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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沈阳多场音乐会以室内外
多种形式为广大市民带来不同风格
的音乐艺术享受。这些音乐会既有
在剧场音乐厅里举办的小型音乐会，
又有在工业文化园区以及博物馆庭
院中举办的面向大众的音乐会。不
仅演出场地多种多样，而且音乐会的
主题很丰富。

沈阳盛京大剧院是全国为数不
多的拥有管风琴的剧院，日前，盛京大
剧院举办了一场管风琴音乐会，来自
浙江音乐学院的管风琴演奏家李艺花
为观众献上了一台独奏音乐会，包括
贺绿汀的《牧童短笛》、门德尔松的《A
大调第三号管风琴奏鸣曲》、韦伯的音
乐剧《剧院魅影》选段等十余首不同风

格的乐曲。在演出前，盛京大剧院还
举办了管风琴赏析讲座，李艺花为观
众介绍了管风琴的构造音色、发音原
理，以及如何欣赏管风琴乐曲。管风
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属于
气鸣式大型键盘乐器，距今已有2200
余年的历史。很多观众表示，这种器
乐讲座结合音乐会演奏的方式，能够
达到很好的音乐科普效果。

在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的庭院
中，一场艺术歌曲音乐会吸引了很多
观众，成为周末文化活动中一道独特
的风景。这是今夏中法文化交流活
动之一，沈阳音乐学院师生演唱了

《爱之歌》等艺术歌曲，以及法国作曲
家比才创作的歌剧《卡门》选段，包括

著名咏叹调《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
鸟》。演唱者一边演唱，一边表演歌
剧中的情节，赢得观众热烈掌声。

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奉天工场
文化创意园区也成为音乐会的舞台
之一，附近居民前往参观近代建筑的
同时，还可以聆听音乐会。不久前，
沈阳音乐学院青年教师胡珅在此为
观众演唱了一系列中国传统艺术歌
曲。观众表示，在具有工业文化氛围
的文创园里欣赏音乐会，能够获得独
特的艺术感受。据了解，这是沈阳十
分钟艺术机构举办的公益音乐会中的
一场，接下来还将陆续举办不同主题
风格的市民音乐会，包括在沈阳红梅
文化创意园举办的民族器乐音乐会。

沈阳夏季音乐会主题丰富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6
月 25 日，由大连市委宣传部、市文
化和旅游局、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大
连新闻传媒集团主办，大连市文化馆
(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
办的“放歌新时代 万众心向党”大连
市群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合唱展演在大连电视台演播厅举办。

本场展演分为“难忘岁月”“心
中的歌”“永远跟党走”上、中、下三
篇，大连市近几年来涌现出的优秀

合唱团队相继登台演出，以表演唱、
小组唱、领唱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
唱响《井冈山上太阳红》《延安颂》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我的祖国》
《唱支山歌给党听》《歌声与微笑》
《看山看水看中国》等歌曲。

这些节目展现了建党百年波澜
壮阔的伟大历程，讴歌祖国、讴歌
党、讴歌社会主义，弘扬正能量，彰
显人民群众坚定豪迈、团结奋进的
时代风貌。

大连举办
庆祝建党百年合唱展演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6
月 25 日晚，以“讴歌伟大时代 庆
祝建党百年”为主题的锦州市第七
届群众文化节暨“凌河之夏”演出季
周末文化广场系列活动在东湖文化
广场开幕。此次活动由锦州市委宣
传部、锦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
局、锦州市文化演艺集团（锦州市公
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锦州市群众
艺术馆、锦州市京剧团、锦州市评剧
团、锦州市歌舞团、锦州市杂技团承
办。国家公共文化云、辽宁省文化
馆云平台、抖音等多个平台同步直
播，在线观看直播人数近50万。

锦州市周末文化广场活动至今
已经成功举办了25届，成为市民的

一道文化盛宴。今年周末文化广场
系列活动延续往届活动宗旨，加大
文化惠民力度，活跃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以庆祝建党百年为契机，整
合锦州各专业院团优势，结合地域
文化特色，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抗疫题材等主旋律内容融
入文艺演出。整场演出由 10 个节
目组成，汇集了声乐、舞蹈、戏曲、杂
技等艺术门类，特别是晚会开始前
的秧歌展演，将东北人的热情豪迈
展现得淋漓尽致。

据介绍，随着锦州市第七届群
众文化节暨“凌河之夏”演出季周末
文化广场系列活动的启动，各项群
众文化活动也将陆续进行。

锦州群众文化节开幕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
历久弥坚。6月 24日，盛京大剧院音
乐厅充满了喜悦、热烈的气氛。由
辽宁省文联、辽宁省音协主办的“深
情礼赞 辉煌百年”——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合唱音乐会在这
里举行。

音乐会以建党百年的重大历史节
点为脉络和依据，以当代视角回望历
史、展望未来，用歌声表达对中国共产
党和美好生活的热爱。奋斗百年路，
放歌新征程。音乐会 19 首歌曲采用
合唱、领唱、独唱、重唱等声乐表演形
式唱响，热情讴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和使命，生动展现各族人民
在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追求美好生
活的精神风貌，激励中华儿女在新时
代新征程上砥砺奋进。

音乐会在合唱《在灿烂的阳光
下》《不忘初心》《我为伟大祖国站岗》
中拉开序幕。这 3 首歌由沈阳红星
合唱团演唱。这是一支平均年龄 63
岁的老年合唱团队，80%以上为军转
干部和军人家属，2019 年曾获全国
合唱比赛金奖。沈阳音乐学院北方
女子合唱团演唱的是《满怀深情望
北京》《南泥湾》《再唱山歌给党听》

《家住安源》等歌曲，演出形式活泼
新颖。大连艺术学院男声合唱团演
唱《你是这样的人》《天路》等，声音
气势磅礴，坚定有力。沈阳九歌室
内合唱团是辽沈地区 80 余位热爱音
乐的青年人自发组成的合唱团队，

他们演唱了《在太行山上》《娄山关》
《我爱你，中国》等。东北大学知行合
唱团演唱了《党啊，亲爱的妈妈》《乌
苏里船歌》《怒吼吧！黄河》《在希望
的田野上》等，由沈阳音乐学院教授
王志昕等担任领唱。

整场音乐会气势恢宏，掌声不
断。音乐会最后，演出人员和观众同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音

乐会推向高潮，歌声中饱含着中华儿
女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之情。

王志昕说，这段时间他多次参加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音乐
会演出，每次演出都在荡气回肠的旋
律中重温峥嵘岁月，接受红色洗礼。

一名王姓观众说：“演出太精彩了！
一首首经典红色歌曲带领观众回顾了
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

此次音乐会艺术总监汪敏说，
“深情礼赞 辉煌百年”合唱音乐会的
举办，体现了我省音乐界喜迎建党百
年的欢乐心情，也体现出我省近年来
群众性合唱艺术蓬勃发展的态势。
参加演出的合唱团队代表了我省合
唱艺术发展的较高水准，他们满怀激
情，用最美的歌声深情礼赞党的百年
辉煌。

庆祝建党百年合唱音乐会在沈举行

用歌声表达对党和美好生活的热爱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6
月 25 日，由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

（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
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辽宁省文
化资源建设服务中心）承办的“百年
沧桑 光辉历程”庆祝建党百年朗诵
会在沈阳举行。

“妈妈告诉我，红在血液里流
淌 ……”在动人的童声演唱歌曲

《红》中，朗诵会拉开序幕。
本次朗诵会以诗歌为载体，形

式新颖、内涵丰富，16 个节目仿佛
把人们带回到了那段峥嵘岁月。朗

诵篇目按建党百年的发展历史，选
取了《红船，从南湖起航》《红色家
书·陈觉、夏明翰、赵一曼烈士书信
节选》《我是共产党员》《信仰的味道
是甜的》《红色家书·杨开慧烈士书
信节选》等诗篇和书信节选。

朗诵者用真挚热烈的情感、激
情昂扬的声音，赞颂了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为谋求民族的独立和复兴、
国家的繁荣与富强、人民的解放和
幸福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展现了革
命先烈对党的忠贞不渝和对祖国无
限热爱的赤诚之心。

庆祝建党百年朗诵会在沈举行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东北青年版画艺术展”正在
铁 岭 辽 河 博 物 馆 展 出 ，这 是 继 沈
阳、葫芦岛之后的第三场展览。此
展由铁岭市委宣传部、市文化旅游和
广播电视局、市文联主办，展出辽宁、
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 71位艺术家
的近百件作品，涵盖丝网版画、木板版
画、铜板版画、石板版画四大种类。作
品从美学、创新、当代等多个维度展现
艺术家对版画的理解，展示了近年来

东北青年版画艺术家的创作成果。
展览现场，沈阳M56美术馆馆长

曲良臣向观众介绍了版画的历史和
在中国共产党奋斗史上发挥的作
用。他说，在战争年代，版画既是艺
术作品，又是武器，为民族觉醒呐喊；
新中国成立后，为火热的社会主义建
设留下生动剪影；进入新时期，迎着
温暖的春风反映时代前行的步伐。
比如，此次展出周文硕的“收获·喜
乐”系列、李昕悦的“琼楼玉宇”系列、

彭希的“浮生物语”系列、“金色的记
忆”等都是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关注
现实生活的作品。

记者在现场看到画家郭常信、庄
庆芳、贾天浩和书法家王荐。接受记
者采访时，他们一致认为，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用版画
艺术形式庆祝建党百年具有历史契
合点，因为版画曾是我党革命和战争
年代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唤起民众
抵御外敌侵略、反抗压迫的有力武

器，被鲁迅称为“投向敌人的刀枪和
匕首”。庄庆芳说，1935年李桦创作
的《怒吼吧！中国》，就是当时的一张
版画代表作。别看版画只有巴掌大，
却在中国版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
一笔。

曲良臣告诉记者，铁岭展览结束
后，还将到营口、丹东等地巡展。他
说，在铁岭展出得到铁岭银行的大力
支持，展览现场的互动吸引众多观众
参与，有利于推动公众对版画的认知。

东北青年版画艺术展参展作品关注时代
本报记者 杨 竞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杂技剧

《忆·华年》，并入选“辽宁省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
品展演”。该剧目于 6 月 26 日、27 日
在盛京大剧院演出。

从“我”的人生经历展开剧情

演出前，记者赶到排练现场，看到
演员正在与灯光、音乐、舞美等相互配
合，力求杂技与戏剧表演完美融合。据

《忆·华年》总导演王丹介绍，该剧取材于
多个沈阳杂技人的真实经历，以一位杂
技老艺术家——“我”的人生经历为主线，
在“我”的回忆中展开一幅沈阳百年故事
图景，映射沈阳杂技走向世界的历程，
呈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辉煌，书写抗击
疫情的赞歌，重温建党百年的光辉历
程，展望东北振兴的美好明天。

王丹告诉记者，全剧分为“记忆”
“新生”“逐梦”“展望”四个篇章，以“杂
技传承和时代发展”为脉络，将“车技”

“柔术”“高椅”“蹬鼓”“草帽”等曾获国
内外金奖的杂技节目进行创新融合，

通过杂技人刚柔并济的肢体语言，充
分展示杂技艺术的力与美。

排练现场，在剧中呈现的抗疫背
景下，扮演患者角色的演员陈忆在做
胯顶、圆宝抓脚顶等动作，因膝盖积
液右腿缠着绷带，但仍努力将每一个
动作做到位。32岁的陈忆说，他6岁学
杂技，13岁登台，至今已演过上千场，他
的成长经历见证了沈阳杂技的发展，更

见证了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

创新展演十余个经典杂技

据《忆·华年》总监制王晓介绍，
自2020年启动至今，这部剧受到社会
各方关注。为创排好这部大戏，团里
邀请业内专家反复研讨，几易其稿，
多次论证，在议定主题和剧本后，全

体演职人员倾注全部心血与力量，挑
战技术极限，全情投入创作中，对诸
多细节进行推敲、调整，力求精益求
精。年轻主创团队大胆创新、敢于尝
试，为了将传统杂技与激情年代的厚
重感相结合，《忆·华年》在多媒体设
计和音画创作方面进行创新，将十多
个经典杂技节目重新编排串联，启用
LED大屏幕，用场景化的表达手法将
剧中的年代场景呈现在舞台上。

王晓说，中国的杂技向来以惊、
险、绝著称于世，但随着时代发展，把
故事融入杂技表演中已成当下一种常
见的编导方式。《忆·华年》力求充分展
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辽宁人民追
梦筑梦的智慧、气度和神韵。

剧中和剧末，伴随着表演，演员唱起
《听我说谢谢你》《我们的梦》，趁着观众
“不备”，小演员们舞着红旗出现在观众
席，加上大屏幕的呼应，现场气氛高涨。

观众闫宏伟说：“这台剧感人，让人
由衷地生发出对党的感恩之情。”“这台
剧没有豪华的包装，却扎根家乡沃土，
凝聚时代精神。我为它点赞！”说着，
观众车长亮竖起大拇指。

《忆·华年》将技与剧融合

以杂技剧形式展现沈阳百年图景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本土作家写本土英雄，本土剧
团演本土英雄。6月 26日 19时，由
凌源市新百花艺术团联合沈阳市
评剧院共同创作的大型评剧《烽火
映山红》在锦州市京剧团剧院上
演。这是我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
演中的演出剧目之一，也是该剧首
次在锦州市上演。

记者在演出现场看到，激情
澎湃的乐曲、肃穆凝重的舞台氛
围，深深吸引了前来观剧的锦州
观众。

评剧《烽火映山红》今年初开
始创排，以我军特等战斗英雄、凌
源籍“现代花木兰”郭俊卿为创作
原型，以英雄的视角回忆革命往
事、叙述情感故事。

全剧充分运用了比兴手法来
营造风土味浓郁的意象，展现了郭
俊卿对战友、亲人以及家乡的无限
思念，对革命胜利及和平生活的无
限憧憬与向往。全剧通过“苦难童
年”“雪夜送信”“冰河夜渡”等感人
情节讲述革命英雄成长的故事，展
现中国精神。

为了生动展示郭俊卿同志在烽
火年代女扮男装出生入死的革命精
神，排演单位特别邀请了评剧花派
传人吴丹阳担纲主演，在剧中饰演
郭俊卿。

边走出剧场，锦州市民黄先生
边为该剧竖起大拇指。作为一名评
剧票友，能在家门口看到听到这样
的大型评剧，觉得十分过瘾。

该剧剧本由凌源市文旅广电局

剧目创作室主任王宇石创作，由国
家一级导演王立平执导，国家一级
琴师李娟作曲。

我省此次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展演分沈阳与锦州两个会场。据
悉，在锦州市 6 月 25 日、26 日的展
演活动结束后，评剧《烽火映山红》
还将继续深入研讨打磨提升，积极
申报参演今年在唐山举办的第十
二届中国评剧艺术节等活动。

近年来，凌源市文旅广电局紧
紧围绕重大题材，先后推出了电影

《红山女神》《烽火映山红》，影调戏
《香槐岭的笑声》《婆婆还乡》《香槐
树下》《红柳湾的笑声》《幸福的青
花》，大型评剧《黑嫂进城》《新人面
桃花》《凌水湾》，微电影《火苗儿》等
一大批文艺新作。

评剧《烽火映山红》上演
讲述英雄成长故事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鲁
迅美术学院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日
前举办“2021 届毕业生优秀作品
展”，27 名学生设计的 20 个系列 93
套服装设计作品集中进行展示。

此次毕业生设计作品展以静态
展与动态展相结合。鲁迅美术学院
美术馆中展出一部分染织服装设计
作品，学生设计制作的服装通过 T
台秀的方式动态展示。这些作品融
入了学生的设计理念，他们的作品与
时代生活结合紧密，既有环保主题，
又有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等主题。

毕业生的设计分为融合服装设

计组、结构服装设计组、插画服装设
计组、创新材料服装设计组、文化传
承与创新设计组，强调服装及衍生
品设计的前瞻性、原创性、文化性、
艺术性及跨学科融合性，注重艺术
与技术的结合。

毕业生孙远洋、刘语晴介绍了
他们设计服装的理念，既反映出他
们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思考，又体现
了服装形式与功能的统一。

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中陈列的
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毕业生的纤维
艺术作品形式多样、题材丰富，兼具
艺术性与实用性。

鲁美举办毕业生设计作品展

演出前，演员接受采访。

演出现场。

杂技剧《忆·华年》剧照。

室外歌剧音乐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