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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11月 18日，由
省委宣传部、省文
联、省文化演艺集团
（省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联合主办，省美术家协会、
省书法家协会、省摄影家协
会、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辽宁
美术馆（辽宁画院）共同承办
的“奋进小康路 开启新征
程”——辽宁省美术书法摄影
民间文艺名家作品邀请展在沈
阳开幕。这些艺术作品讲述了
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动
人故事，展现了全省人民昂扬向
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本次展览共展出美术、书
法、摄影、民间文艺优秀作品
354件（幅）。其中，美术作品
66幅、书法作品104幅、摄影作
品84幅、民间文艺作品100件。

在 11 月上旬召开的全国网络
文学理论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
认为，网络文学发展进入第三个 10
年，已步入新的创作阶段，广大网
络作家亦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大力倡导脱贫攻坚等现实题材创
作。深入生活这个老话题，对网络
文学而言赋予了新的现实要求。

一部文艺作品的创作，真实地
反映生活是最根本要求。如何做到
这一点，首先就要植根生活、深入
生活。网络文学创作中的现实题
材创作亦不例外，不能须臾离开生
活 现 场 ，不 能 离 开 生 活 这 个“ 源
头活水”。创作者只有进入生活现
场，才能找到源头活水，从而在生活
的厚土中发现宝藏。创作的生命之
树，才能枝叶繁茂，果实丰硕。

深入生活结出丰硕创作成果的
实例不胜枚举。比如前不久，省作
协“金芦苇”工程网络文学作品《硝
烟散尽》，是一部描写抗美援朝战争
的长篇小说，作者骠骑有20多年的
从军经历，但为了写好《硝烟散尽》，
他依然查阅诸多文献资料，无数次
到相关部队采访。还有网络作家风
咕咕，其创作的《春风故事》日前获
评第四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优
秀网络文学作品，该作品展现了东
北近 30 年间的变革，真实、形象地
表现了大型国企艰难的改革之路。

风咕咕虽然出生在老国企员工家
庭，祖辈三代都是国企人，但为了写
好这部作品，其走进了几十家国企，
重新去深入生活，体验基层生活。

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是什么？
深入生活。生活是一个意蕴丰富、
广阔无边的世界，涵盖着各行各业、
现实历史、思想意识，涵盖着内心和
外在、个人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文
艺作品要反映时代本质，就要尽可
能深入地融入社会、融入生活，才有
可能真正地理解现实，进而精准地
反映现实。生活是文艺创作的第一
现场，这是一个客观的甚至是科学
的法则。创作者只有真正深入生活
之中，才能切实体会到这种生活中
浸润出来的情感方式、行为方式以
及相应的风俗、观念、人格与人生。
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作家都深谙
此理，并曾长期扎根于自己的故乡，
立足生活底蕴，创作出大量优秀作
品。

网络作家亦应如此，拥抱现实生
活，让生动的社会图景、鲜活的世间
百态成为网络文学新的书写场域。

当然，深入生活是个老话题，但
每每提起，都应常谈常新。从某种
意义上说，创作者永远在追赶生活，
因为生活在不停地延展、更新。时
代在进步，形势在发展，条件在变
化，生活永远是创作的源泉。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第一现场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辽
宁省图书馆日前推出“辽图讲坛”，
请艺术家为读者讲解艺术作品及
其背后的故事。近期安排的艺术
讲座有：漫画家王九成剖析丰子恺
画作里的人间情味；知名音乐评论
及策划人张长晓谈意大利音乐；武
汉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江柏安谈如何
建立自己的音乐生活等。

11 月 19 日推出的艺术讲座，
主讲人王九成带领读者走进现代

漫画家丰子恺勾勒的童趣世界。
讲座启人深思：一个人能够在历经
沧桑之后依然做到童心未泯，那
么，他内心映照出的世界将始终柔
美。丰子恺用一颗童真心为我们
画出了一个有趣的世界，唯愿人们
一生童真，一生有趣。王九成系中
国戏曲学院副教授、著名漫画家，
出版《老九集邮幽默画》《五环下的
幽默》《老九漫画集》等多部个人漫
画集。

“辽图讲坛”推出系列艺术讲座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为
培养基层文学人才，省作家协会日
前在庄河文学创作基地开展“文学
辽军进基层——公益大讲堂”活动，
邀请渤海大学教授林喦为近百名基
层作家、文学爱好者授课。

林喦深入剖析了辽宁文学的现
状，并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先进的
革命文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先进

文化三个方面入手，引导基层作家
和文学爱好者讲好辽宁故事。

讲座结束后，林喦与参加活动
的作家及文学爱好者进行了互动，
现场反响热烈。大家纷纷表示，期
待这样的公益大讲堂活动能够经常
举办，进一步营造庄河文学创作的
浓厚氛围，切实提升文学创作者的
创作水平。

省作协公益大讲堂进庄河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为
引导青年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切实提升青年作家的创
作水平，大力培养青年文学人才，11
月19日，省作协在沈阳召开全省青
年作家创作会议。全省青年作家
50余人参加会议。

近年来，省作协始终高度重视
培养和扶持青年作家，取得了丰硕

成果，诸如青年作家成为“新东北作
家群”的主力军、“铁西三剑客”成为
新文学现象、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获
得创作佳绩、小小说创作群体开始
涌现等。会上，7位青年作家代表结
合自身创作实际，从不同方面畅谈了
各自对创作的认识，展现了他们对文
学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对时代、对社会
的责任担当。

全省青年作家创作会在沈召开

“奋进小康路 开启新征程”名家作品邀请展在沈开幕

300余幅艺术作品呈现辽宁精神风貌
本报记者 杨 竞

此次展览展出了一大批反映新时
代主旋律的优秀艺术作品。比如，省
书协组织书法作者多次走进乡村、社
区进行采风活动，创作百幅书法作品，
立体展示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
节点上，辽宁具有代表性的百座村庄
的人文品格。书法家一人写一村，与
典型村“一对一”结对创作。创作内容
突出脱贫攻坚典型村的先进事迹。王
丹、胡崇炜、李琳等书法家带头深入基
层，卢林、李京臣、李琪、郭爽、郭德军、
刘宏卫、陈洪普、伯绍刚等100位书法
家深入后网户屯村、大太平庄村、蒲河
新村、善友村、大房村等100个村，用书
法形式书写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的时代风貌和感人的故事。书法家
们创作了《归燕》《农家乐》《赞蒲河新
村》《西关屯乡大广宁村》《咏养前村》

《后大河泡村新貌》《美哉大林村》等，
或写人叙事，或写景抒情，反映了脱贫
攻坚典型村的可喜变化。

百幅书法作品立体展示辽宁
百座村庄的人文品格

邀请展展出的美术作品，出自省
美协组织邀请的辽沈地区 67 位老、
中、青画家之手。画作既有表现辽沈
大地自然风光、美丽乡村与城市景观
的作品，又有围绕“城市历史”“红色记
忆”“绿色生态”“普通劳动者”为主题
的作品。从这些美术作品可以看到辽
宁厚重的历史文化、城市风貌和在这
片土地上生活、奋斗的人们的精神状
态。王易霓的《喜柿》、喻国伟的《咏芦
苇》、崔晓柏的《虫趣系列》、赵世杰的

《野塘系列》等都是描绘辽宁的山水自
然风光与绿色生态的作品。铁岭的15
位画家则以群像的姿态出现在展览
上，张策的《山上那块地》、秦焕爽的

《三江口的十月》、董学深的《田间趣
闻》、贾天浩的《农家院》等作品犹如黑
土地一样厚重、大气、朴实与真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普通
的劳动者。画家以生动的笔触为普
通劳动者画像。比如于长海的《钢骨
匠人》、孙洪利的《午休》等作品都是
艺术家用最为朴素的感情关注最普
通的人。如《午休》画面上是一个建
设者正在午休，画家用红色的暖调，
给予温暖的关怀。另外，黄洪涛、冷
旭、赵宝平、邢世靖、周国军、杨宝峰、
范云鹏、吕子扬、王树清、王元石、张
师乐、赵正辉等画家的作品也传递出
对家乡的深厚情感。

67位画家用画作抒发对家乡的深厚情感

此次展出的 100件民间文艺
家创作的作品，内容涉及剪纸、雕
刻、刺绣、民间陶艺、民间绘画等
种类，展出作品体现了主题性和
技艺性的统一，反映了广大民间
文艺工作者的时代担当。此次展
览所选作品覆盖全省14个地市，
其中关宝琮的3件紫砂和陶瓷作
品《品茗图剔刻紫砂笔筒》《鳜鱼
纹剔刻紫砂洗》《灰釉堆塑三鱼
盘》，赵志国的剪纸作品《养牛致
富奔小康》，金吉的贝雕作品《貔
貅》，赵丽杰的剪纸作品《四季虎
保平安》，刘宣的漆画作品《过山
口》，陈东明的木板画《有容乃
大》，程铎的铜艺《蟹娄》，何晓霞
的刺绣《马》等都是民间文艺家最
真诚的艺术表达。

此次展出的354件（幅）美术、
书法、摄影、民间文艺优秀作品，是
新时代辽宁文艺事业取得的丰硕
成果，凝结着辽宁文艺工作者的智
慧和汗水，必将激发全省人民干事
创业的热情和攻坚克难的信心，必
将为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
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100件民间文艺家作
品体现了主题性和技艺
性的统一

省摄协多次开展“深入基层、扎
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推出了一批
优秀作品。两次组织摄影家赴大梨
树进行采风创作作品 1500 多幅。
王玉文、刘志超、线云强等摄影家带
头深入基层进行创作，拍摄了大批
反映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
容的优秀摄影作品。此次展出的 84
幅摄影作品艺术地表现伟大时代中
普通人的精神面貌和昂扬状态，表达
了摄影家们的时代情怀和社会担当。

王玉文的《独杆轿》、刘志超的《丰收节
上的婚礼》、线云强的《庄户白羽》、王
大斌的《为丰
收增色》、鲁
文的《机械收
苇》、谢军的

《未来》等都
是反映辽宁
人民携手奔
小康的精神
风采。

84幅摄影作品艺术地再现普通人的奋进姿态

国画《三江口的十月》 秦焕爽 作

我省553部珍贵古籍入选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
实施以来，我国古籍保护工作取得重要
进展，先后评选并公布了 6 批《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累计收录古籍13026部；
命名了 6批共 203家“全国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其中，我省共有 553 部珍贵
古籍入选，9 家单位荣膺“全国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称号。

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介
绍，我省此次入选的古籍中，省图书馆有4
部，分别是元刻本、明嘉靖刻本和清抄
本。省古籍保护中心发现并帮助推荐申
报的沈阳市慈恩寺3部佛经入选，包括明
清大藏经各一部，彰显了我省作为满族发
源地独特的寺院藏书文化。此外，大连图
书馆、辽宁大学图书馆也各有1部藏品入
选。沈阳市慈恩寺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是此次唯一入选的宗教单位。

经史子集齐备，保护措施严密

辽宁地区从古至今留下了无数历
史遗存，更珍藏了卷帙浩繁的文化典
籍。经过几代人的辛勤搜访和不懈努
力，形成了今天省内150万册的古籍藏

书规模，庋藏于省内各公共图书馆、高
等院校图书馆、科研和文博单位、档案
馆以及一些寺庙、道观之中。我省收藏
的古籍经史子集齐备，约占现存古籍品
种的 1/3 以上，在全国各省中居于前
列。辽宁省图书馆、大连图书馆、沈阳
市图书馆、辽宁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博
物馆、辽宁省档案馆、旅顺博物馆、沈阳
师范大学图书馆、沈阳市慈恩寺先后荣
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称号。

刘冰告诉记者，十几年来，各级文化
主管部门和古籍收藏单位按照“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古
籍保护整体方针，积极推进古籍保护工
作，在古籍普查、珍贵古籍修复、古籍保护
队伍建设、古籍整理出版、申报和建立珍
贵古籍名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2010年至2017年，省政府陆续公布了四批

《辽宁省珍贵古籍名录》和“辽宁省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评选出3179部珍贵古籍和8家
重点保护单位，推动了古籍分级保护制度的
建立，促进了古籍存藏环境的改善。

辽宁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中心主
任张宝珠介绍，该馆先后有 13 部古籍
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对这些珍
贵古籍，馆里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
如每部书都有函套装具，房间里配备了
防紫外线窗帘、恒温恒湿保护措施等。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13年

我省553部古籍入选国家名录
本报记者 赵乃林

辽宁省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目录

元刻本：1部

御制 满 汉 蒙 古 西
番 合 璧 大 藏 全 咒

（清）章 嘉·若 必多吉
译校 满汉蒙藏 清乾隆
三十八年（1773）刻本

沈阳市慈恩寺

五代史记七十四卷
（宋）欧阳修撰（宋）徐无
党注元宗文书院刻明修
本（卷一至三、六至七、
九、二十六至二十九、四
十八至五十一、五十六
至五十七、五十九至六
十一配清抄本）

存七十一卷（一至
七十一）

辽宁省图书馆

明清本：7部

1. 天府广纪四十四卷 （清）孙承泽
撰 清初抄本 辽宁省图书馆

少数民族古籍：1部

文化和旅游部日前通报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我省有9部珍
贵古籍和一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入选。记者日前就我省珍贵古籍收藏及保护情况进行深入采访。

《庄户白羽》 线云强 摄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1
月 18 日，由吉林师范大学主办，吉
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吉林师范大
学中国纸艺术研究所、鲁迅美术学
院美术馆承办的国家艺术基金2019
年度传播推广项目“致敬传统——
当代纸艺术作品巡展”第五站在鲁
迅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

此次展出 62 位纸艺术创作领
域代表性艺术家的百余件作品，艺
术家们采用“剪、雕、刻、镂、贴、塑”
等方式进行创作，通过“致敬传统”

“承前启后”“边界拓展”和“百花齐
放”四大板块，系统梳理中国当代纸
艺术的创作和发展现状，探讨作为

文化传承载体的纸在当代语境下呈
现出的新的可能性，为中国纸艺术
的研究与发展贡献力量。

“致敬传统——当代纸艺术作
品巡展”是一个学术展览，由中国美
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范迪安担任学术主持。此展曾在今
日美术馆、山东美术馆、江苏省现代
艺术馆、西安美术学院展出。旨在
为中国纸艺术的传播和推广贡献力
量，因此展览场地的选择覆盖华北、
华中、华东、西北和东北地区，期望
能对校园的莘莘学子产生深远的影
响。鲁迅美术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
李林担任鲁美站执行策展人。

“致敬传统——当代纸艺术作品
巡展”在鲁美开展

2. 傅忠肃公文集三卷（宋）傅察撰
清彭元瑞知圣道斋抄本

辽宁省图书馆

3. 大复集三十七卷（明）何景明撰
明 嘉 靖 三 十 四 年（1555）袁 璨 刻 本

辽宁省图书馆

4.永乐北藏六千三百六十一卷续藏四
百十卷 明永乐十九年至正统五年（1421-
1440）刻万历 十 二 年（1584）续 刻 本

沈阳市慈恩寺

5. 乾隆版大藏经七千一百六十七
卷 清雍正十一年至乾隆三年（1733-
1738）刻本 沈阳市慈恩寺

6.历代臣鉴三十七卷（明）宣宗朱瞻
基 撰 明 宣 德 元 年（1426）内 府 刻 本

辽宁大学图书馆

7. 新刊地理纂要七卷（明）吴天洪
辑 明吴国俊刻本 大连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