员出现在舞台
中央。此刻，她正代表父亲参加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故
事就从这里以倒叙的手法展开。
此剧一开场便赢得满堂彩，观众也
为该剧独具匠心的舞美设计所惊
艳。通过三层旋转舞台在不同点
位的组合，可以呈现出40多个舞台
空间。整台话剧在旋转舞台的流
畅切换中，穿越时空叙述故事。这
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兼具思想性
与艺术性，弘扬了时代精神，深深

打动了现场观众。
9月16日，丹东原创音乐剧《最

可爱的人》在丹东市文化宫上演。
当情节演进至长津湖战役一幕时，
在庄严昂扬的合唱声中，“冰雕连”
战士的感人故事呈现在观众眼前。
记者注意到，不少观众瞬间热泪盈
眶。全剧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为背景，以舞台艺术
手段呈现历史事件。多名观众表示，

欣赏该剧的过程中不时落泪。
9 月 18 日，凌源影调戏《香槐

岭的笑声》在朝阳上演。当演员的
肢体动作模仿皮影戏中的影人时，
观众报以热烈掌声。该剧风格诙
谐，民俗味浓，是本届艺术节唯一
一部影调戏作品，讲述了脱贫攻坚
的故事。

9月19日，舞蹈诗《月颂》上演，
最后一幕，群舞演员身着飘逸的白

色古典舞裙翩然起舞。在蓝黄交
错的舞台灯光映衬下，演员们宛若
月中仙子下凡尘。这组优美的舞
蹈表演彰显着《月颂》颂月的主
题。该剧创造性地将唯美的舞蹈、
精巧的杂技、优美的诗文融为一体，
令观众印象深刻。

9 月 26 日，朝阳原创话剧《血
祭龙源》在朝阳上演。大幕拉开，
人未现，声先到。辽西影调戏苍凉
的唱腔惊艳全场。“叫一声爹呀喊
一声娘，你把我生在牛河梁。炕墙
子不高它支着天，灶火坑浅浅可它
万里长。”作为推动剧情发展核心
线索的红山文化，体现出这部话
剧的本土属性。该剧以牛河梁红
山文化史为蓝本，讲述了辽西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侵
略者英勇斗争，誓死保卫红山文
化遗址的故事。爱国主义和辽西
民俗文化贯穿全剧。

精彩华章感人至深
本报记者 王臻青

特别策划·关注省第十一届艺术节 TEBIECEHUA

交响音乐会为省第十一届艺术节画上圆满句号

奏响同心迎小康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
本报记者 杨 竞

9月 29日，以一出催人泪下的
话剧《孟泰》开场，以交响音乐会

《幸福之路》激昂奋进的旋律作结，
为期半月的辽宁省第十一届艺术
节，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奉献给
全省群众的不只是一场场文艺的
盛宴，更将在未来很长时间里给予
人们源源不断的前行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
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
主义现代化。统筹推进新时代“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
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
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
要力量源泉。以此作为基点来观
察本届艺术节，会令人对文艺可以
承载与传递的精神力量有更深的
认识。

如果把本届艺术节看作一出内
容丰富、色彩绚烂的大戏，它无疑是一
部辽宁舞台艺术工作者的致敬之作。

这是一段向生活致敬的旅程。
火热的现实生活是文艺创作无穷的
养料，话剧《工匠世家》《大地米香》、
评剧《过大年》《牵·纤手》从不同角度
反映辽宁振兴发展、脱贫攻坚的时代
主题；话剧《与你同在》将正在我们眼
前发生的抗击疫情故事编入剧情。这
些我们身处其间的生活，我们共同经历
的情感起伏，以艺术化的形式投射到舞
台上，怎能不引人同频共振？

这是一段向人民致敬的旅程。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无数平凡人在
日常生活中的拼搏与奋斗，汇聚在一
起，就是不平凡的故事。话剧《孟泰》
把老英模还原为生活中的普通人，一
个有血有肉的、活在当下的孟泰，不
仅树立了一个时代楷模把自己全部
的生命奉献给国家和人民的精神标
高，更让他成为那一代乃至今天无数

仍在为国为家奋斗的普通辽宁工人的
代言人。反映普通人生活的作品还有
很多，比如年轻人扎根基层创业的音乐
剧《那山那海那片情》，比如以社区党委
书记刘娟为百姓排忧解难为题材的海
城喇叭戏《杜鹃花开》。在家长里短
间讲故事，在平凡之中见真情，你的
故事里有我，我的思念里有你，这样
的心灵沟通，怎能不让人感奋？

这是一段向乡土致敬的旅程。
用家乡话说家乡事、唱家乡曲，懂家
乡人。历史文化土壤丰厚的辽宁，有
无数值得深耕的文艺素材，14年抗
战的故事，在京剧《关东女》，话剧《忠
魂当歌》《无风地带》《血祭龙源》，评
剧《信念》《太子河畔》里反复吟唱；解
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英雄，在评
剧《塔山英雄情》、音乐剧《最可爱的
人》里被反复讴歌。独具辽宁风味的
高跷、秧歌以及各种民间小品、小戏，
与话剧、评剧、舞剧、杂技等辽宁优势
艺术形式，都成为讲述家乡故事的载

体，乡音乡情，怎能不令人动容？
这也是一段向经典致敬的旅

程。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是辽宁文艺
始终坚持的道路，也是辽宁舞台艺术
在几十年间产生无数经典作品的原
因所在。曾以《父亲》《矸子山上的男
人女人》《凌河影人》等剧目锚定话剧
舞台艺术高度的演员、导演宋国锋，
编剧孙浩等一众辽宁话剧界名家，再
次献上了感人至深的《孟泰》、撼人心
魄的《血祭龙源》等优秀作品。向传
统致敬，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求新
求变，这种一如既往的艺术坚持，怎
能不令人敬佩？

辽宁舞台艺术始终在向前走。
用精品良作提升新时代辽宁舞台艺
术的水准与高度，引导人们坚定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
紧紧团结在一起。这是辽宁艺术节
一直以来的坚持，也是本届艺术节最
大的收获和最值得庆祝的成功。

从火热现实中汲取力量源泉
——写在辽宁省第十一届艺术节闭幕之际

高 爽

本届艺术节收官之际，记者采
访 了 几 位 戏 剧 评论家和剧目主创
人员，将他们的精彩谈艺片段呈现于
此——

宋国锋（三度获得中国戏剧“梅
花奖”、省戏剧家协会主席）：《血祭龙
源》是继《凌河影人》之后我与朝阳再
度合作的话剧。《凌河影人》我是主
演，《血祭龙源》我是导演。《血祭龙
源》是一部悲壮的大调长歌，是典型
的现实主义话剧，我努力把这部戏做
成《凌河影人》的姊妹篇，用浓烈的关
东热辣、赤诚的黑土情怀，讲好保护
红山文化的动人故事。

孙浩（评论家、编剧）：作为话剧
《孟泰》的编剧，我努力用现实主义手

法把一位载入史册的英模还原为生
活中的普通人，十易其稿，塑造出一
个有血有肉的、活在当下的孟泰，让
今天的人们能够感受到孟泰精神的
光辉，受到鼓舞，砥砺前行。

姚居德（话剧《孟泰》主人公孟泰

的扮演者）：接到孟泰这个角色，我看
了剧本，还看了很多资料，被“孟泰精
神”深深地打动，我也努力用这种精
神去塑造舞台上平凡而伟大的孟泰
形象。我当时正在北京参拍一部电
影，从北京乘飞机赶回来，在沈阳桃

仙国际机场就直奔鞍山的剧组。演
了这部剧，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

“孟泰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胡海迪（辽宁文学院文艺创作研

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本届艺术节，一
些舞台剧目展现出让观众久久难忘
的瞬间……这些瞬间，或蕴含着感动
的力量，或能带来丰富的启迪。我
想，一部作品中这种瞬间多了，就是
好作品；一个艺术节中这样的作品多
了，就是成功的艺术节。能与这样的
瞬间、这样的作品、这样的艺术节经
常邂逅，对每个观众来说，会是一种
多么实在的人生幸福啊。

刘新阳（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艺术
研究部主任、副研究员）：本届艺术节

成熟的剧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在剧本创作、讨论、修改，甚至是被搬
上舞台后，仍在舞台实践中继续跟进
修改和打磨，所谓“云里烟村雨里滩，
看之容易作之难。”——好戏是被改出
来的。想要打造艺术精品，就不能忽视
剧作成为精品的“创作-实践-修改-提
高”这样一条必经之路。

杨锦峰（评论家）：本届艺术节剧
目在创作导向、思想导向、艺术导向上
都努力反映历史、现实、时代和生活。
文艺创作要出精品，就要树立崇高的艺
术理想和艺术标杆，按照艺术规律去
做。一个作品有了创作苗头，就要进行
反复打磨，并进一步采取措施提升创作
水平，艺术研究、艺术评论有发言权、决

策权。“三年磨一戏”，没有严肃认真的
创作精神肯定出不来好戏。

毛琦（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副
院长）：可以说，每一部走向全国的优
秀剧目，都经过省艺术节的打磨和历
练。可以说，省艺术节的举办，是辽
宁推动舞台艺术创作的重要抓手，围
绕省艺术节，各地形成了固定的艺术
创作周期和艺术生产节奏。本届艺
术节准备阶段，主办单位对省直及各
市文化主管部门提出了严格的剧目
创作要求，各地都使出全力，力求展
示创作的最佳水平。在这个过程中，
充分体现了辽宁文化文艺工作者常
年秉承的文化精神和艺术情怀。

本版剧照由省文化和旅游厅提供

谈艺

金秋 9 月，硕果累累。在全国人
民喜迎国庆和中秋佳节之际，辽宁省
第十一届艺术节于9月29日在辽宁大
剧院落下帷幕。

跳动的音符、激昂的旋律，辽宁歌
剧院（辽宁交响乐团）演出的交响音乐
会《幸福之路》，为本届艺术节画上一
个圆满的句号。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协办的本届艺术节体现了“艺
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办节宗旨。在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下，在社会各界
大力支持下，在全省宣传文化部门、艺
术院团和广大艺术工作者的辛勤努力
下，全省艺术院团演出了31台60余场
新创作的剧节目。这些作品紧紧围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迎接建党 100 周
年等主题，内容丰富，意蕴丰满，形式
多样，呈现精彩，体现了辽宁舞台艺术
的风格与特点，让我们在欣赏艺术之
美的同时，也触摸到时代的脉搏。老
艺术家和艺术新人倾情投入，各具风
采，展示了我省艺术工作者的精神风
貌和辽宁艺术发展的美好前景。本届
艺术节的成功举办，不仅活跃了全省
人民的文化生活，为金秋的辽沈大地
增添了一份丰收的喜悦，更为即将到
来的国庆 71 周年和中秋佳节营造了
喜庆热烈的氛围，为迎接建党 100 周
年献上了一份厚礼。艺术节期间，全
省各地举办群众文化活动百余项，丰
富了全省人民的文化生活。本届艺术
节突出公益性，体现惠民原则，在实行
低票价的同时，还在“辽宁文化云”平
台向参与互动的观众赠票，向医务工
作者、环卫工人等群体赠票，让活动的
触角向基层和普通百姓延伸。

闭幕式上，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
乐团）的艺术家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
技艺奉献了一场高水平的交响音乐会，
表达了中华儿女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与祝
福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唱响了时
代主旋律，赢得观众热烈喝彩。

《幸福之路》交响音乐会以“同心迎
小康，奋进新时代”为主题，共分为《人
民的节日》《经典中国风》《颂歌献给党》
三部分，用管弦乐、钢琴协奏曲和交响
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倾情展现。

管弦乐《节日序曲》拉开了交响音
乐会的序幕。接着演奏歌剧《苍原》选
曲《序曲》《情歌》，《苍原》作为我国极
具代表性的经典歌剧之一，也是辽宁
省第三届艺术节的获奖作品，此次重
奏，意在致敬经典，感恩艺术的传承。
管弦乐《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激情燃
烧的岁月》展现了以延安精神为代表
的中国精神，蕴含着英雄主义和理想
主义情怀，记录了艰苦创业的岁月和
砥砺奋进的征程。《中国之爱》是一首
新创作的抗击疫情歌曲，展现了民族
精神，弘扬了中华美德，赞颂了世间大
爱。而《有一群这样的人》《不忘初心》

《在灿烂阳光下》更唱出了万众一心为
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而努力奋
斗的壮志豪情。

艺术节虽然闭幕了，但艺术节之
后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
以“美好辽宁，共享小康”为主题的全
省优秀美术、摄影、书法和篆刻作品
展览将于 10 月在辽宁美术馆举办；
以“多彩非遗，薪火相传”为主题的全
省曲艺类非遗
项目展演活动
也 将 于 10 月
在辽宁大剧院
举办。通过艺
术节搭建的舞
台，打造艺术
精品，助力辽
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出精品要有崇高的艺术理想
本报记者 赵乃林

重现

宋国锋 杨锦峰姚居德扮演的孟泰孙浩

音舞诗剧《月颂》剧照。

艺术节数据统计

话剧7部：《孟泰》《忠魂当
歌》《与你同在》《工匠世家》《大地
米香》《无风地带》《血祭龙源》

儿童剧1部：《大栓的小尾巴》

海城喇叭戏1部：《杜鹃花开》

京剧2部：《公仪休》《关东女》

评剧5部：《过大年》《牵·纤手》
《太子河畔》《塔山英雄情》《信念》

舞剧1部：《花木兰》

音舞诗剧1部：《月颂》

交响乐1台：《幸福之路》

音乐剧2部：《最可爱的人》
《那人那海那片情》

曲艺1台：《小品小戏二人转
专场》

参评剧目

杂技剧 2部：《熊猫寻梦之
旅》《胡桃夹子》

音乐剧1部：《假如》

木偶剧1部：《辽西偶韵》

评剧1部：《寻找英雄》

音舞诗画1部：《沈阳印记》

话剧1部：《恰同学少年》

京剧专场1台

综艺专场1台

公共文化活动：全省各级文
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公共文化
服务机构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1000余场，服务群众40余万人次。

舞剧《花木兰》剧照。

儿童剧《大栓的小尾巴》剧照。

话剧《无风地带》剧照。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整理

本届艺术节共有31台剧目参
演，演出60场，观众人数达3万人。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交响音乐会《幸福之路》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郑 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