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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原创大型话剧《北上》于6月30日、7月1日、7月5日在北京演
出3场，受到观众的热烈好评。这部革命历史题材话剧是我省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活动唯一进京演出的剧目。演出期间，辽宁人民
艺术剧院在北京举办了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话剧《北上》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融合，

戏剧结构完整，演员表演精彩，既体现出辽艺风格的传承，又呈现了话剧艺术创作的新风貌。

长白秀色、井冈雄姿、太行铁臂、陕
甘风光、青藏神韵、桂林山水等祖国大
好河山尽在画中。

7月23日，由沈阳市委宣传部、沈
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办，沈阳
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市文化演
艺中心）承办，沈阳书画院、沈阳美术
馆作为执行单位的“名家名作画名城
大好河山——全国中国山水画名家邀
请展”在沈阳美术馆开展。展览以中
国山水画为艺术载体，表现了祖国的
壮美风貌，以画笔描绘伟大的民族精
神和时代篇章，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

沈阳书画院院长、沈阳美术馆馆
长于晨说，“名家名作画名城 大好河
山——全国中国山水画名家邀请展”
作为沈阳市委宣传部扶持的2021年度

精品美术创作展示项目，经过近一年时
间的精心策划、组织和实施，邀请了全
国85位画家创作85幅精品，作者来自
辽宁以及北京、济南、烟台、郑州、太原、
杭州、成都、西安、兰州、西宁、乌鲁木
齐、桂林、南宁、贵阳等地，作者年龄最

大的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最年轻的出
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其中包括卢志
学、徐甲英、马学鹏、郑伯劲、亓官良、张
复兴、于晨、张策、黄洪涛、王宏、王犇、
徐琳、穆瑞彪等画家。画家们以饱满
的热情描绘宝塔曙光、泰岳风韵、塞北

阔野、江南园林等，笔墨生发、情深意
浓、山川华滋、意气风发。

我国幅员辽阔、山川秀美，地域
自然人文景象千差万别，这给予艺术
家以丰厚的创作滋养和灵感，画家将
游历祖国名山大川的见闻、对现实生
活的体悟、人文情怀表现出来，带给
人们审美愉悦，充实、陶冶心灵。参展
的画家虽然年龄不同，风格迥异，但都
表达了相同的主题，描绘秀美河山、再
现祖国大好山河。如《井冈山》《太行
风骨》《又见泰山》《黄山图》《漓江春
色》《卓木拉日的春天》《大河奔腾》等
作品。

开展当日，许多书画爱好者和
普通参观者一边赏画，一边与画家
现场交流。整个美术馆弥漫着浓浓
的艺术气息。展览至9月19日结束。

中国山水画名家邀请展启幕

85幅精品画作描绘祖国壮美风貌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文
化和旅游部日前公布第九届中国
京剧艺术节入选剧目名单。据了
解，经作品申报和专家评审，主办
方确定参加展演的剧目 23 台、折
子戏 4 台、线上展演剧目 8 台。其
中，由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沈阳京剧
院创排的现代京剧《关东女》入选
进京展演剧目，大连京剧院现代京
剧《邓稼先》入选线上展演剧目。

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将于
9 月 下 旬 至 10 月 中 旬 在 北 京 举
办。本届京剧艺术节由文化和旅
游部、北京市政府主办。本届京剧
艺术节将举办京剧优秀剧目展演，
参演剧目以近年新创作的现代戏、
新编历史剧和经过整理改编具有

鲜明时代特色的优秀传统戏为主，
同时举办京剧艺术主题论坛，开展
京剧艺术讲座、京剧文化旅游博览
等活动。

现代京剧《关东女》讲述了“九
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英勇抗击
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该剧具有鲜
明的主题与浓郁的东北民俗文化
特色。现代京剧《邓稼先》是大连
京剧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而创作的一部献礼剧目，该剧
以“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人生历程
为主线，再现了老一辈科学家为实
现强国梦付出的艰辛努力和作出
的巨大贡献。

这两部优秀京剧作品均为我
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展演剧目。

我省两部京剧
入选中国京剧艺术节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作
为沈阳市“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活动之一，沈阳市文联红色文艺
轻骑兵日前走进沈阳市于洪区平罗
街道，与街道文艺骨干一起为当地
群众送去精彩的文艺演出。

活动通过曲艺、戏剧、朗诵、魔
术、独唱等多种艺术形式，歌颂党
的光辉历程和辉煌成就。演出在
原创鼓曲联唱《铁马冰河丹心谱》
中拉开帷幕，由沈阳市曲艺家协会
理事张娃佳带来的鼓曲讴歌了革
命先烈的坚强意志和英雄气概；群

口快板《红旗飘飘》用快板和唱词，
回顾了党的百年历程和辉煌业绩；
由平罗街道的两名驻村“第一书
记 ”朗 诵 的《我 们 就 是“ 第 一 书
记”》，展现了“第一书记”想基层
之所想，在精准扶贫和抗击疫情
等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由沈阳
市杂技艺术家协会理事朱思念表
演的魔术《永远跟党走》，令观众
拍手称赞。

据悉，沈阳市文联红色文艺轻
骑兵活动下半年将继续在基层街道
和社区广泛开展。

文艺轻骑兵到基层演出

在小提琴手悠扬旋律的伴奏下，
两名文学爱好者依次朗读中篇小说

《鱼肠剑》的精彩片段。
7月 22日下午，阳光倾泻在沈阳

歌德书店二楼的中心场地，省作协联
手国家税务总局驻沈阳特派办、省知
识产权局、省体育局、省文联、省政府
外办等单位举办“午后文学时光暨机
关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文学活动”，活
动现场，几十名年轻的机关工作人员
沉浸在浓浓的书香氛围中。

本期“茶主”是省作协创作联络
部的工作人员刘维，本期文学活动主
要是交流关于中篇小说《鱼肠剑》的读
书体会。刘维在介绍了作者阿袁的相
关情况后，重点分析了作品中塑造的3
个性格迥异的女博士形象，并对作品
的语言风格和用典进行点评。之后，
活动参与者从不同角度畅谈自己的读
书体会。有人认为《鱼肠剑》成功塑造

了高校知识分子群像，特别是对女性
知识分子曲折的内心世界把握得非常
精准、细腻、通透；有人认为作品语言很
有特色，诗词歌赋信手拈来，为整部小
说增色不少；还有人认为作品在情节
设置上独具匠心，虽然内容大多是日
常琐事，但经作者精心安排，小说可读
性很强；也有人指出作品中的3名女性
虽然都是博士，但没有一个是真正的
独立女性。

省知识产权局的吕玉亮告诉记
者，他最早接触关于鱼肠剑的历史典
故，是童年时阅读《东周列国志》，其
中一个故事讲述的是吴国公子光采
用伍子胥的计策，聘请刺客专诸，把
鱼肠剑放到烤鱼的肚子里，刺杀身披
三层重甲的吴王僚。今读阿袁的《鱼
肠剑》，他认为作者借用古典故事表
现了人物的心理特征。省作协的邢
东洋说，小说在人物设置、故事展开

等方面颇有特点，但从整体上看，小
说的审美层次有待商榷。作家周建
新认为，文学应该歌颂真善美，鞭挞
假丑恶，作品中的鱼肠剑是对知识分
子群体的审视。作者注重细节刻画，
语言精准到位，善于将文化嵌入作品
中，提升了阅读的质感，整体而言，这
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体现了作者的良
知和批判精神。

记者了解到，到今年 8 月，省作
协组织年轻工作人员开展“午后文
学时光”活动即满两年，每次活动
时 间 定 为 每 月 第 4 周 的 星 期 四 下
午，每次分享的文学作品由大家推
荐产生。此前，先后分享了张平的
长篇小说《生死守护》、海明威的长
篇小说《永别了，武器》、赵杨的长篇
小说《春风故事》、麦家的长篇小说

《人生海海》、毕淑敏的中篇小说《昆
仑殇》等。

据介绍，这一活动原是在省作协
内部进行，旨在培养年轻文学工作者
养成爱读书、爱学习的习惯。分享读
书体会，感受文学魅力，通过多读书
提升其理论水平和写作水平。这次
是省作协第一次与其他单位联手举
办活动，走进书店，面向社会，用实际
行动带动更多人多读书，营造良好的
读书氛围。

一起走进“午后文学时光”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看到一篇文章，演员杨立新回忆
北京人艺的往事，有很多小故事值
得玩味：排《茶馆》的时候，他会从家
里把当年的“北平大地图”拿到现场
给年轻演员讲戏里的茶馆在老北京
城里的大概位置。排《小井胡同》
时，他会带着年轻演员骑自行车去
陶然亭，感受剧中9岁大的“小六九”
如何从包头坐火车到西直门火车
站，又走到陶然亭，再走到红桥附近
的东小市一带……何冀平创作《天下
第一楼》，花了3年时间，一头扎进全
聚德，竟然把二级厨师证书都考下来
了。杨立新因此总结说，这就是北京
人艺的现实主义方法：深厚的生活基
础，深刻的内心体验，鲜明的人物形
象，“真听真看真感受”。

由此想到了前几天在一次文艺
论坛上，听到我省编剧孙浩一句语气
强烈的批评：“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
受那种‘我们编的是戏，不用太多的
资料’的提法。”

两个人表达的是同样的观点，那
就是现实题材创作的规定性——尊重
历史，了解历史，尊重生活，了解生活。

这应该是个常识。相信没有一
个创作者会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凭空
想象出来的，哪怕是童话、科幻或者
是穿越题材。一个成功的例子是电
视剧《琅琊榜》，已经声明是架空历史
的作品，但是很多精彩的桥段里都有
历史事实的影子在，没有丰富的历史
知识，想必也是很难写出这样充满历
史感的作品的。

相反的例子也有很多，不少描写
当下现实生活的作品，却让人感觉不

真实。比如近几天播出的一部都市
情感剧，写一群年轻女孩的奋斗史，
刚看了前两集就弃剧了，5个女孩谁
也不差钱，合伙开店不为钱，好像也
看不到其他的什么动力。这样的剧
情能打动什么样的观众呢？

活在当下的人却不了解生活，掌
握了大量素材的人却在编造历史。
原因何在？我觉得，就在于了解和尊
重是两个层面。充分掌握历史的素
材，骑着自行车去逛北京城，这还只
是了解，而尊重则在于从历史中准确
地把握规律，亲近历史当中的人，感
知他们的所思所想，理解他们在当时
情境下的痛苦、挣扎和选择。

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谈到革命
历史题材作品的书写时说，通常会有
两种不好的写法：一种是任意拔高烈
士和革命者的行为，把笔下的英雄人
物塑造得完美无瑕、不食人间烟火；另
一种是为了“烘托”英雄和烈士的完美，
不惜编造各种没有影子的“人物”和“故
事”。最后的结果，不知道到底哪些是
真的，哪些是假的。是啊，历史当中，有
多少真实人物就是因为文学家的塑造
而模糊了本来面目，不仅仅是“欲显刘
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
妖”的“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还有正
直的宋朝开国将军潘美因为一部《杨家
将》而成了大奸臣的千古冤案。

这是一个令人细思则恐的问题：
今天我们的每一次创作实践都是在
修撰历史，既修前代史，又修当代史，
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对现实的理
解，有可能成为后来人理解今天的依
据，怎能不慎之又慎？

现实题材作品
要尊重历史尊重生活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由沈
阳市委宣传部、中国交响乐发展基
金会主办的“百年风华 艺心向党”
第七届浑河岸交响音乐节日前开
幕，各大交响乐团竞相演绎精彩的
交响音乐会。7 月 25 日晚，山西省
交响乐团在沈水湾公园云飏阁举
行了“山河·生灵”专场音乐会，为
观众献上了一场具有山西特色的
演出。

山西省交响乐团组建于 1952
年，是我国建团较早的交响乐团
之一。2021 年，乐团委约作曲家
董 乐 弦 为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年创作交响诗《祖国》，委约
作曲家李博禅创作大型交响组曲

《黄河》。当晚的演出中，乐团表

演的管弦乐《山河·生灵》是交响
诗《祖国》中的第一章，《壶口瀑
布》则是《黄河》中的重要乐章。
这两部作品于 7 月 16 日、18 日完
成首演。山西省交响乐团团长刘
牧说：“我们带着最大的诚意，拿
出最新作品来到沈阳，希望为沈
城观众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这
是我们团第一次来沈阳演出，也
是我们近期最重要的一场演出。
浑河岸交响音乐节是全国为数不
多的交响音乐节，在国内外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力，我们很荣幸能够
参加演出。”

一个多小时的演出，山西省交响
乐团以饱满的热情、默契的配合为
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交响盛宴。

“山河·生灵”专场音乐会举行

专家在京点评辽艺话剧——

《北上》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融合
本报记者 王臻青

话剧《北上》讲述了在新中国成立
前夕，中国共产党诚邀并护送爱国民
主人士，从香港出发北上东北解放区
参加人民政协筹备工作，参加第一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故事。这部
由陈薪伊担任总导演，津子围、李景
阳、孙浩担任编剧的话剧，不仅受到广
大观众的好评，还成为话剧界的热门
话题。

演出期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
北京举办了话剧《北上》研讨会。研讨
会由中国话剧协会主席蔺永钧主持，
文艺理论家、评论家仲呈祥，中国戏剧
家协会秘书长崔伟，中国国家话剧院
表演艺术家李法曾，中央戏剧学院戏
文系主任彭涛，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
长、编剧冯俐等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
会。与会专家精彩点评话剧《北上》，
不仅给予肯定，还以此剧为例阐释了
中国话剧的创作方向。同时，他们对
该剧下一步继续打磨提升提出了指导
性意见。

戏剧专家
热评话剧《北上》

崔伟认为，话剧《北上》是一部
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融合的话剧。
这部话剧在戏剧性营造方面非常充
分，这种戏剧性为人物塑造提供了
平台，为故事情节演进提供了推动
力，但全剧没有因为戏剧性强而弱化
了历史纵深感。这部话剧还具有一
定程度的悬疑性，演员通过表演一步
步把悬念解开。在此过程中，剧中
每一个人物的不同身份、不同修养、
不同人生经历均得以呈现。崔伟称赞
辽艺演员非常出色，一代演员有一代演

员的风貌。年轻演员既有老辽艺人那种
深沉大气、大开大合的表演传承，又会结
合当代观众的审美，向生活化表演靠
拢。崔伟称：“从《北上》这部话剧，我看
到了辽艺的话剧呈现出新的面貌，有正
气，而且有生气。不但有历史感，而且
有时尚感。传达出历史人物的崇高精
神，展现出不同人物人生历程的独
特性。”

在话剧《北上》的舞台呈现上，崔
伟认为，辽艺的艺术风格和艺术传统
仍在传承。辽艺的戏剧风格依然严

谨厚重，剧目创作具有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辽艺话剧的魅力依然是对人
物的深刻塑造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观
众的深深吸引。

彭涛认为，首先，《北上》这个剧
本题材选择得非常好，抓得准。话剧

《北上》回溯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
国共产党邀请并护送爱国民主人士
从香港北上解放区这样一段曲折艰
辛的历程，讴歌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
战线政策。学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也是党史学习教育中的内容。因

此，欣赏话剧《北上》也是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一种方式。其次，这部
话剧成功塑造了几组人物形象，基
层共产党员、爱国民主人士的群像
都非常鲜明生动。再次，这部剧没
有像原剧本中那样在 3 个地点展开
故事情节，在导演的构思下，整个剧
情集中发生在轮船上。这样一来，
戏剧的矛盾冲突非常集中。故事的
情节有着较强的悬念性和可看性，
护送与反护送两条线索交织展开，
扣人心弦。

传承辽艺艺术传统

北京戏剧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北
京演艺集团原副总经理李龙吟表示，
作为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忠实观众，
他对这部戏特别期待。他认为，话剧

《北上》是按照戏剧逻辑构思创作的
一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如此重大
的历史事件，如此复杂的人物性格，

话剧《北上》驾驭得很好，很难得。将
文学逻辑转化为戏剧逻辑，辽艺进行
了许多探索。这部剧是革命历史题
材剧，更为难得的是主创人员能够从
中挖掘出戏剧性，并加以艺术化的呈
现。“我也很欣赏这部话剧的舞美、灯
光、音乐。尤其是音乐深化了戏剧矛

盾，把戏剧冲突一次次地推向高潮。
我觉得这是一部好戏，是非常成功的
一部话剧。”李龙吟说。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话剧《北上》
虚实相间、气势恢宏。演员极具敬业精
神，表演张弛有度，游刃有余。舞台美
术富有质感，其时空的变化既有具象

性，又有支点性。灯光设计风格简洁有
力。音乐、音响与表演节奏融为一体，
这是一部有机融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
义艺术风格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辽宁
人艺原创话剧《北上》首次进京展演，为
首都观众奉献了一部具有时代风貌的好
戏、一堂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课。

将文学逻辑转化为戏剧逻辑

话剧《北上》剧照。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供图）

卢志学的画作《井冈山》。

“午后文学时光”在悠扬的乐声中开始。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7
月24日，沈阳交响乐团为孩子们推
出的暑期音乐会——“千与千寻”宫
崎骏、久石让动漫作品大型视听交
响音乐会在沈阳盛京大剧院音乐厅
上演。

本场演出的曲目有《风之谷》

《幽灵公主》《魔女宅急便》《哈尔的
移动城堡》《千与千寻组曲》《龙猫组
曲》《天空之城组曲》《悬崖上的金鱼
公主》《红猪》等，每一个曲目讲述的
都是一个童话故事。据介绍，这些
曲目主题鲜明，旋律动听，非常适合
孩子欣赏。

沈阳交响乐团上演暑期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