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3月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杜 娟 视觉设计：黄丽娜 检校：高 峰 张 勇文化新闻
WENHUAXINWEN

09

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记者从省文化演
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了解到，新春
伊始，我省文艺院团已

经启动系列演出，包括民族音乐
会、综艺晚会。辽宁人民艺术剧
院率先下基层演出，为社区居民
送去丰富多彩的歌舞、小品节
目。辽宁歌舞团（辽宁民族乐团）
将于3月7日、8日在辽宁大剧院
上演“国韵芳华——辽宁民族乐
团建团二十周年民族音乐会”。
辽宁芭蕾舞团将在沈阳、保定、武
汉、重庆、南京、厦门等地巡演原
创芭蕾舞剧《八女投江》，计划演出
32场。这些高品质的文艺演出将
满足广大观众的欣赏需求，丰富他
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新乐畅想”“盛京盛世”“奉天
往事”“沈阳曙光”“魅力沈阳”5个篇
章，以音、舞、诗、画多种艺术形式讲
述沈阳城市发展史、抗战历史和新
中国工业史。

2 月 26 日，沈阳市文化旅游和
广播电视局、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沈阳
演艺集团在沈阳盛京大剧院演出大
型文旅融合节目《沈阳印记》。“新
乐畅想”拉开大幕，舞台上，7200 年
前刀耕火种、繁衍生息，新乐人在
沈阳这片黑土地上扎下了生生不
息的根……“盛京盛世”统一华夏、
问鼎中原，“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
都”，探寻发展印记；“奉天往事”守
护民族大义，打响抗战第一枪；在

“沈阳曙光”“魅力沈阳”中，“共和国
长子”以血汗铸就国徽，工业史上践
行长子担当，在新时代砥砺奋进、再
铸辉煌。

5 个篇章用多种艺术元素和表

现手法串联起沈阳的新乐文化、清
文化、抗战文化、工业文化的历史文
化记忆，充分展现了沈阳的悠久文
明，突显了沈阳人民百折不挠、勇敢
前行的奋斗精神。

《沈阳印记》是沈阳市公共文化
服务中心（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
沈阳演艺集团倾力打造的一部力

作，是全国唯一由专业艺术院团打
造的大型常态文旅融合演出活动，
由沈阳歌舞团、沈阳曲艺团、沈阳话
剧团、沈阳京剧院、沈阳评剧院联合
演出。这些院团曾多次赢得中国舞
台艺术的奖项。

本场节目的联合演出，展示了
国有文艺院团的创作水平、体现了

各艺术院团舞台艺术创作的强大合
力和协调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新
的一年，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沈阳演艺
集团本着“以文铸魂、以文化人、以
文兴业、以文旺城”的文化发展理
念，对《沈阳印记》提出更高的要求，
不断挖掘沈阳历史文化的深厚底
蕴，不断赋予节目崭新的元素，提升
节目品质，讲好沈阳故事。相信，

《沈阳印记》经过演出市场的不断检
验、不断打磨，定将成为沈阳市文旅
整合发展的精品力作、艺术的闪亮
名片。

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
阳市文化演艺中心）党委书记苏颖
说，《沈阳印记》是新时代文艺工作
者践行使命和担当的新作为。今
后，我们将多元化、多角度、多层次
地讲述沈阳历史文化、展现沈阳魅
力、反映沈阳的时代发展特点，不断
提升沈阳文化软实力。

文旅融合演出《沈阳印记》展沈阳历史文化底蕴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2月
26日晚，86岁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
家杨振华把最新创作的单口相声

《金牛送福》献给观众，博得阵阵掌
声。当晚，鼎泰乐和艺术团的 8 名
青年相声演员演出颇有特色的天
津群口快板《再拜年》，拉开专场演
出序幕。

王乐天、齐乃龙、戴向、王子豪、
张学京、孙道弘等拥有众多粉丝的
实力派演员陆续登场，演出最新创
作和改编的《催婚进行曲》《如此风
格》《法门寺》。值得一提的是，王学

江、李大平（杨振华的弟子）也带着
自己的拿手节目《戏曲与歌曲》参加
了本场演出。当晚线上直播1小时
在线观看人数7839人。

除了内容创新，为了更好地传
播相声艺术，杨振华曾在鼎泰茶社

“空中茶馆”中和网友实时互动，
还参加了“嘻哈包袱铺”高晓攀的
直 播 连 线 ，受 到 网 友 的 热 烈 欢
迎。如今，他依旧演“艺”不停，通
过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弘扬传
统文化，吸引更多年轻的观众了
解、爱上相声。

杨振华演出新作《金牛送福》

上周末，一堂关于“唐宋八大家”
的公开课在辽宁省博物馆推出，主讲
人为正在这里热展的“山高水长——
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的策展人、
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他结合展
出的相关文物，讲述这些国宝背后的
传奇故事，带领全省中小学生和广大
网友走近“唐宋八大家”的文学世界。

这个展览在策展之初，就确定要
抓住青少年的心，寻找适合他们的方
式，讲述他们关注和渴求的内容，以
期成为他们学习和思考的指南针。
由此，主办方充分调查了小学、初中、
高中语文教材中选取的“唐宋八大
家”经典篇章，如韩愈《马说》《师说》、
柳宗元《小石潭记》、欧阳修《醉翁亭
记》、苏洵《六国论》、苏轼《赤壁赋》、
苏辙《黄州快哉亭记》、曾巩《墨池
记》、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等，并联
系文物展品选取，对这些篇章进行了
恰当的剪裁和选取，以篇章、展品、故事
相结合的方式来呈现“唐宋八大家”的
文学成就、生平故事和思想情怀，力求
吸引更多的青少年走进展厅。

展览开展至今已有3个月，统计
表明，参观者达14万人，其中青少年
为 1.7 万人。大批青少年走进博物
馆，这里成为他们学习的“第二课
堂”。现在，展期就要结束，中小学新
学期即将开学，如何让更多的青少年
特别是没能来馆参观的同学也能见
到这些珍贵的展品，了解展品内在的
魅力和价值，认识其所承载的历史文
化内涵，省博物馆决定利用线上线下
相融合的方式面向网友特别是中小
学生推出“唐宋八大家”公开课，打通
校内与校外学习的壁垒，结合展出的
书法、绘画、古籍、碑刻拓片等各类文
物，充分运用互联网传播手段和数字
影像技术，讲述“唐宋八大家”丰富的
人生历程，帮助同学们近距离了解他
们的文学、书法、绘画造诣，感知他们
的丰富人生和思想魅力。

当前，一些展览过于学术化、专
业化，不接地气，如果不能找到符合
青少年特点的展示内容和表现手法，
再好的展览内容也无法传达到他们

的心里。为此，一些博物馆已不再拘
泥于对文物和历史的刻板讲述，而是
打破传统的传播方式，努力让形式更
加灵动，线上与线下融合，虚拟与现
实交错，甚至为青少年量身打造一些
创意展览。

如省博物馆推出的“文·物——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展”，能够代表庙
堂之高和生活之美的鼎、罍、爵、戈、
砖瓦、砚、洗、炉、灯等各类文物，不失
风度地过了一把“卖萌瘾”，以活泼可
爱的文字、趣味盎然的创意活动，吸
引了大批青少年前来观展。中共满
洲省委旧址纪念馆等一些展馆还为
中小学生提供做志愿讲解员的机会，
让同学们在接受专业讲解员培训的
过程中，不仅能认知和理解中华文明
和历史知识，而且还要用自己的话讲
出来，最终加入自己的思考、形成自
己的见解。这样的过程对青少年是
一种挑战，却能让他们在历练中爱上
传统文化、爱上科学、爱上博物馆；而
博物馆在这一过程中，也以一种轻松
活泼且更有效果的方式实现文化的
传播和教育。

有人研究发现，诺贝尔奖得主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有童年时期的博物
馆经历，这对点燃他们的好奇心和探
索热情很有帮助。据悉，在法国，介绍
博物馆新展的书籍通常分为两个版
本，除普通版本之外，还有少年版，翻
开书籍，文字简洁明了，有许多启发式
的提问。法国很多学校根据教学大纲
涉及的知识点，组织学生到各类场馆
学习观摩，每星期给中小学生1小时

“公民素质教育”课，把属于历史课和
地理课的一部分改到附近博物馆参
观。美国史密森博物馆也尝试为不同
年龄段、不同兴趣的学生量身打造多
种形式的参观模式，甚至专门设有儿
童博物厅，让孩子亲手触摸仿真的文
物或标本。这些举措无疑使得博物馆
不再冰冷，其特有的温暖和关怀，更加
贴近青少年的心灵。

“唐宋八大家”公开课的意义也
在于更加贴近青少年的心灵，陪伴他
们成长。

博物馆公开课陪伴孩子成长
赵乃林

备受观众喜爱的辽宁民族乐
团将于3月7日、8日在辽宁大剧院
演出“国韵芳华——辽宁民族乐团
建团二十周年民族音乐会”，分为
上、中、下三个篇章：“幸福赞歌”

“乐动时代”“春满辽河”。
“幸福赞歌”表达辽宁民族乐

团的音乐家以传承民族音乐为己

任，肩负艺术使命，为人民创作，为
人民演奏，创作演出了一大批脍炙
人口的民族器乐曲目。“乐动时代”
以守正创新民族音乐为基调，表达
新一代辽宁民族乐团的艺术家与
时俱进，锐意创新，用全新的视角让
更多的音乐爱好者喜爱音乐。观众
在欣赏中了解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

化，在时代的节奏中去感受民族音
乐的魅力。“春满辽河”以融合发展
民族音乐为基调，表达辽宁民族乐
团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在创新中融
合，在融合中发展。充分展示民族
音乐的多样性及表现力。用人们耳
熟能详的曲目，为时代喝彩，为榜
样高歌。

辽宁民族乐团演奏“国韵芳华”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中
国紫砂文化研究会辽宁研究会、辽
宁省紫砂收藏鉴赏专业委员会成立
大会暨名家名壶邀请展开幕式日前
在沈阳举行。

中国紫砂文化研究会辽宁研
究会、辽宁省紫砂收藏鉴赏专业委
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我省紫砂行业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据介绍，研究
会成立后，将加强紫砂行业交流，
举办相关展览、鉴赏、研讨活动。

此次在沈阳龙之梦举办的名
家名壶邀请展是中国紫砂文化研
究会辽宁研究会、辽宁省紫砂收藏
鉴赏专业委员会成立后推出的第
一个大型展览，展出季益顺、吕尧
臣、李昌鸿、顾绍培等国家级工艺
美术大师制作的紫砂作品 300 余
件，是近年来东北三省举办的最
大规模的紫砂壶工艺品展，吸引
了大批 紫 砂 工 艺 品 爱 好 者 前 往
欣赏。

中国紫砂文化研究会
辽宁研究会成立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辽
宁美术馆（辽宁画院）日前精心策划
并举办的“圆梦辽宁 牛年有福——
牛文化线上作品展”正在展出。

牛与农耕文化密不可分，牛与
劳动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中华民
族的勤劳与勇敢铸就了五千年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
牛文化蕴含其中。福牛贺春，美在
耕耘。本次展览展出一批由该馆

（院）收藏及艺术家们创作的与牛
文化相关的优秀美术、书法、摄影
作品，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讲好中国故事，丰富和满足广
大人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与艺术
需求，歌颂和赞美为民服务孺子
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
黄牛精神，同时也是鼓励和鞭策我
们为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
献智慧与力量。

牛文化线上作品展开展

我省启动今春文艺演出

音乐歌舞小品荟萃为时代喝彩
本报记者 王臻青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郭明义爱心团
队”日前在沈阳市和平区南市场街道市
府社区举办了辛丑年首场下基层演出，
为不能回家过年并坚守疫情防控一线
的志愿者带去一场精彩的演出。2021
年，辽宁人艺“我们的中国梦——文化
进万家”慰问演出活动就此拉开帷幕。

整场演出以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精心编排节目，演员们演绎了歌曲、小
品、乐器演奏等精彩节目，包括女声独
唱《我们的中国梦》《坚信爱会赢》、萨
克斯演奏《回家》、电小提琴独奏《东方
红》、小品《上梁下梁》《馄饨馆》。其
中，两个小品节目令观众感动得落
泪。演出受到了社区居民的喜爱，演
出现场掌声不断。他们表示，能在家
门口看到省级文艺院团的精彩演出感
到很开心。据了解，2021 年，辽宁人
民艺术剧院“郭明义爱心团队”将一如
既往地走进基层、为百姓奉献更多精
彩的文艺节目。

辽艺为社区居民
演出小品器乐作品

屡获国家级大奖的辽宁芭蕾
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八女投江》将
开启全国巡演艺术之旅。由于其
艺术水准较高，该剧自创排以来可
谓久演不衰。由于受到疫情影响，
该剧离开舞台许久，根据广大观众
的欣赏需求以及疫情防控要求，辽
宁芭蕾舞团将适时开启全国巡演，
计划在沈阳、保定、武汉、重庆、南
京、厦门等地演出32场。

芭蕾舞剧《八女投江》讲述了
东北抗日联军八名女战士为抗击
日本侵略者宁死不屈的英雄事
迹。这是一部关于生命与信仰的
故事。1938年春天，日本侵略者围
剿东北抗联，东北抗联一支队伍被
迫向西转移。为掩护主力部队突
围，冷云、王惠民等八名女战士奋
不顾身冲上前吸引敌人火力，在弹
尽援绝的情况下，引开敌人。她们

砸毁枪支后毅然投进乌斯浑河壮
烈牺牲。全剧分为“序”“密营”“西
征”“尾声”四个部分。演员们以精
彩的舞蹈、深沉的情感再现英雄事
迹，感人至深。

据了解，目前辽宁芭蕾舞团与
辽宁歌舞团正在联合排练一部新
的舞剧《铁人》，这是一部讴歌时代
楷模的舞剧作品，本报将对该剧创
排进行采访报道。

辽芭舞剧《八女投江》将巡演

作为重点题材，中国少年儿童出
版社将于今年“五一”推出史上最大
开本连环画《铁人王进喜》，现在该连
环画已由我省画家李晨创作完成。

李晨系鲁迅美术学院教授、中国
美术家协会连环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作为上世纪60年代生人，李晨对铁人
王进喜、铁人精神有着特别的感情。
画铁人王进喜的连环画，让今天的年
轻人特别是孩子认识了解为新中国创
业的前辈，李晨心中有着一种使命感。

两年前，接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
社创作《铁人王进喜》连环画的邀约，
李晨欣然应允。他开始收集创作素
材，李晨的一位同事曾经参与过大庆
铁人纪念馆的设计，回来后给李晨带
回大量有关王进喜的资料；他的一名
研究生家住大庆，这位学生的姥爷当
年还和铁人王进喜在一个井队，这个
学生的研究生毕业设计就是大庆，她
又把姥爷用过的大棉裤、铝盔拿到展

厅布展，这些都吸引了李晨的目光；他
原本打算去大庆，看看当年铁人王进
喜工作竖井的样子。由于受疫情影响，
只好请家在当地的一名学生的父亲骑
摩托车去拍了老油井的大量照片，并在
现场进行讲解；他又去嘉峪关，到玉门
市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实地考察，因为铁
人来自玉门，他还研究了玉门人的长
相，因为王进喜小时候曾在山上放牛，
他又仔细观察当地山体的基本造型。

掌握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李晨开
始设计创作。根据王进喜的事迹材料
和对当时现场情况的调查以及历史资
料的研究，李晨将心中的铁人形象还
原在画纸上，3个月里先后创作了25幅
画。其中，有一幅王进喜留下的最为
著名的在泥浆池里用身体搅拌泥浆的
照片，据此创作绘画时，尽管泥浆池很
小，但李晨用了一个大的横拉页，画上
八九个工人跟王进喜一起在泥浆里搏
击。为什么要把泥浆池拉长？李晨说

在自己心目中就感觉泥浆池是一种洪
流，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中国石油工
人叫响要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
洋里，喊出“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
抖三抖”的响亮口号，所以用写实手法以
泥浆池衬托再现石油工人的英雄气概。

多年来，有很多画家画铁人王进
喜，李晨的独特之处是用写实素描创
作连环画，让人物和读者更近一些，

更加有血有肉。因为连环画《铁人王
进喜》是给当代年轻人看的，李晨把
所有跟铁人一起工作、战斗的形象都
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年轻人。“可能
今天的人很难理解那个时候的团结
协作、艰苦奋斗，还有任劳任怨、吃苦
耐劳精神。我们今天要用画面把这
种精神凸显出来，通过图像和文字传
达给读者。”李晨如是说。

两年收集素材 三个月创作画稿

用画笔讲述铁人王进喜的故事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芭蕾舞剧《八女投江》剧照。 李明明 摄

《沈阳印记》演出现场。

2021新春文艺汇

连环画《铁人王进喜》画稿。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3
月1日，“盛京春韵——沈阳书画院
2021 年新春新作展”上线，此展由
沈阳书画院、沈阳美术馆、沈阳油画
学会、沈阳市中国画学会主办。

沈阳书画院书画家在线上展
出的作品表现出浓浓的新春风貌
和文化意味。沈阳书画院新春新
作展，作为沈城文化艺术“品牌”
活动推出至今历经十数年之久，
已成为新春时节热爱艺术的沈城
人的视觉记忆和内心期盼，拉近

了艺术家与观者、艺术与生活的
距离。今年的线上画展延续着既
往的情怀、温度、关爱和美意，透
过线上展出的作品反映出书画家
诚挚的祝福。无论是笔墨流动或
色彩绚丽的画面，还是笔线飞扬
或墨晕彰显的书法作品，都抒发
出艺术家与时代同步伐、与民族
共命运的情怀。同时，线上展览
拉近了作品与观者的距离，让欣
赏转瞬成为可能，让时间和空间
掌控在观者手中。

沈阳书画院新春新作展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