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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晚，由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办、省教育厅、团省委、辽宁广播电视台联合组织，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
进行的“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辽宁省开学第一课暨百名好少年讲百年党史故事‘云’直播”上线，40余家新媒体同
步直播。记者采访了几位参加节目录制的红色故事讲述人。

8月 30日，记者从沈阳博物院获
悉，位于沈阳市府大路 363 号的沈阳
博物馆将于年内开馆。目前，沈阳博
物馆推出“百万收藏计划”，力争在 5
年至10年内，收藏百万件沈阳市民日
常生活藏品，并为捐赠者颁发沈阳博
物馆收藏证书。

征集展现“沈阳印记”的藏品

此次，沈阳博物馆面向公众征集
能展现沈阳人民生活、具有浓重沈阳
文化印记、体现沈阳城市发展建设历

程的物证和书证藏品。
其中包括展现沈阳市民人生故

事、反映时代变迁、具有一定历史感的
老照片、老物件，如婚纱照、全家福、百
岁老人照片、婴儿百日照、录取通知书、
家庭有历史连续性的照片，以及各种
生活票据、荣誉证书、珍贵家书、古籍善
本、老旗袍、老式电话等。

同时征集展现沈阳人积极为国
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
作出贡献的相关文物和书证，再现不
同时代、不同战线、不同角度的历史
留痕，展示沈阳的精气神。如各种工

业元素、城建、景区变迁的图片，行业
进步的标志，各种第一的证书等。

征集的藏品或将举办专题展

沈阳博物馆将以数字化博物馆
技术对藏品进行分类展示，同时设计
推出系列实物展。

博物馆将对符合要求的藏品进
行扫描，实现数字化存储，制作成数字
化可查询系统。市民可以在沈阳博物
馆一楼大厅的大型触屏上输入姓名或
年度等关键词，查询相关藏品内容，从

而实现博物馆与市民的互动。
当某一类藏品积累达到办展级

别后，博物馆将适时推出“穿越百年
的爱恋”“全家福大观园”“一个家族
的四百年”“闯关东”“沈城人瑞”“全
村的希望”“沈阳的一百个第一”等专
题展。

沈阳博物馆力争在 5 年到 10 年
内，收藏 100 万件沈阳市民日常生活
藏品，与沈阳众多家庭建立深厚的情
感联系。沈阳博物馆将向捐赠文物
的单位或个人颁发捐赠证书或收藏
证书。

沈阳博物馆推出“百万收藏计划”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8
月 30 日，大连市群众艺术馆举办
题为“美术经典中的党史”的艺术
讲座，讲座也是一堂“艺术党课”，
由大连美术馆专职画家刘波结合
美术作品讲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斗历程。

刘波从百年来的重大历史事
件、重要历史转折点中选出了油画

《启航——中共一大会议》、浮雕《人

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南昌起义》
等作品，生动再现了不同历史阶段
党的奋斗历程，作品也成为新中国
美术史上的精品。

通过对这些思想深刻、形式多
样、主题鲜明的美术经典作品的赏
析解读，触动观众心灵，使其从中汲
取奋进动力，更加坚定理想信念。
以画为体，以史为魂，用文艺的力量
打动人心，催人奋进。

“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讲座
结合画作讲百年辉煌历程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8
月30日，记者从大连文化俱乐部了
解到，中央歌剧院将到大连举办音
乐会。中央歌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李
爽、刘怡然、耿哲等将为观众演唱普
契尼、威尔第等著名音乐家的经典
歌剧片段以及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
艺术歌曲。

歌剧艺术产生于 16 世纪末的
意大利，是以“歌唱”为主要表现手
段，集戏剧、诗歌、音乐、美术和舞蹈
于一体的综合艺术。为了推广歌剧
艺术，这场音乐会将采用“演唱+导

赏”的方式为观众呈现，力求给观众
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主持人还会
结合音乐作品讲解音乐家的创作历
程与人生经历。

据了解，歌唱家们将演唱16首
歌曲及歌剧作品，包括混声合唱《大
进行曲》、女声三重唱《我爱你，中
国》、男女声二重唱《绒花》、女高音
独唱《玛依拉变奏曲》、男中音独唱

《满江红》、男高音独唱《怀念战友》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歌剧《原野》
选段《仇虎金子二重唱》《你是我，我
是你》。

中央歌剧院到大连举办音乐会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8
月 31 日，记者从盛京大剧院获悉，
音乐剧《拜访森林》中文版将在沈
阳盛京大剧院上演。

《拜访森林》由美国音乐剧词曲
作家史帝芬·桑坦编曲，剧中汇集了
格林童话中“杰克与魔豆”“灰姑娘”

“小红帽”“长发姑娘”4个脍炙人口
的童话故事。这部音乐剧在美国百

老汇和伦敦西区上演，30年来久演
不衰。

音乐剧《拜访森林》音乐动听，
舞蹈灵动，舞美设计精美。据了解，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工作者以及《拜
访森林》百老汇版本的导演詹姆斯·
拉派恩均加入中文版改编团队。音
乐剧《拜访森林》中文版目前正在全
国巡回演出，沈阳是其中一站。

音乐剧《拜访森林》来沈巡演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缅
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省博物
馆日前线上推出“笔墨映丹心”专
辑，讲述革命烈士诗抄，帮助读者了
解展品背后的故事，第四期介绍了
彭湃烈士诗抄。

彭湃，广东海丰人，中国农民
革命运动的先导者，著名的海陆丰
苏维埃政权的创始人。他撰写的

《海陆丰农民运动》一书成为从事
农民运动的必读书。此次，重点介
绍了彭湃创作于 1927 年 12 月广州
起义的革命枪炮声中的《起义歌》，
这是一首号召亿万贫苦农民觉醒

起来的动员令，诗中明确了起义后
就该是“反封建，分田地”“建设苏
维埃”，实现“工农来专政，实行共
产制”。

省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
“ 笔 墨 映 丹 心 ”专 辑 以 革 命 烈 士
诗抄作品为依托，以革命烈士的
生平事迹、诗歌创作背景和背后
感人故事为主线，展现革命烈士
的 伟 大 情 怀 ，旨 在 以 事 感 人 ，以
情 动 人 ，弘 扬 他 们 的 崇 高 品 质
和 革 命 精神。此前，“笔墨映丹
心”专辑曾分别讲述李大钊烈士
诗抄、瞿秋白烈士诗抄、邓中夏烈
士诗。

省博物馆
线上推出“笔墨映丹心”专辑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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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锦州市周末文化广场系列活动日
前在线上展演。

展演活动在歌舞《鼓舞新征
程》中拉开帷幕。歌曲《丰碑》、诗
乐舞《绿水青山锦绣图》等纷纷亮
相。其中，杂技《与爱同行》表现了
疫情中，医护人员逆行而上、舍生
忘死的大爱担当。

舞蹈《乐淘淘》表现了乡村振

兴中，农村妇女用双手创造美好生
活的真情实感。

诗乐舞《绿水青山锦绣图》展
现了崭新的城市风貌。歌曲《丰
碑》《唱支山歌给党听》呈现了锦
州 这 座 英 雄 城 市 通 过 文 艺 的 力
量，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坚定信仰、砥砺前行，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力量。

评剧《戴诺》、京剧《家国天下》
以传统的艺术形式传承红色基因，
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

锦州举办
周末文化广场系列活动线上展演

沈阳京剧院演员入选中国百戏盛典展演

演绎传统折子戏传承流派艺术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8
月29日，铁岭市群众艺术馆“公益大
讲堂”线上讲座开讲，由该馆音乐舞
蹈部教师张芷瑜讲授“简谱入门”。

张芷瑜通过精心的课程设计，
深入浅出的讲解，理论和实践结合
等方式，让简谱入门讲座通俗易
懂。在实操部分，用《小星星》和

《知道不知道》两首曲子做示范，
教人们在钢琴上完整演奏。为了
让大家学以致用，更好地认识简
谱、应用简谱演奏，张芷瑜还带来
了其他乐器现场演奏，开阔了视
野，提高了大家的学习兴趣，在学
习音乐知识的同时，寓教于乐，丰
富了讲课内容。

铁岭“公益大讲堂”讲音乐知识

8月31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
了解到，沈阳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陈
阳入选2021年中国戏曲百戏（昆山）盛
典——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优秀剧
目展演。陈阳将在昆山演出京剧折子
戏《霍小玉》《乌龙院·杀惜》。2021年
中国戏曲百戏（昆山）盛典由文化和旅
游部主办，我国现存的348个剧种将于
10月在江苏省昆山市集中展演。

我省多个剧种曾参演

百戏盛典的举办旨在充分挖掘
中华戏曲艺术的深厚内涵，全面展现
中华戏曲艺术独特魅力。

我省戏曲艺术院团多次参加中国
百戏盛典展演，如海城喇叭戏《孝顺媳
妇》、辽剧《养女情》、阜新蒙古剧《砸
斗》。这些具有辽宁地域文化特色的
剧种参加展演时备受观众喜爱。

此次有34名戏曲演员入选全国戏曲
表演领军人才优秀剧目展演。沈阳市公

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
沈阳京剧院精心选派优秀演员参加展
演，邀请京剧名家指导演员排练。

演绎传统折子戏

8月31日，记者采访陈阳时，她正
在紧锣密鼓地排练参加展演的两出折
子戏。陈阳告诉记者，她选取了荀派
代表作《霍小玉》与筱派代表作《乌龙
院·杀惜》，呈现不同的京剧艺术风格。

荀派艺术是我国京剧艺术的重
要流派之一，荀派旦角艺术从生活出
发，从人物感情出发，塑造人物鲜活
生动，拥有大批戏迷。荀派唱腔装饰
音丰富，俏丽、轻盈、谐趣，别具韵味，
具有特殊的表现力。

陈阳先后师承汤晓梅、杨梅访、沈
健瑾、宋丹菊、孙毓敏、刘长瑜、白玉玲、
赵乃华等京剧名家，主演过数十部京
剧传统戏与现代戏，曾获全国京剧优
秀青年演员大赛“优秀表演奖”、第十二

届辽宁省戏剧“玫瑰奖”等奖项。

让舞台人物立起来

京剧《霍小玉》是荀派六大悲剧

之一，讲述了霍小玉的爱情悲剧；京
剧《乌龙院·杀惜》取材于《水浒传》。
陈阳表示，要准确刻画剧中人物形
象，首先要把每一出戏的来龙去脉、
时代背景、人物身份、年龄及性格了
解清楚，运用京剧的“四功五法”即

“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来塑造角
色。她认为，塑造角色一定要把握好
人物的内心情感，这样才能把舞台人
物立起来。

陈阳感谢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汤晓梅、沈健瑾将一生丰富的舞台
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她。

记者在沈阳京剧院排练场采访
时，陈阳正在排练汤晓梅传授的《乌龙
院·杀惜》。陈阳说：“《乌龙院·杀惜》
表演难度很大，大段的台词很吃功夫，
念白运用的是京白。主人公阎惜娇面
对不同的剧中人物，台词语气也不同，
运用念白的韵调，声音上有强有弱、语
速上有快有慢、语调上有柔有刚，需
要演员的表演非常细腻传神。”

《霍小玉》剧照。 于 威 摄

直播中，第 27 任雷锋班班长牟
振华讲述了雷锋亲笔书写的日记和
入党申请书。演员吴军讲述了电影

《离开雷锋的日子》中与雷锋的“亲
密接触”。

在吴军看来，雷锋 22 岁就牺牲
了，几十年过去，社会发生了巨变，但
雷锋是永恒的精神坐标。今天再度

为孩子们讲述雷锋故事，就是要在新
时代搭建一个学雷锋的新平台。他告
诉记者，在新中国银幕上，雷锋的事迹
多次被拍成电影，八一电影制片厂
1964 年摄制电影《雷锋》是最早的一
部，而他有幸于 1996 年在电影《离开
雷锋的日子》中扮演雷锋。“虽然这段
戏很短，影片开始不到 5分钟雷锋就

牺牲了，但这段戏份却是我一生中很
重要、很光荣的一段，因为我演的是雷
锋。”吴军说。

吴军说，雷锋甘愿做革命事业一
颗小小的螺丝钉，用最平凡的小事，
铸就永恒的生命，这就是新中国培养
的普通一兵留给人民最宝贵的精神
财富。在这里讲述电影中与雷锋的

“亲密接触”，就是希望更多的孩子们
像他那样成长，将有限的生命，投入
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吴军说：“我相信，今天的孩子
们依然会亲切地称他雷锋叔叔，依
然会向雷锋叔叔学习，学习他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在人们
的记忆中永远年轻。”

雷锋，永恒的精神坐标

辽宁开学第一课“云”直播

讲述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核心
提示

这是一堂特殊的思政课，也是一
次赓续红色血脉的溯源之旅。节目
中，展播了全省各地有代表性的15个
青少年讲党史故事的优秀视频，此
间讲述人相继登场。党史专家许晓
敏以“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
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
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大板块讲述辽
宁党史故事。

许晓敏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发表
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
言》、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辽沈战
役、《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志愿
军战歌》、辽宁创造的诸多中国历史
上的“第一”、145篇公开发表的《雷锋
日记》中121篇是在辽宁所写等“六个

地”背后的英雄故事，在孩子们心里
种下红色的种子，扣好人生的“第一
粒扣子”。她告诉孩子们，这是对党
领导辽宁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历史
的高度概括，也是辽宁红色标识。

收藏家詹洪阁展示了毛泽东签
发的烈士证等珍贵文物。詹洪阁介
绍，毛泽东于 1955 年签发了给革命
牺牲军人郝秀清家属的《革命牺牲军
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经查证，郝秀
清是辽宁绥中人，是一名医护人员，
在参加塔山阻击战时牺牲。他又展
示了一本《东北画报》，指着上面登载
的《沈阳战役缴获统计》报道和《担架
队捉俘虏》的连环画为孩子们讲解，
他感慨：“解放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得
民心者得天下。”

“六个地”讲述辽宁党史故事

詹洪阁（左）讲述纪念证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