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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9月3日在北京举行，服贸会期间，辽宁省文化演
艺集团以加强供需对接、促进招商引资为重点，统筹各机构宣传推介特色文化产业项目，促成多个文化项目签
约。舞剧《铁人》、芭蕾舞剧《花木兰》、大型舞蹈诗《月颂》等剧目，在服贸会上备受关注，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通
过展演展示、宣传视频、文创产品等方式，全面提升影响力和竞争力。

9月8日9时整，在沈阳交响乐团
排练厅内，随着乐团指挥卞思聪手中
指挥棒的舞动，优美的回旋曲响起，
配以小提琴欢快、明朗的演奏，仿佛
一幅充满生机、郁郁葱葱的春景图呈
现在人们面前。

当天排练的曲目是意大利作曲
家维瓦尔第的《四季·春》。排练厅
中心场地坐满了演奏员，戴着口罩的
观众则坐在靠墙一侧。沈阳交响乐
团日前向社会发布，自 8 月 30 日至 9
月10日开放排练现场，吸引了众多乐
迷踊跃参与。按疫情防控要求，乐团
把每场观看排练的人数限定在 30 人
以内，连日来每次观演排练的观众都
达到了上限。开放式排练之所以受
欢迎，恐怕离不开两个字：亲民。

高雅艺术的观演关系往往都面
临曲高和寡的难题，如何让普通百姓
走近专业性较强的高雅艺术？

沈阳交响乐团从2015年起每周都
会推出开放式排练，目前已推出900余
场，利用排练时间为市民讲解交响乐，
解读作品，尽己所能“授人以渔”，以此
方式拉近观众与交响乐的距离。

坐在记者身旁的韩维正是交响
乐迷，他从看热闹到懂门道，深深地

爱上了交响乐。“听，主题在行进的过
程中，主奏乐器小提琴与合奏管弦乐
队有条不紊地在交织中展现出各自
的魅力，转调的使用使画面快速切换
到不同的景致中，小提琴上行音阶的
不断变换，音响结构的不断丰富，一
同烘托出春天盎然的气息。”这位 52
岁的乐迷在给记者分享他的感受时，

讲解得兴致勃勃。他说，他家住在乐
团附近，5 年前出于好奇来看乐团排
练，就此着迷，如今观看乐团排练已成
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沈阳交响乐团常务副团长翟焕
民告诉记者，乐团提前一周在公众号
上发布排练信息，包括排练时间、排
练曲目、指挥及艺术家介绍，观众免

费入场。在整个排练过程中，每位指
挥家对每场演奏曲目进行作品分析，
以便于演奏员准确把握作品精髓，也
让旁听的乐迷理解作品。排练间歇，
乐迷可以和指挥、演奏员进行面对面
交流。2016年，著名指挥家郑小瑛来
此指挥排练，看到下边坐满观众，她
非常感慨，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
响乐普及交流形式。

至今已有 3000 多人次走进排练
厅，这些观众来自各个行业。2017
年，沈阳交响乐团成立了“沈交爱乐
俱乐部”，以增进乐迷之间的友谊和
了解。今年沈阳第七届浑河岸交响
音乐节期间，乐迷自发地做起志愿
者。谈到乐迷的成长，翟焕民说，乐
迷对乐团的发展及团队建设提出许
多宝贵意见，有的铁杆乐迷自发组织
交响乐知识普及讲座。开放式排练
从创办到常态活动，培养了大批交响
乐爱好者，音乐的种子在这块场地
上不断开花结果、绵延不断。

12 时 30 分排练结束了，观众的
掌声经久不息，仿佛这是一场没有结
束的亲民演出。面对此情此景，翟焕
民说，高雅音乐既要能居于殿堂上，
又不能远离质朴的百姓生活。

沈阳交响乐团连续6年推出900余场开放式排练

在更多人心中种下“爱乐”种子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本
溪市舞蹈家协会“红色文艺轻骑兵”
文化惠民演出日前走进桓仁满族自
治县，为当地百姓奉献了一场精彩
的文艺演出。

演出在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中拉开帷幕，
伴随着优美的音乐，歌曲《我和我
的祖国》《美丽中国》等一个个精心

编排的节目陆续上演。演出中，模
特秀《又见江南雨》引来人们的阵
阵掌声。据介绍，模特秀的演员平
均年龄近 50 岁，她们用精彩的表
演诠释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社
火、木偶戏、秧歌等传统民俗表演，
也展示了本溪民间文化艺术的独
特魅力。整场演出丰富了当地群
众文化生活。

本溪“红色文艺轻骑兵”下乡演出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沈阳
地方党史主题文献展于9月7日在沈
阳市图书馆开展。此次展览是2021
年沈阳市图书馆的“盛京风华——沈
阳地方文献主题系列展”第三场展
览。展览沿着时间脉络，图文并茂地
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沈阳人民不
懈奋斗、不断奋进的光辉历史。

同展的还有沈阳 20 余位地方
文化学者、书画名家创作的书画作
品共计26幅，他们用优美的诗句表

达了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家乡
沈阳最真挚的情感，用丰富的色彩
描绘出了沈阳的巨变与新貌。

展览采取线上线下同步展出的
方式，记者看到，线下展区内设计安
装了“沈阳市图书馆党建有声墙”，
读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并阅
读党史方面的相关书籍，使读者可
以通过线下观展、线上阅读的方式，
真切感受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
和其中蕴含的伟大精神。

沈阳地方党史主题文献展
在沈阳市图书馆开展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总场
交流交往交融工作队日前到阜新市
考察交流文化与旅游业，先后参观
了查海遗址博物馆、海州露天矿国
家矿山公园等地，并与阜新市文艺
工作者举行了一场精彩热烈的文艺

联欢晚会。“友爱同行辽疆情 民族
团结一家亲”联欢晚会上，歌曲《石
河子之夜》、舞蹈《鹰笛之恋》《顶碗
舞》《塔米尔之情》《刀郎舞》、蒙古族
舞蹈《卫拉斯特礼赞》等富有地方特
色的节目精彩纷呈。两地演员共同
表演了歌舞节目《母亲是中华》。

阜新举办“友爱同行辽疆情
民族团结一家亲”联欢晚会

今天是教师节。祝所有老师
节日快乐！

每到这一天，总想做点有仪式
感的事。于是，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关于教师的影视剧”，没想到，以
教师为主角的优秀影视作品，近年
来真是少啊。

搜索结果是这样的：电视剧有
《十六岁的花季》《十七岁不哭》《十
八岁的天空》《校园先锋》《命运的
承诺》等不到十部，电影有《花季
雨季》《美丽的大脚》《一个都不能
少》《凤凰琴》等，不过五六部。不
仅数量少，而且年代“久远”，《美丽
的大脚》拍摄于 2003 年，《一个都
不能少》《校园先锋》《凤凰琴》都是
上世纪 90 年代的作品，《十六岁的
花季》则是 1989年的作品。

何以如此？
是 缺 少 关 注 度 吗 ？ 一 点 都

不。全社会对教育的关注度在这
些年里始终居高不下，教育题材的
影视剧并不少，也都很有影响力。
即以电视剧“小系列”为例，《小别
离》《小欢喜》《小舍得》，把小升
初、中考、高考拍了个遍，每一部都
很火。可在这些剧里，教师大多是
作为背景人物出现的，面目模糊，
少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

是缺少素材吗？一点都不。
这些年来，让我们感动的教师形象
实在是太多了。“七一勋章”获得
者、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
校长张桂梅，扎根贫困地区 40 余
年，创办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
中，帮助 1800 多名贫困山区女孩
圆梦大学，她的故事不值得拍摄成
一部震撼大片吗？援藏 16 年，足
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的地
区，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
养、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作出重要
贡献的复旦大学教授钟扬，不应该
成为感人的艺术形象吗？

联想到近年的一部电影。2019
年教师节前后，曾经上映过一部以
教师为主角的电影《老师·好》，故事
讲述的是上世纪 80 年代一个偏远
山城的老师和学生们的故事，由
相声演员于谦主演，还有众多知

名演员客串，网上公布的票房超过
了 3 亿元，但豆瓣评分却并不高，
出现了票房与评分两极分化的尴
尬局面。

这部影片我看了，而且还看了
两遍，说实话，我被深深感动了，一
个是被影片中的人物感动，一个是
从影片中老师身上看到了我很多
老师的影子，脑子里一下子涌出很
多当年与老师们相处的画面。

细看那些给出低评分的评论，
比较普遍的是说“故事不真实，没
有代入感”。这句话让我突然有些
明白了：我之所以被感动，是因为
故事发生的年代和历史背景我很
熟悉，虽然剧情上有瑕疵，但创作
者，包括主演于谦，都是从那个年
代过来的，对当时的生活很熟悉，
所以演得让我相信。而今天的年
轻观众，对此是无感的。

在我读中小学的那个年代，师
生关系非常密切，老师对学生品德
的养成和人格塑造的影响是最大
的，甚至超过了父母，所以，在关于
青春和成长的故事里，老师是特别
重要的角色。而今天，当人们越来
越重视家庭教育的同时，老师对学
生的影响似乎没有那么大了。这
一点，属于教育领域的专业话题，
说得不一定准确。但可以肯定的
是，父母与孩子之间发生的故事，
更具有戏剧性，也是创作者更为熟
悉也更容易驾驭的。于是，老师与
学生这条主线在文艺叙事里变成
了副线。

如此说来，创作不出优秀的校
园题材作品，还是与文艺工作者
比较浮躁的心态有关。没有对当
下校园生活的熟悉，没有对教师
这个职业的深刻情感，没有对当
下教育现状和未来的深度思考，很
难做到。

但无论如何，今天的时代，我
们仍然需要在银幕和屏幕上再次
看到老师的形象，那些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
仁爱之心，不光传授书本知识，而
且 塑 造 学 生 品 格 、品行、品位的

“大先生”。

再塑可亲可敬“大先生”
高 爽

优秀剧目、专题视频、文创产品亮相服贸会

组合优质文化资源展辽宁风采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辽宁展区。

沈阳交响乐团排练现场。

舞剧《铁人》等剧目
在服贸会备受关注

辽宁戏剧一直以鲜明的现实主
义特色立于中国当代戏剧之林。把
辽宁戏剧创作放在全国范围来看，近
几年的势头也一直在往上走。在辽
宁省文化演艺集团展区内，舞剧《铁
人》、芭蕾舞剧《花木兰》《八女投江》、
大型舞蹈诗《月颂》、专场晚会《舞与
伦比》、儿童剧《爱孝总动员》、打击乐
专场音乐会《碰撞&融合》等近年创作
的剧目备受关注。

由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出品，辽
宁芭蕾舞团、辽宁歌舞团首次合作创
排的舞剧《铁人》，以“铁人”王进喜为
原型，艺术地再现了当代石油工人

“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精神。《铁
人》曾于 7月在沈阳首演。其宏大的
场面力量感十足，舞美设计极具创
意，强劲的音乐代入感极强，给观众
带来一次次震撼。作品也蕴含细腻
与唯美，刻画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铁
人”形象，全方位展现了主人公的铮
铮铁骨与铁汉柔情。

芭蕾舞剧《八女投江》是由辽宁
芭蕾舞团创作，演绎了抗日战争时期
8名女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
出年轻生命的故事，通过历史与艺术
的碰撞，借助唯美的芭蕾形式呈现出
来，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和震撼。芭
蕾舞剧《八女投江》获得第十五届文
华大奖，该作品主题意蕴丰厚，艺术
表演精湛，舞台呈现精彩，将故事演
绎得悲壮唯美，同时表现出革命先烈
不屈不挠的精神，是传扬中华民族伟
大精神的优秀作品。

由辽宁歌舞团原创的大型舞蹈
诗《月颂》则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爱月、
恋月的独特审美情致为文化背景，依
托现代化的舞台技术，对中国古典

“月”文化所蕴含的画、境、情、意、韵、
美进行全新诠释，融合了舞蹈、杂技、
民族器乐等多种艺术形式，多维度呈
现中国传统“月文化”，表达我国人民
真挚、朴素的情感。

辽宁芭蕾舞团创排的芭蕾舞剧
《花木兰》是中国经典文学形象与西
方经典艺术形式的结合，也是花木
兰的故事首次被搬上芭蕾舞台。这
部芭蕾舞剧不仅在国内深受欢迎，
而且在国外巡演同样受到观众好
评。《花木兰》是辽宁芭蕾舞团为海
外文化市场量身订制的作品，2014
年开始策划立项，2018年 7月首次公
演 ，目 前 已 在 国 内 演 出 80 多 场 。
2019 年 9 月 19 日晚，《花木兰》在加
拿大多伦多上演。多伦多是辽宁芭
蕾舞团美加巡演的最后一站。此前，
已在美国纽约、费城、波士顿、华盛
顿以及加拿大蒙特利尔访演。这是
辽宁芭蕾舞团首度携原创舞剧作品
走出国门。用芭蕾语汇演绎中国家
喻户晓的木兰从军故事，是在海外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的有
益尝试。

2021年，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被
商务部评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
业”，舞剧《花木兰》被评为“国家文化
出口重点项目”。

在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展区，观
众可以从展板上看到，成立于2018年

的辽宁文化演艺集团积极推动辽宁
全领域对外文化交流，共组派28个团
组 367人次赴俄罗斯、美国、加拿大、
日本、韩国、埃及、瑞士、毛里求斯、留
尼汪、波兰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集中
开展了多项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被
商务部评为“2021-2022 年度国家文
化出口重点企业”,芭蕾舞剧《花木
兰》被评为“2021-2022年度国家文化
出口重点项目”。

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
深受观众欢迎

服贸会上，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
展区里，以《铁人》文化T恤为代表的
主题文创产品、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创
产品《辽宁文化影像记忆》深受观众
欢迎，现场展示的非遗烙画技艺更是
吸引了不少客商咨询洽谈。

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推出的文创
产品——《辽宁文化影像记忆》把地
方文化数字资源集装成册，内置播放
器，打开盘盒即可自动播放，又能在
其他播放媒体展现。展台前，观展群
众纷纷驻足，被辽宁地方文化资源影

像深深吸引，对别致的数字文创产品
爱不释手。

多年来，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充分梳理辽宁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不
断进行数字化建设，完成文化专题
片、微视频、戏曲动漫等 52 个项目。
比如《辽宁文化影像记忆》即包括了

《辽河文明》《一宫三陵》《辽砚文化》
《古塔辽宁》《辽宁老字号》等纪录
片。对辽宁的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的
梳理。

比如《辽河文明》，介绍了辽河流
域文化起源及发展演变的历史，以考
古发掘为线索、以出土文物为佐证，
将辽河流域从原始社会开始的历史
进程与文明发展历程向观众娓娓道
来。《古塔辽宁》全面呈现了辽宁境内
古塔的艺术价值与保护状况。对辽
代古塔进行了全面的挖掘、梳理和数
字化记录，让那些曾经湮没在历史中
的古塔影像清晰起来。

服贸会上，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
紧扣“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
主题，立体化组合优质文化资源参
展，全面展示辽宁在产品打造、品牌
建设、创新实践等方面的发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