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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6月18日，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承办的“永远
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中国（辽宁省）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展览展示暨文化进万家活动在沈

阳老北市景区皇寺广场举行。高跷秧歌、鼓乐、辽剧、
农民画、民间绘画、版画等生活气息浓郁又不乏时代感
的民间艺术，讴歌新时代，展示新面貌，让人们更加了解
辽宁民间文化艺术。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之际，中宣部新命名 111 个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东北抗
日义勇军纪念馆、沈阳审判日本战
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鞍钢集团博物
馆、航空工业沈飞航空博览园上榜。

记者了解到，1997 年 7 月，中宣
部向社会公布了首批百个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并以此影响和带动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至今，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总数达
到 585 个。此次，命名工作紧密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四史”宣传教育，突
出百年党史重要事件、重要地点、重
要人物，突出新中国特别是新时代的
大国重器和建设成就。此次命名后，
我省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总数达 22 个，分布在沈阳、大连、鞍
山、抚顺、本溪、锦州、丹东、阜新、朝
阳、葫芦岛10个市。

记者走进鞍钢集团博物馆，矗立
在大礼堂一侧的长36米、高8米的大
型主题浮雕气势磅礴，其以“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为背景，恰如一幅波澜
壮阔的历史画卷，再现了一代又一代
钢铁工人为实现钢铁强国梦而不懈
奋斗的辉煌历程。博物馆里收藏与
展示的每一幅照片、每一件文物、每
一尊塑像，都讲述着一段段奋斗的故
事，印证着一行行历史的足迹。据介
绍，鞍钢是新中国第一个恢复建设的
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也是最早建成的
钢铁生产基地，被誉为“中国钢铁工
业的摇篮”“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
鞍钢集团秉承“修旧如旧，建新如故”
的理念，将原炼铁厂二烧车间厂房改
建成富有钢铁特色的鞍钢集团博物
馆，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开馆。博物
馆的主体建筑由展示大礼堂和三层
展厅组成，建筑面积 1.26 万平方米，

展陈面积9400平方米，基本陈列展线
2600 米，内设 12 个主题展厅和老高
炉、烧结机两个特展区，展示和收藏
大量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文物及图
片。采用幻影成像、智能调光玻璃、
魔幻透屏、飘屏互动演示、球幕投影、
数字沙盘、虚拟漫游、环幕影院等高
科技手段，与工业复古完美结合，丰
富与发展了工业遗产保护和文化创
造新的内涵，这也是鞍钢集团博物馆
的一大特色。

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位于本
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桓仁镇北山公
园内，是目前唯一经国家批准的集中
展示东北抗日义勇军史实的纪念性
场馆。纪念馆分为主题展厅、国歌
厅、英烈祭祀厅及多功能厅四个部
分，全面地展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
事迹和史实。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

列馆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
为保存现状较好的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1956年 6月，沈阳特别军事法庭
对铃木启久等 8 名主要日本战犯进
行审判。

航空工业沈飞航空博览园位于
沈阳市皇姑区陵北街，始建于 2001
年。博览园占地 2500 平方米，是全
国第一家系统介绍我国歼击机发展
历程和航空科普知识的大型展览
馆。展览馆由室内陈列和露天实物
陈列两大部分组成。陈列馆精选
600多幅珍贵图片和 200多件（套）实
物展品，融合我国歼击机发展历史和
航空科普知识于一体。这里是传播
我国航空工业历史知识，进行国防教
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理想阵地。

这些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成为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学习革命
传统、陶冶道德情操的重要课堂。

我省有22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这里是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商越报道 6 月
17 日，辽宁卷烟工业早期党组织
活动课题研讨会在沈阳举行。本次
研讨会由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
沈阳市文史研究馆、辽宁卷烟工业史
馆共同举办，与会专家就辽宁卷烟
工业早期党组织活动有关研究课题
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交流探讨。

此次研讨会课题集中在三方
面，即《关于奉天英美烟草公司基层

党组织革命活动史绩及特点的探
讨》《党领导下的辽宁卷烟工业早
期工人运动》《杨子平——共和国
隐秘战线的神勇卫士》。来自辽宁
社会科学院、辽宁省史学会、辽宁
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中共满洲省
委旧址纪念馆、沈阳市文史研究馆、
辽宁卷烟工业史馆等单位的专家学
者对课题研究方向、方法提出了许
多中肯的意见。

辽宁卷烟工业早期党组织活动
课题研讨会在沈举行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6
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
策划举办《唱支山歌给党听》快闪
献歌活动。沈阳市和平区的各界
群众代表和先进典型代表会集一
起，共同用歌声抒发对中国共产党
的热爱。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加本次快
闪活动的各界群众代表涵盖抗疫

医务人员、英模、退伍老军人、区
内文化名人、新兴行业从业者、大
中小学师生、企业员工等。据介
绍，此次快闪视频拍摄以中共满
洲省委旧址纪念馆为核心点位，
延伸到和平区内多个红色地标性
建筑，以及万象城广场党史百年
展，多角度、多细节、多种表现形
式相结合，最终制作完成。

沈阳组织
《唱支山歌给党听》“快闪”活动

台上展演高跷鼓乐 台下展示农民画剪纸

讲好辽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故事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舞台上有群众喜闻乐见的展演，舞
台下展示区有来自全省各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的农民画、书画、民间绘画、剪纸
等项目的展览。

在展示区，记者看到鞍山市岫岩
农民画、沈阳市苏家屯农民画、本溪
县田师付镇农民画，其共同的特点是
构图饱满、造型夸张、色彩鲜艳、画风
质朴，透着“泥土味儿”，但又各具特
色。比如，具有岫岩满族地方特色的
岫岩农民画，在绘画手法上吸取了满
族民间剪纸、刺绣等特点，在题材上
有满族民间的优美故事、传奇、典故、
习俗等，色彩对比强烈。刘仁杰画了
几十年农民画，他对记者说：“岫岩农
民画以丰富的生活为源泉，承继满族
的民间文化，描绘民间习俗，讴歌时
代生活。”在大连金普新区民间绘画
展区，记者见到大连金普新区文化馆
馆长魏春晖、金普新区文化馆美术部
主任李剑和现代民间绘画传承人王
新宇。他们正在为观众介绍金州现
代民间绘画。

魏春晖说，金州现代民间画以传统
民间艺术元素与现代艺术语言相融合，

以乡村生活和风土人情为主要题材，作
品构思新颖,造型朴拙，色彩饱满、构图
不受透视原理约束，平视与俯视结合，
夸张变形，拙中藏巧，洋溢着传统民间
艺术气息。如王新宇的《好日子》、张风
英的《正月十五闹花灯》、刘晓丽的《乡
情》等。

在桓仁传统木版年画展区，传统木
版年画传承人陈东明正在刻版画，他对
记者说，作为辽宁地区特有的木版年画
艺术，桓仁地区的传统木版年画完整地
传承了山东潍坊版画重用原色的特点，
在刻印技法上又糅入北方人粗犷、豪迈
的特征，形成了线条粗犷、风格纯朴、想
象丰富的主要特色。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随着陈东明
的版画作品《春》被国家美术馆收藏，

《磨房》《富》两幅版画被中国民间美术
博物馆收藏，陈东明的版画艺术道路
越走越宽，成为有名气的版画艺术家。

在助展区还有金氏绳结、烙画艺
术、李氏糖人、沈阳“面人汤”等项目。
此次举办中国（辽宁省）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展览展示活动，集中展现了辽宁
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记忆。

集中体现辽宁地域文化特色

此次活动选取了6个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和 17 个省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的代表性项目进行大规模
的集中展演展示，如海城高跷秧
歌。海城高跷秧歌又称海城秧歌，
是城乡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民
间艺术形式，集舞蹈、音乐、戏剧、杂
技为一体，迄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
史。观众在现场欣赏到海城高跷秧
歌中的“孔雀开屏”“叠罗汉”“大风
车”等一系列绝活儿，纷纷为这个“踩
在木棍上的东方芭蕾”拍手叫好。

来自辽阳市辽阳县柳壕镇的民间
鼓乐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它以唢呐、
笙管为主奏乐器，加上打击乐器合奏，
经过近30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辽宁
独特的民间文化艺术之一。

辽剧与辽南的历史、地理、风
俗、文化相结合，极具深厚地方传统
和浓郁生活气息。此次来自营口市
鲅鱼圈区芦屯镇的辽剧表演，加深
了观众对辽剧的了解。

每逢春节或是重大节日，朝阳
的秧歌小戏就会上演，此次展演深
受观众喜爱。瓦房店市的复州鼓乐
表演者慷慨激昂地奏起唢呐、敲响
锣鼓，来自远方的古老声音瞬间充
盈全场。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历经500多年传承的复州鼓乐，
至今仍然保持着蓬勃发展的态势。
而铁岭县凡河镇小品小戏、新宾满
族自治县地秧歌、黑山县二人转等
节目纷纷登场亮相，展示各自的地
域文化特色。

集中展示国家级省级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代表性项目

去年底，电视剧《山海情》播出之
后，我以为它会是主旋律作品的新高
度了，没有想到后来还会有《觉醒年
代》的出现。而在《觉醒年代》之后，又
看到了电影《悬崖之上》、电视剧《光荣
与梦想》《叛逆者》《百炼成钢》……

舞台艺术作品，同样有不少现
实题材的精品正在排练和展出中。
仅以我们能看到的辽宁艺术舞台为
例，今年就有不少作品同时亮相，比
如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北上》，
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民主人士
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和新政协会
议的历史；辽宁芭蕾舞团的舞剧《铁
人》，再现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的形
象；大连话剧团的话剧《把一切献给
党》，讲述“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
铎的生平故事……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数量呈井
喷之势，品质普遍提高，2021年，会成
为中国主旋律题材文艺作品创作的标
志性年份。

在日前闭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上，“红色经典”“主旋律”成为关键
词被反复提及，一个观点得到了大
家的一致认同：中国主旋律电影正
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获得
越来越热烈的市场反馈；一批具有
鲜明时代气息的红色经典正在成为

“新主流大片”。
“主旋律作品”的概念出现在上

世纪80年代，至今已经过去了30多
年，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极大的丰富
和拓展。虽然屡有佳作出现，但相
当多的主旋律作品还是未能摆脱刻
板的说教和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收
视率和票房都不占优势。这一情况
的明显改观，我觉得就出现在最近
几年，主要的标志是主旋律作品数
量的提升；市场和口碑的双丰收，

《流浪地球》《战狼》《红海行动》《我
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都是
叫好又叫座的代表。而今年之所以
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在于另外一个新
突破——赢得了众多年轻观众的欢
迎，电视剧《山海情》《觉醒年代》的豆瓣
高分，就是靠年轻观众抬升上去的。

这一突破是如何实现的，汇总
一些创作者的经验谈。中国电影集
团副董事长傅若清：“从小人物的角
度切入，用艺术化的手法还原历史
事件。”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王
健儿：“主旋律作品只有贴近当代年
轻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才能引起共
鸣”。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不仅
全景再现史实，也从年轻人的角度
把历史人物的理想、青春、梦想展现
出来。”总结起来，还是那句老话：实
现思想性、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曾经采访过一位辽宁的青年评
论家，她的观点很有启发性。她认
为，主旋律影视作品近几年的成功
在于类型化的探索。“主旋律”是针
对作品的内容而言的，反映革命历
史，反映时代发展，反映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它本身不是类型。如果
是一部谍战剧，就要按照谍战剧所
需要的要素来创作，营造紧张的气
氛，在精练、烧脑的解密过程中实现
对信仰主题的升华表达，《风筝》《伪
装者》包括今年的《叛逆者》都是如
此；如果是人物传记题材，就要从有
史以来最好的传记题材作品中吸取
养料，真实还原史实，生动再现细节，
对人物的心理有深入分析和精准表
达。同时还可以探索类型的丰富与
跨界，比如《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
的家乡》，把电影拍成几个片断的合
集，就是融合和跨界的成功例证。

期待更多的“新主流大片”出现。

红色经典作品
正赢得众多年轻观众的欢迎
高 爽

6月21日，盛京戏曲论坛在沈阳开
幕。此次论坛由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主办，沈阳
艺术创作研究所承办。

盛京戏曲论坛是沈阳戏剧理论品
牌活动，也是沈阳与省内外开展文化
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本届盛京
戏曲论坛主要有三项活动，包括国家
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成果《辽宁艺术
名家口述史研究》研讨会、纪念筱俊亭
100周年诞辰专题研讨会、唐派传承暨
唐派传人张宏伟从艺50年专题研讨。

首先举办的“唐派传承暨唐派传
人张宏伟从艺50年专题研讨”结合“唐
韵流传：唐派传人张宏伟从艺50周年
专场演出”进行。唐派京剧艺术是沈
阳戏曲的根脉，也是关外最具影响力
的京剧流派。盛京戏曲论坛邀请唐派
京剧创始人、京剧表演艺术家唐韵笙
的后人、传人以及研究者，共同探讨唐
派京剧的艺术精髓和审美风范。

唐韵笙的女儿唐玉薇用“威武凝
重，大气恢宏”概括了唐派京剧的舞台
艺术美学特征，又以“文武兼备，唱做
俱佳”总结了唐派艺术的表演特色，同
时还回忆起她父亲唐韵笙如何苦练基
本功以及如何加强戏曲理论学习，并
将理论结合京剧艺术实践，努力开拓
创新的过程。国家京剧院原院长宋官
林对于“唐派传人张宏伟从艺50周年
专场演出”以及沈阳对于传承唐派京
剧艺术所做的努力给予肯定，同时，他
建议成立“唐派艺术传承中心”，抢救整
理唐派剧目。戏剧评论家孙浩认为：

“发展城市文化，首先要梳理本地区的
文化资源，而优质的资源在任何一个
城市和地区都非常珍贵。唐派京剧艺
术不仅是盛京戏曲的标志，而且也是
沈阳文化的名片。”外交部京剧协会副
主席、秘书长李涛介绍了中国京剧在
世界范围的影响，阐释了传承国粹艺
术的重要意义。京剧演员张宏伟回忆

50年来的舞台艺术生涯热泪盈眶，他表
示要退而不休，退休后会继续传艺，努力
传承唐派京剧艺术。

据了解，盛京戏曲论坛即将举办
的研讨活动围绕评剧筱派艺术创始
人、评剧表演艺术家筱俊亭的舞台艺
术展开，筱俊亭在80多年的演艺生涯
中，演出了200多出剧目，学习各家运
用低腔之长，并吸收了单弦、大鼓等
演唱方法，形成了低回婉转、节奏灵
活、俏丽多姿、收放自如的艺术风格，
评剧老旦“筱派”唱腔享誉全国。此次
研讨会邀请戏曲评论家以及筱派艺术
传承人，共同回顾筱俊亭的艺术人生，
评述筱派评剧艺术的美学特征。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成果
《辽宁艺术名家口述史研究》即将出
版。盛京戏曲论坛邀请文艺界、出版
界相关专家学者，共同回顾辽沈舞台
艺术的发展历程，发布辽宁艺术名家
口述史的研究成果，研讨相关科研成

果的价值与意义。
据盛京戏曲论坛秘书长郑永为

介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之际，本届戏曲论坛着重展现沈阳
戏曲艺术的发展成果，梳理辽沈地区
的戏曲资源，加强戏曲艺术的传承力
度，推动不同地区之间戏曲艺术的交
流与推广。

盛京戏曲论坛梳理戏曲资源

以多种方式传承沈阳京评艺术
本报记者 王臻青

京剧《古城会》剧照。 于 威 摄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6 月
18日，沈阳市国防及中省直企业工
会“赤心永向党，筑梦新时代”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职工
舞台剧展演暨《共和国脊梁——沈
阳国防工业人的故事》报告文学集
首发仪式在沈阳玖伍文化城举办。

《共和国脊梁——沈阳国防工
业人的故事》，在沈阳市总工会指导
下，由沈阳市国防及中省直企业工
会与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和相关企
事业主持编写，春风文艺出版社出

版发行。这是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
来国防工业建设发展历史画卷的缩
影，书中记录了不同时期涌现出的
劳动模范和大国工匠，他们的先进
事迹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激发了
一代代国防工业人为实现“强军梦、
强国梦”而努力奋斗。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将报告文学
集中的故事更加直观地呈现给读者，
沈阳市国防及中省直企业工会特别
在20个劳模和团队故事中选出7个
故事，以舞台短剧的形式进行诠释。

报告文学集
《沈阳国防工业人的故事》首发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
日，“刘东瀛先生工笔花鸟画艺术与教
学”访谈讲座在辽宁政协文史馆萃升
书院举办，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
部分师生参加。

此次访谈讲座是辽宁省政协办
公厅、鲁迅美术学院、辽宁美术家协
会、辽宁省美术学研究生创新与学
术交流中心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名师大家系列
精品展‘韵得天和’——刘东瀛工笔
花鸟画展”的延伸，通过访谈及问答
沉浸式讲座体验，让思政教育与专
业教育完美融合。

刘东瀛是我国著名工笔花鸟画
家、美术教育家、鲁迅美术学院教
授，在美术教育领域和艺术创作领
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访谈
讲座前，刘东瀛在展厅就自己的画
展讲述了她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
至今的创作过程，重点讲解了不同
时期的代表作。这些画作展现了刘
东瀛在创作技法上博采众长、入古
出新而形成独到艺术语言的过程。
访谈讲座上，师生探讨了教学基础
与实践、情感与创作、人生与艺术等
方面的关系，分析与反思了当代工
笔画写意性语言的缺失等内容。

鲁美举办
刘东瀛绘画艺术与教学访谈讲座

核心
提示

展演中的海城高跷秧歌。 王新宇创作的金州现代民间画《好日子》。

大连金普新区文化馆馆长魏春晖（右一）在民间画展区作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