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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思
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
秀舞台艺术作品是艺术工作者的
最高追求。多年来，辽宁舞台艺
术追求创新戏剧观念的脚步一直
没有停歇，这种追求既表现在技
术层面上，又反映在戏剧的精神
内涵之中。

创办于 1989 年的辽宁省艺
术节，已经成为推出优秀舞台艺
术作品最为重要的平台，不断为
辽 宁 赢 得 艺 术 荣 耀 和 文 化 声
誉。经过 3 年的酝酿创作，2020
年辽宁省第十一届艺术节如期
举行，有 31 台参评和展演剧目
登上了省第十一届艺术节的舞
台。为进一步展示我省戏剧创
作成果，打磨出更好的艺术精
品，2020年年末，省委宣传部、省
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了“2020
年辽宁省优秀主题作品展演”活
动，把在省第十一届艺术节上发
现的优秀剧目选调到省里展演，
其中有海城喇叭戏《杜鹃花开》、
现代评剧《牵·纤手》、现代评剧

《过 大 年》、音 乐 剧《最 可 爱 的
人》、话剧《与你同在》等，专家认
为，这些剧目无论是从文本的故
事讲述，还是从舞台的艺术呈
现，都有新意，特别是一些剧目
在挖掘辽宁地域文化资源上展
现出新的面貌。

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深刻
反映现实生活是辽宁戏剧创作
的路径，也是辽宁戏剧在几十年
间创排演出众多艺术精品的原
因所在。《杜鹃花开》《牵·纤手》

《过大年》《与你同在》4部剧都是
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关注当
下、关注火热的现实生活。但这
些我们身边的人物、身边的生
活，以艺术化的形式搬上舞台，
如何引起观众的共鸣，如何成为
久演不衰的精品？以现代评剧

《过大年》为例，这部剧是省第十
一届艺术节上脱贫题材舞台剧
的代表作之一，由黄伟英编剧、
杨晓彦执导、孙明月主演，围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题，通过艺
术形式展现辽北农村三户人家
过年期间的家庭矛盾冲突和脱
贫攻坚过程中各方的情感和责
任，展示百姓对家乡和亲人深深
的爱。《过大年》没有直接描述如
何贫困与如何帮扶，也没有展现
由穷变富的过程，而是揭示了现
实中的问题和问题中人的觉悟
觉醒，观众在观看演出时，会有

自己的体悟，同时感受到喜剧的
魅力。《过大年》不仅戏曲特色浓
郁，唱段板式丰富，行当设置齐
全，舞台风格写意，而且在情节
安排、人物设计、语言处理上有
轻喜剧的特点和风格，在刻画人
物性格的基础上，特别观照年轻
人的欣赏趣味。

在英模辈出的辽宁，英模题
材戏剧作品层出不穷。题材取材
于人们熟知的英模人物、先进人
物事迹，如何从相同主题作品中
脱颖而出？

海城喇叭戏《杜鹃花开》就
是聚焦英模人物的作品，用地方
特有的非遗剧种来表现主旋律
题材。该剧以鞍山市立山区灵
西社区党委书记、社区主任刘娟
为原型，以刘娟从一名普通群众
成长为优秀基层干部的历程为
主线，选取了刘娟出资建创业一
条街、照顾孤寡老人、救助患病
儿童、开办养老院、开办社区便
民服务“七个家”等事迹，塑造了
一个新时代有血有肉的优秀党
员干部形象。现代评剧《牵·纤
手》是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精
品。该剧讲述了“第一书记”回
山村造福一方百姓的故事。话
剧《与你同在》以金坑村驻村“第
一书记”为主要人物，将正在发
生的抗击疫情故事编入剧情。
这些剧目不仅仅停留在好人好
事主题上，而是用家乡话说家乡
事，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打动
人，主创人员对人物的理解和关
爱以及对所塑造人物深厚的人
文情怀，创新了戏剧观念，拉近
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杜鹃花开》充满浓
浓的民俗风情。舞美设计运用
了鲤鱼图案的剪纸元素，应用到
舞台背景中。在剧情演出中还
穿插穿着大红大绿戏服的演员
表演高跷秧歌。整个舞台喜庆、
热闹、火爆，表现出了海城喇叭
戏的特点。

辽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
梁海燕认为，现实主义题材作
品需要创新戏剧观念，既要弘
扬正能量，又要将故事讲好，不
仅强调其教化功能，而且不能
忽视其审美的艺术追求。概念
化和公式化的说教已然成为历
史，只有那些对人具有深刻体
察和关怀的作品，才具有感人
至深的温度，才能给人以心灵
慰藉和精神激励。

如何创新戏剧观念？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深刻
反映现实生活是辽宁戏剧创作的路径，也是辽宁戏剧
创排演出无数艺术精品的原因所在

创新戏剧观念 提高艺术质量 扩大文化影响

在不断打磨中再塑本土舞台艺术精品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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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由省文联、
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办的辽
宁文艺论坛在沈阳召开。论
坛以“建设适应新时代、新征
程的辽宁文艺评论队伍”为
主题，与会评论家围绕“建设
一支什么样的辽宁文艺评论
队伍、打造这支队伍将取得什
么成效”进行了充分研讨。让
我们听听评论家们对此有何
观点与建议。

辽宁舞台艺术始终精
品不断，如歌剧《苍原》、话
剧《父亲》、芭蕾舞剧《八女
投江》等曾为辽宁赢得诸多
荣誉，关注主旋律的创作、
厚重大气的舞台呈现及传
统的剧场演出形式等成为
辽宁戏剧的标志性特点。
但如何创新戏剧观念、如
何提高艺术质量、如何扩大
文化影响等，也一直是辽宁
戏剧人多年来的探索方
向。辽宁的舞台艺术要发
出辽宁声音，从而彰显辽宁
力量。

评论需不断研判
新文化现象

尹 力

文艺评论的职责除了引导创
作，推出精品，还有提高审美和引领
风尚。但在评论实践中，文艺评论
的这些功能尚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没有与创作者和社会大众形成良性
互动。

在引导创作和推出精品方面，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评论是否
能够得到创作者的认可和关注，有
没有兼顾创作者视角。我认为专业
评论应该有三个标准。一是艺术的
标准。首先应建立在评论对象所属
艺术门类或艺术跨界的大标准背景
下来审视和评价，遵从艺术规律才
不会说行外话；二是创作的标准。
每个作品都有自己的立意、逻辑和
规则，能否真正看懂创作者的具体
表达、读懂创作者的整体意图是非
常考验评论者功力的；三是个人的
标准。个人喜好往往和创作标准、
艺术标准间有冲突，能够引导创作
的评论应该是建立在艺术整体发展
和创作合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个人观
点，而不是用自己的个人标准去比
对和评价。

在提高审美和引领风尚方面，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大众爱不爱看我
们的文艺评论，评论是否兼顾观众
视角。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是评
论家，普通观众关注的角度和重点
与理论派的评论家是不同的。文艺
评论的“接地气”应该是贴近大众的
真实感受，许多网络评论充满真情
实感、鲜活有趣，非常值得借鉴。此
外，不仅文艺生态在变化，社会也在
飞速发展，人的思想在前行，文艺观
念在进步，这些都深刻影响着大众
审美评判标准的变化。我们的评论
家需要敞开胸怀、放眼世界，与时代
发展同步并超前于普通观众去接
纳、体验、学习和研判新事物，对热
点、焦点问题有灵敏的嗅觉和前瞻
意识，评论才能更有吸引力、说服
力、影响力和引导力。

如何发挥文艺批评的
团队力量
胡玉伟

在辽宁文艺评论队伍建设方
面，困扰我们的一个现实焦虑是：批
评家力量分散、难以形成拳头，缺乏
在国内有影响力、有冲击力的团
队。因此，打造“批评辽军”应该提
上议事日程。

“批评辽军”的打造是一项系统
工程，在这个系统中，核心和引擎便
是团队建设。为保持团队的生机与
活力，需要创新“批评辽军”的养成
机制。“批评辽军”强调的不是个体，
而是群体。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时
代，需要主动出击，创新求变。养成
更强调过程、环节和精细化的管理。
机制强调的是遵循客观规律、利用客
观条件，实现预期的作用过程。

第一，应该做好人才队伍建设
的顶层设计，做好队伍建设的规
划。根据时代的要求和辽宁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要确立指导思想，在盘
点我们的文艺评论人才资源的基础
上确定我们的行动方案，有针对性
地进行人才队伍建设的整体设计。
第二，需要建构多轨并行、多方协同
的人才培养机制。多方协同，多方
受益。在文联主导下，整合高校、各
级各类艺术研究机构以及社会上的
其他人才资源。第三，以项目拉动团
队建设。设计有问题意识、有冲击
力、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项目。避免狭
隘地域意识和行业意识，研究辽宁问
题要通向中国问题，要有全球视野和
眼光。第四，打造辽宁的文艺评论品
牌和评论带头人。品牌和带头人是
相辅相成，互为支撑的。第五，多元
并举，优化批评氛围。调动起各方积
极性，通过组织研讨会、读书班等，加
强人才培养的过程管理。

养成机制完善了，下一步可以
将其固化为制度。建构科学合理的
人才养成制度，持续稳定地培养高
品质的文艺评论队伍。打造以知名
评论家为领军、以中青年评论骨干
为中坚、以优秀青年评论家为后备
的“金字塔型”人才团队结构体系。

历史文化土壤丰厚的辽宁，有无数
值得深耕的艺术品牌。大连市文艺评
论家协会主席杨锦峰说，艺术节的品牌
效应，很大程度上依赖本土艺术品牌的
支撑。日常培养与艺术节发现相结合，
选择具有良好素养、优秀品质的艺术作
品、艺术团体、艺术家，通过多重手段扶
植、塑造、推介，使之成为本土艺术精品
创作的标志性、代表性群落。

辽宁是戏剧大省，历史悠久，成绩
斐然。为舞台艺术的发展与繁荣，省
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多次召开
座谈会，请专家阐发意见，打磨剧目，

使之成为精品。目前这些优秀剧目都
在打磨修改中。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副主任、沈阳评剧院院长张巍告
诉记者，1 月 7 日，有关领导、专家及
主创团队召开座谈会，会上专家对《过
大年》的编导、表演、舞美和音乐给予
充分肯定，同时还对剧情细节提出了
合理化建议，希望剧组精益求精，进一
步打磨作品。而《牵·纤手》同其他几
部戏一样也在修改中，正在进行两个
方面针对性的调整，一是修改戏剧矛
盾冲突，发挥扶贫用“智”扶“志”重要
作用，从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

变为现实的过程；二是删繁就简把序
幕删减，加快戏剧节奏。

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发展处处长
高立军说，为了扩大文化影响，这些修
改后的剧目将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精品剧目展演，同时还要进校
园、进乡村进行巡演。从而使戏剧真正
的紧跟时代的步伐，贴近百姓的生活。

辽宁的舞台艺术发出辽宁声音，彰
显辽宁力量。专家认为，这样对在艺术
节平台上展演的优秀作品、团队和艺术
家进行特别的推广，才能使他们走向更
为广阔的舞台、赢得更多艺术荣誉。

如何扩大文化影响？只有不断展演优秀作品，才能使其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当下的戏剧创作，剧目题材雷同
的多，面貌平庸的多，手法老旧的多，
人物概念化的多，剧本有硬伤的多。
那么如何提高舞台作品艺术质量？要
有一个好的主创团队，编剧、导演、演
员、舞美等都需要优中选优。著名编
剧谢海威认为，首先，创作者要尊重艺
术。仅从编剧而论，一剧之本当用心
创作，要写好就要有生活、有积累、有
热情，还要多观摩、多读书、多修改。
要把笔下作品当成自己的孩子，好的
作品不能是急就章。

在舞台艺术创作的链条上，剧本
是剧目成败的根本保证，所谓“一剧之
本”。辽宁的剧作家始终抱着敬畏的
心态，扎扎实实地打磨剧本，辽宁戏剧
创作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得益于高水
平剧本创作提供的坚实基础。辽宁文
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毛琦说，从省第
十一届艺术节剧目看，老剧作家厚积
薄发，作品丰厚，仍然是辽宁舞台艺术
创作的中坚力量，中青年编剧正在崛

起。创作过程中，每一位剧作家都精
益求精，反复推敲打磨剧本，大到结构
的调整，小到情节的重置甚至一句唱
词的揣摩，剧本数次修改已成常态。
现代评剧《过大年》、音乐剧《最可爱的
人》、话剧《无风地带》等都在不断修改
中渐入佳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创作现
代评剧《过大年》，编剧黄伟英在创作
时特意到农村体验生活，原汁原味地
展现辽北乡村的生活风貌，带着情感
进入剧本写作。剧中人田叶、康福、范
大嫂、玉山爹等人物形象生动朴实，没
有刻意雕琢，却有独到的角色定位，并
在矛盾冲突中完善了形象，从主角到
配角都站得住、立得稳。编剧对他们
倾注了人文情怀。

话剧《无风地带》也是本届艺术节
的上乘之作，由杨锦峰编剧。该剧把
花云儿、夏子衿、常海阳 3个年轻共产
党员的革命信仰与勇气刻画得淋漓尽
致。《无风地带》虽然是一部民族抗战

题材的作品，但舞台呈现却自由、大
气，既兼具历史与人文气息，又闪烁着
迷人的人性光辉，可见剧本的不断打
磨和锤炼。

而展现抗美援朝战争中感人故事
的音乐剧《最可爱的人》，编剧张永华
为创作这部剧，采访了健在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丹东籍战士，查阅了大量相
关历史资料。几易其稿，注重地域文
化与音乐剧主体要素的融合以及历史
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呼应。

只有剧本立住了，后面的二度创
作才有根基。一个立不住的剧本，其
他投入都是浪费。一个好剧本加上好
的舞台二度创作，那就是一部精品。

采访中，一位老编剧对记者说，一
定要让这些优秀戏剧提高艺术质量，
在省级乃至全国的舞台上演出，锻炼
培养人才队伍，要让这种对艺术的执
着精神和情怀担当倾注在作品中，化
为有血有肉的人物和故事感动所有的
观众。

如何提高艺术质量？辽宁的剧作家始终抱着敬畏的心态，扎扎实实地打磨剧本

核心
提示

话剧《与你同在》剧照。

现代评剧《过大年》剧照。 现代评剧《牵·纤手》剧照。

音乐剧《最可爱的人》剧照。

海城喇叭戏《杜鹃花开》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