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27 日，大连城市国际交响乐
团在沈水湾公园云飏阁举行了“燃情
时代”专场音乐会，为观众带来了视
觉和听觉的双重美好享受。第七届
浑河岸交响音乐节自 7 月 22 日开幕
以来，已为广大观众奉献了多场精彩
演出。

选择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

此次音乐会以《第一交响序曲》
拉开帷幕，《幸福像花儿一样》与《热
巴舞曲》让广大观众感受到中外文化
的碰撞，《我和我的祖国》引发现场观
众自发合唱，抒发了观众爱祖国、爱
家乡的情怀。此外，乐团还演奏了

《不忘初心》《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曲
目，让沈城市民近距离感受到高雅艺
术的魅力。

大连城市国际交响乐团艺术总
监、指挥杜明说，乐团对此次音乐会的
选曲花费了不少心思，比如《我和我的
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两首作品，都

是由沈阳音乐学院老一辈音乐家创作
的，两首歌曲的交响乐改编也是由来
自沈阳音乐学院的音乐家完成的。杜
明表示，乐团虽曾来沈阳演出过，但参
加交响音乐节还是第一次，“音乐节和
专业的交响乐交流活动不同，音乐节

是向广大市民开放的。所以，我们选
择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

让交响乐真正走近老百姓

“这次能来沈阳演出，乐团成员都

非常高兴。”杜明告诉记者，乐团对沈
阳云飏阁并不陌生，曾在这里演奏过，
他说，浑河岸边景色秀美、大气，浑河
水面宽阔，让人心旷神怡。这里的音
响和收音效果不错，在这里演奏是一
种享受。前几届浑河岸交响音乐节的
成功举办，已经让其成为沈阳的文化
名片。一座城市能持续举办多届这样
的交响乐盛会，是广大市民高文化素
质的体现。杜明说：“沈阳音乐人才济
济，为普及交响乐培育了土壤。音乐
节不仅能给市民带来高雅的艺术享
受，而且还能辐射其他城市，加强不同
城市间的文化交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连城市国
际交响乐团自 2009 年 5 月成立以来，
累计演出场次已接近400场，排演曲目
多达 433 首。该乐团对交响乐在大连
的普及和推广功不可没。指挥家郑小
瑛曾应邀与大连城市国际交响乐团合
作演出“浪漫之声”交响音乐会。演出
成功后，她动情地说，“这是一支不可
复制的、别人无法效仿的交响乐团！”

大连城市国际交响乐团奏响浑河岸交响音乐节

好的音乐作品会流入观众的心里
本报记者 杨 竞

2021年7月3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许维萍 视觉设计：黄丽娜 检校：高 峰 李世同文化新闻
WENHUAXINWEN

09

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炎炎夏日，我
省很多公共文化
场馆开办的公益
课 堂 火 热 开 课

了。探寻公益课堂为何如此
“火”？记者发现，不仅是因
为公益课堂各具特色，还因
为公益课堂的“精准供给”。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中国工业博物馆日前联合沈阳市
文物保护协会举办“百年党史 红
色传承”记忆展。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百年奋
斗光辉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
精神财富，留存于沈阳的红色
资源更彰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沈阳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奋
斗精神。沈阳市文保协会从全
市 15 位收藏家手中征集了百件
红色文物，包括不同版本、不同
时期的百部党章，百枚军功章、

纪念章，百枚厂徽，百本红色连环
画册，百本红色书刊文献，百张红
色金融货币，百张红色宣传画，百
本红色书刊文献，军服、军号等千
余件珍贵展品，其中许多展品还
是首次展出。展品中有一本珍贵
的《新青年》杂志，出版于1918年
11月，其中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的
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撰写的

《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
的胜利》两篇文章……可以说，每
一件展品的背后都承载着一段红
色记忆。

中国工业博物馆举办
“百年党史 红色传承”记忆展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作为葫芦岛市庆祝建党百年系列
文化活动之一——新编大型革命
历史评剧《刘胡兰》自７月初在葫
芦岛市巡演，至今已演出４场。

由葫芦岛市艺术团和葫芦
岛市连山区百花评剧团联合创作
排演的评剧《刘胡兰》是根据少年
英雄刘胡兰的事迹编写的，剧中

以现实主义手法艺术地再现了
刘胡兰在党的教育下的成长过
程，以及面对敌人英勇不屈、视
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评剧《刘
胡兰》现已在绥中、兴城、龙港等
地巡回上演，几经打磨提升，演
出广受好评。据悉，该剧还将在
葫芦岛市其他地区进行巡回演
出。

评剧《刘胡兰》在葫芦岛巡演

连日来，记者走访沈阳的一些公
共文化场馆，所到之处看到了各具特
色的公益课堂，让市民就近就能找到
自己喜爱的艺术学习项目。

走进沈阳市群众艺术馆的“非遗
课堂”，只见几十名学员手握剪刀和
红色宣纸围坐在省非遗传承人初春
枝身边。初春枝一边讲解满族剪纸
的分类、题材、常用方法，一边巧手翻
飞，红色宣纸不一会儿就剪成喜庆的
造型。学员们跃跃欲试，都想尝试着
自己动手一点点剪出各种造型，现场
气氛融洽而温馨。

沈阳市群众艺术馆日前推出公
益性非遗公开课体验活动，开设的学
习项目有面人汤、满族刺绣、金氏结绳
技艺、初春枝满族剪纸等，各项目主讲
人均为省、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艺术馆馆长白旭说，面向市民开
设多个项目的“非遗课堂”，就是让学
员根据自己的喜好有所选择，有了兴
趣才能让传统文化根植于百姓心中。

沈阳市工人文化宫则面向全市
各区县街道、产业工会文体骨干开设
了太极拳惠民培训课程。谈及培训
初衷，一名工作人员说，如今人们的
工作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太极拳培
训班将人们聚在一起练习，随着音乐
打拳，不仅锻炼身体，还愉悦心情，而
且有助于缓解精神压力。

沈阳市图书馆通过举办盛京艺
术沙龙“走进音乐”系列活动，提升听
众对古典音乐的鉴赏能力，吸引了大
批听众。记者在现场看到，主讲人不
仅对古典音乐进行系统性梳理，还伴
随演奏做具体讲解，乐手们以室内乐

重奏形式演奏了巴赫、莫扎特、舒曼
的经典作品，让人们在学习音乐知识
的基础上，深入感受音乐之美。

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副所长王焯认为，以书画、非遗、古典
音乐、太极拳等文化内容为支撑的公
益培训活动和沙龙体验活动，受到市
民欢迎，主要是公共文化服务部门
为市民提供了多元化、个性化、品质
化服务，公共文化供给精品化、丰富
化的同时，满足了市民互动体验的
现实需求和市民改善文化生活品质
的期待。因此，如何激活基层文化
设施的服务效能，用好、用活、用精
文化资源，持续提升公共文化空间
及服务的覆盖面、参与度、有效性与
共享性，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值得探
讨的问题。

公共文化供给精品化、丰富化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20
年度资助项目名单”日前公示，辽
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申报的艺术
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工业题材戏
剧创作人才培养》入选。

辽宁戏剧始终秉承着现实主
义创作方针，坚持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创作出了大量脍炙人
口的经典工业题材戏剧作品。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
话剧《刘莲英》《在建设的行列
里》，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话
剧《报春花》，以及改革开放以来
的《红红的月亮黑黑的血》《父
亲》《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郭

明义》《工匠世家》等工业题材
剧目，多次荣获国家级文艺奖
项。多年来，我省涌现出崔德
志、陈玙、陶仲华、李宝群、孙建
业、黑纪文等一批以工业题材
见长的剧作家。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辽
宁走出了一条坚实的工业题材
戏剧创作道路，积累了丰富的创
作经验和成功的创作方法。《工
业题材戏剧创作人才培养》将在
培训学员戏剧创作的同时，以此
为契机，打造全国工业题材戏剧
创作的“实验田”，力争成为全国
工业题材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
基地。

我省《工业题材戏剧创作人才
培养》入选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以书画、非遗、古典音乐等文化内容为支撑

个性化精品教学“火”了公益课堂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近日，盘锦市文化馆开办的公益性山
水画研习班刚刚结束，新开的公益性书法
研习班在报名当日也满额了。公益课堂为
何这么火？文化馆馆长刘仁说，关键是市
民喜欢什么，文化馆就提供什么，而且尽
力做到个性化教学。

开展艺术普及工作是文化馆的重要
职能，但文化馆的培训和艺术普及工作却不
能仅限于开设传统的教学课程，还需要创新理
念、拓展培训内容和形式，对接市民的需求。

记者了解到，这期书法研习班的50
余名学员来自各行各业，有企业职工、机关
干部、离退休老同志、社区居民、大中小学生
等。授课教师史维静根据每名学员的兴趣
及接受能力，推荐学习不同的碑帖，并分别示
范讲解。在课堂上可以看到，学员所学碑
帖多样，《雁塔圣教序》《勤礼碑》《张迁碑》

《曹全碑》《袁安碑》都有，楷书、行书、隶
书、草书、篆书等的选择皆根据学员自身
情况来定。史维静根据不同碑帖，为学员讲
解各碑帖的艺术特色、用笔方法、结字规律
以及用墨规律等。分别为学员作示范、观
摩点评、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
法。学员们听得明白、看得清楚，更增加了
他们学习书法的兴趣和信心。

史维静说，公益课堂提供“以需定供、
按需配送”的互动式、点单式服务，激发市
民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个性化教学
点单式服务

动漫迷期待了数年的动画电
影《白蛇 2：青蛇劫起》正在热映
中，当前票房已经超过 2 亿元。
不论它能否达到此前预计的超
过 6 亿元的目标，显然要成为与

《哪吒之魔童降世》和《大圣归
来》比肩的动画电影，还是有很
大难度的。

看过了网络上的评论之后，
不论是对这部电影赞许有加还是
批评居多的，其中都谈到了一个
相同的观点：特效漂亮，但剧情
稍逊，尤其是“武多文少，打斗场
面基本上贯穿了 131 分钟全程”
的剧透，让我这个一遇到打戏就
昏昏欲睡的人立时打消了进电影
院观看的念头。

但《白蛇传》的故事能被这部
作品改成什么样还是我比较感兴
趣的。

《白蛇传》故事的起源，有人
说源于唐传奇的《白蛇记》，还有
人说出于宋话本《西湖三塔记》，
到了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基本上就
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白蛇传》的
主要脉络差不多了。

作为《白蛇传》故事的原型，
“人妖相恋”和“人蛇相恋”的故事
古已有之，从《搜神记》到《聊斋》，
这些我国古代志怪小说中，同类
题材比比皆是。《白蛇传》的故事应
该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也是被后
世反复演绎且内容大改的一个。

在冯梦龙的笔下，许仙还被
叫作许宣，白娘子是个心狠手辣
的蛇妖，许宣是被白娘子的美貌
魅惑的“无知青年”。法海把白娘
子镇于雷峰塔下，是在为民除
害。这一故事的中心思想可以简
单地概括为《红楼梦》里所说的

“白蛇化身白衣美女害书生”。
第一个大的变化是延展了许

白之间的爱情线，清代以后，故事

的创作者陆续增加了白娘子为报
前世恩找到许仙以及篷船借伞、
盗灵芝仙草、水漫金山等桥段。
这或许是《白蛇传》故事的第一
次质的变化，爱情成为整个故
事的主题，白娘子的形象从可
恶可怕变成了可爱，许仙也是
真的爱白娘子的。包括作为我
童年回忆的《新白娘子传奇》，它
的成功就在于把这爱情的美好讲
得淋漓尽致。

第二个大的变化是法海形象
的多次变化。法海在冯梦龙的小
说里，只是除妖的“工具人”。后
来，这种降魔者的正面形象，变成
了强力压迫者的负面形象，他的
戏份越来越多，与白娘子之间的
斗法在故事中的比重甚至超过了
许白的爱情线。再后来，他的形
象又有了多种变化，他成了一根
筋、有着坚定信念的降魔者，执着
劲儿甚至有些可爱，就像龚琳娜
的歌里唱的，“法海你不懂爱”。
在李碧华的小说和同名电影《青
蛇》里，法海又变成了在使命与人
性之间纠结的复杂体。

这些变化，我认为正是白蛇
故事别具魅力的地方，故事线几
乎相同，只是加入了一些情节，就
创作出了味道完全不同的故事，
可供读者玩味的东西越来越多。
包括我最喜欢的田沁鑫的话剧

《青蛇》，同样是由李碧华的小说
改编，却因台词设计和演员的表
演，让人着迷。

再说回到《白蛇 2·青蛇劫
起》，延展的是小青这条线，但却
是白娘子被镇于雷峰塔下之后的
故事了，又是修罗城，又是罗刹
门，好像还有钢筋水泥的现代世
界。没看过电影，不好妄评，但至
少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观众所有
的观剧感受应该和《白蛇传》故事
没有太大关系了。

《白蛇传》故事的N种讲法
高 爽

我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展演活动正在沈阳等市举行。大连
京剧院新创现代京剧《邓稼先》在沈
阳、大连、调兵山市演出，受到观众好
评。现代京剧《邓稼先》是大连市庆祝
建党百年重点文艺创作项目，以“两弹
元勋”邓稼先的人生历程为主线，讲述
了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生动再现
了科研工作者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
奉献一生的责任与担当，是用理想与
信念书写的默默奉献的奋斗史。

艺术家联手创作精品

京剧《邓稼先》由大连京剧院院
长杨赤担任出品人，国家一级导演
孙桂元担任导演，作曲家续正泰任
唱腔设计，中国戏曲学院原副院长
赵景勃任文学编辑，江苏省演艺集
团的魏强任编剧，天津京剧院的祝
福任音乐设计，大连京剧院国家一
级演员张大军担任副导演。

现代京剧《邓稼先》礼赞英雄，以
“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人生历程为主

线，讲述他以民族振兴为己任，隐姓
埋名默默奉献，再现了老一辈科学家
为实现强国梦付出的艰辛努力、作出
的巨大贡献。本剧展现的不仅是一
位科学家的故事，而且是以邓稼先为
代表的一批在艰苦条件下为我国国
防科技事业奉献一生的科技工作者
群像。

传统唱腔谱新词

这部京剧的艺术呈现独具匠心，
全剧通过“唱念做打”等综合手段的运
用，生动刻画人物形象。该剧唱腔旋
律优美动听，舞美简洁庄重，演员表演
细腻生动。展现出鲜明的时代风貌、
浓郁的地域特色，突出了京剧本身的
艺术特点，是一部集思想性、艺术性于
一体的现代京剧。

“老”腔新词旋律动听，该剧在最
大限度地保留传统唱腔和京剧音乐特
色的基础上，使传统的唱腔与音乐兼
具抒情性与叙事性。“老”腔谱新词，唱
腔韵味醇厚，令人回味无穷。

舞台设计简朴庄重

该剧的舞台美术展现出简朴庄重
的风格，呼应着京剧的写意性审美特
征。全剧没有奢华制作，不进行高科
技堆砌，遵循京剧艺术审美规律，舞美
设计“给舞台做减法，给演员和观众做

加法”。舞台表演区简洁大气，为演员
留出足够的表演空间，也为观众留出
更多的想象和思考空间。

为使该剧以更高水准呈现，大连
京剧院派出最强阵容。现代京剧《邓
稼先》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凌珂领
衔主演，其他演员精准演绎人物的内
心情感，整个演出满台生辉。

京剧《邓稼先》礼赞科技工作者的奉献与担当
本报记者 王臻青 王荣琦

现代京剧《邓稼先》剧照。 大连京剧院供图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7 月 29 日，记者从沈阳盛京大剧
院了解到，广陵琴派弟子、古琴演
奏家李凤云与笛箫演奏家王建欣
将于8月4日举办“箫声琴韵——
李凤云王建欣琴箫埙音乐会”，他
们将演奏多首经典名曲，并在演
奏这些曲目期间为观众解读乐曲
背后的音乐故事以及如何欣赏

琴、箫、埙乐曲。
据了解，在这场音乐会上，演

奏家们将演奏10首乐曲，包括琴箫
合奏《四大景》、古琴独奏《流水》、琴
箫合奏《平沙落雁》、古琴独奏《相思
曲》、琴箫合奏《梅花三弄》、古琴独
奏《鹤鸣九皋》、琴箫合奏《山中思友
人》、埙独奏《楚歌》、古琴独奏《广陵
散》、琴箫合奏《暗香》。

琴箫埙音乐会将在沈举办

“燃情时代”专场音乐会现场。 本报记者 郑 磊 摄

学员在盘锦市文化馆开办的公益性山水画研习班学习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