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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为期两天的“纪念牛河梁遗址发现4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首届红山文化牛河梁论坛”10月
11日在朝阳建平县启幕。来自中国考古学会、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
所等权威机构，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学者与专家齐聚建平县，
从多个维度与角度畅谈红山文化和牛河梁遗址，交流各自的学术观点。

牛河梁遗址是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也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遗址，自
1981年发现以来，历经40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和综合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
重大影响。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辽宁省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牛河梁遗址在大遗址
保护管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探索实践出大
遗址保护的牛河梁模式。

“剪纸”“传统木版年画”“凌源皮
影”“核雕”“刻瓷”等48个国家级、省级
非遗项目及传承人近日在中兴—沈阳
商业大厦进行展览展示，与以往不同
的是,首次以“非遗+商场”的模式，推
动非遗更好地融入生活。

近日，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与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携手举办“只为遇见”
中兴首届辽宁非遗传统技艺展活动，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活动分“剪彩映画”“匠心雕琢”
“锦绣华年”“游艺稚趣”四大主题，展
示展演 48个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桓仁满族自治县
传统木版年画传承人陈东明正在刻版
画，他对记者说，桓仁地区的传统木版
年画传承了山东潍坊版画重用原色特
点，在刻印技法上又糅入北方人粗犷、

豪迈的特征，形成了线条粗犷、风格纯
朴、想象丰富的主要特色。随着陈东
明的版画作品《春》被国家美术馆收
藏，《磨房》《富》被中国民间美术博物
馆收藏，陈东明的版画艺术道路越走
越宽。

记者在现场还看到“锦州满族民
间刺绣”“宽甸荆柳编技艺”“盖州皮
影”“凌源皮影”“金氏绳结”等非遗项
目，通过动静结合的沉浸式互动体
验，推介辽宁非遗项目。如市民在体
验中了解了“盖州皮影”与“凌源皮
影”的区别。“盖州皮影”又称“辽南皮
影戏”，流传于盖州地区、岫岩、海城
等地。它起源于明末清初，至清末臻
于完善。盖州艺人以驴皮为原料，用
来雕刻人物，制成工艺精美、造型独
特的皮影形象。盖州皮影戏的唱腔
婉转流畅，明显带有辽南民歌的风
味，唱、念多使用盖州当地民间土语，

体现出诙谐幽默的风格。“凌源皮影”
有千余年的历史，源于宋代，盛行于
明清，是传统民间古老艺术奇葩，深
受喜爱。凌源影人造型归纳起来有
生、小、大、髯、丑五大类，根据人物的
不同身份特点对眉、眼、鼻、嘴和胡须
五个部分进行夸张表现，凌源影人造
型外轮廓以直线概括、出神俊俏，着
色对比强烈。由于特殊的舞台环境，
所以一般雕刻采取“五分脸”：即一
眉、一眼、一耳垂、半面嘴鼻、一张脸。

传承人为逛商场的市民生动地
讲述了“凌源皮影”的历史后，还现场
指导大家操纵皮影。孩子们踊跃体
验 ，气氛热烈。

这次精彩的非遗展览，带给百姓
全新的感受。市民纷纷表示收获颇
丰，感受到了非遗独特魅力，增强了
保护、传承和弘扬非遗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让非遗更好地融入生活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0
月14日至20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原创话剧《北上》将接连在上海、武
汉上演。

据了解，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
将于10月14日到12月5日举行“演
艺大世界艺聚大上海”舞台艺术作
品展演季，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原创
话剧《北上》将作为开幕大戏于 10
月14日、15日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10 月 9 日晚，主题为“戏聚英
雄城，礼赞新时代”的第十七届中
国戏剧节在湖北武汉启幕。 据介
绍，本届中国戏剧节将持续至 10
月 28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 31 台优
秀剧目将接连登场，涵盖京剧、昆
剧、评剧、豫剧、越剧、黄梅戏、婺
剧、高甲戏、花鼓戏等 14 个戏曲剧
种以及话剧、歌剧、儿童剧等多个
艺术门类。中国戏剧节是一项全

国性的戏剧展演活动，创办于 1988
年，每两年举办一届。辽宁人民艺
术剧院原创话剧《北上》是我省唯
一一台入选本届中国戏剧节的辽
宁戏剧作品。

话剧《北上》讲述的是在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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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 议 的 故 事 。 整 部 话 剧 凝 重 洗
练，气势恢宏，将现实主义与浪漫
主义艺术手法有机融合，具有史
诗风格。该剧综合运用了多种艺
术手法，有机融入舞蹈、歌曲、京
剧等艺术形式，表达了主人公的
家国情怀。该剧主创团队阵容强
大 ，由 陈 薪 伊 担 任 总 导 演 ，津 子
围、李景阳、孙浩担任编剧，辽艺
老中青三代演员联袂主演。

话剧《北上》入选中国戏剧节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由
辽宁省美术学类研究生创新与学
术交流中心、辽宁省艺术类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鲁迅美
术学院、红梅文创园共同主办，鲁
迅 美 术 学 院 人 文 学 院 等 承 办 的

“破冰艺术计划 2021 年度展览—
溢 界 ”正 在 沈 阳 红 梅 文 创 园 展
出 。 100 位 艺 术 家 的 300 余 件 油
画、版画、水墨、雕塑、影像、新媒
体作品等，展现了青年艺术家对艺
术生态的思考。

展览分为 5 个单元板块，分别
为“新的眼睛”“自然能动性”“误入
梦境”“拟界”和“图像的搭建”，对当
下青年艺术家艺术风格发展的问题
进行了审视，引发了观众的进一步
思考。今年破冰艺术计划提出了

“溢界”的主题概念，讨论固定思维、

固定空间下，青年艺术家以何种方
式打破“界”的桎梏，为艺术生态带
来一个无限延伸的张力空间。青
年艺术家通过绘画、雕塑、装置、影
像等形式出现在本次破冰艺术计
划之中，以液体般的姿态，流畅、自
然、盈满又溢出，拓展补充了“溢
界”的概念。

作品风格各异，无论是在作
品的形式还是在内容上，艺术家
大胆创新。本次展览的总策划、
鲁迅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杨波
说：“艺术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占据
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而青年
艺术家是艺术世界中尤为需要被
关注的新生艺术力量，他们有着
反映时代精神与个体创新思维的
强大能量，是中国艺术得以持续
蓬勃发展的希望。”

破冰艺术计划展举行

正在上映的电影《长津湖》在我
省引起热烈反响，本报记者连日来采
访了该片主创人员以及观众。

此前，该片主创人员前往沈阳抗
美援朝烈士陵园缅怀先烈，祭扫烈士
墓，敬献鲜花。身处和平年代，我们
通过电影《长津湖》感受到先烈们崇
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电影《长津湖》以抗美援朝长津
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一段波澜壮阔
的历史，全景式再现了这场惊天动
地、艰苦卓绝的战役。

影片首映后，记者采访了多位该
片主创，他们介绍了拍摄情况。这部
电影原计划在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
拍摄，剧组在当地筹备了3个月，即将
开机时，被疫情阻断了工作进度。剧
组等待了很久都没有办法再开工，因
此，错过了冬天，只好另选拍摄地。
后来，剧组选择在与长津湖地貌相似
的河北、浙江等地进行拍摄。尽管如
此，影片筹备前期，主创人员来到辽
宁，为影片后来的拍摄积累了坚实的
素材。谈到此次来到沈阳的感受，主

创们纷纷表示，沈阳是一座英雄城
市，这里的人们一直传承着英雄精
神，令人钦佩。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多家沈阳影
院，发现观众观看电影《长津湖》的热
情持续高涨。有的影院举办了相关
历史展览，有的影院以沉浸式观影方

式使得观众一进影院就能感受到电
影中的历史氛围。

在沈阳一家影城，影片放映结束
后，观众刘女士眼含热泪对记者说，
这部电影展现的史实就发生在我家
乡，太感人了！记者注意到，很多观
众的脸上都挂着泪珠，那是真情流
露。还有一位观众哽咽着说，她的爷
爷曾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她和
家人来看电影《长津湖》，很有意义。

在抗美援朝出征地丹东，电影
《长津湖》持续热映。这部影片在
丹东凤城市白旗镇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中掀起观影热潮。作为党史
学习教育的一部分，白旗镇党委组
织全镇党员干部走进影院观看电
影，还前往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参
观学习。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观看
电影《长津湖》，参观丹东抗美援朝
纪念馆，深深感受到中国人民志愿
军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

通过电影《长津湖》出品方博
纳影业，记者采访到该片总监制与

导演。陈凯歌导演深情地说：“我
们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苍
松翠柏之中，烈士们长眠于此。今
天的和平生活是先烈们付出了很
大代价才得到的，这个代价就是很
多志愿军战士的壮烈牺牲。让我
们缅怀他们，记住他们，永远地怀
念他们。”

谈到拍摄此片的手法，陈凯歌认
为，拍摄这样一部宏大主题的历史题
材影片，还是要先从人物入手，以小
见大。将人物塑造得真实生动，观众
才能与影片中的人物产生情感共鸣，
与他们共命运，从而使观众沉浸在电
影中。

总监制黄建新表示：“《长津湖》
是中国电影人向英雄致敬的电影
作品，我们精益求精，千锤百炼，希
望用一部电影精品表达我们对先烈的
崇敬之情。尽管我们已经很努力，但
由于影片篇幅所限，很多英雄事迹，我
们都还没有来得及去展现。我们将继
续关注并创作相关作品，将英雄的精
神世代相传。”

电影《长津湖》打动观众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最近，致敬抗美援朝精神的电
影《长津湖》在全国热映。截至 10
月 10 日，该片票房已突破 40 亿元，
位列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的第七位，
也以最快速度超越了英国著名导演
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影片《敦刻尔
克》，登顶全球战争片票房的榜首。

战争片是重工业电影类型，也
是考验一个国家电影产业水平的重
要标志。回顾新中国电影史，军事
战争片一直是主要类型之一，为广
大观众不断提供精神食粮的“硬
菜”。特别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

《英雄儿女》《上甘岭》等电影，早已
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在人们心中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投资 13
亿元的《长津湖》作为迄今为止我国
投资和制作规模最大的电影，充分
借助高科技和特效技术手段，画面
和质感已不输好莱坞大片，对我国
战争电影类型拓展和电影工业升级
具有重要意义。

真正好的战争片，不仅是一场
视觉盛宴，而且是对人、人心、生活、
社会以及人所生活的时代、国家、民
族有深刻洞彻和体察，并伴随着相
得益彰的艺术表现形式直抵观众心
灵的作品。没有人愿意去打仗，特
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
业待举，但有些战争，并不是你不想
打就能够不打的。正如片中毛泽东
主席所言，“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
来”。本已复员的七连指导员梅生
说得更直接，“这场仗我们不打，就
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片中有这样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桥段：负气的
伍万里打开车门想要跳下火车时，
巍峨的万里长城犹如油画般的出现
在眼前。这个堪称神来之笔的镜头
充满浪漫诗意，寓意志愿军战士将

以青春、热血和生命化作保家卫国
的铜墙铁壁。本是少年，此去一
生。哪有什么岁月安好，正是因为
有这些“最可爱的人”筑起一道新的
血肉长城，才换来了今天的山河无
恙，家国安宁。

影片三位导演之一的陈凯歌认
为，“把人物写好，戏才有底气，观众
才能产生共情”。《长津湖》的成功，
离不开吴京、段奕宏、朱亚文等“老
戏骨”对剧中人物细腻入微、张力四
射的演绎。新生代演员易烊千玺更
是让人眼前一亮，他很好地把握了
伍万里这个“劲道”角色。面对异常
艰苦惨烈的血与火考验，在哥哥伍
千里和雷老爹、谈子为、余从戎等
七连英雄集体的言传身教感召下，
伍万里从一个头发乱糟糟、跑步弓
着腰、个性桀骜不驯的江边野小
子，迅速成长为一名心中有信仰、
腰板挺得直、智勇双全的志愿军战
士。或许是因为父亲曾亲历过抗
美援朝战争的缘故，带着深情参演
的胡军博得了“满堂彩”，特别是他
饰演的雷公牺牲前哼起的《沂蒙山
小调》和那句“我好冷……不要把
我一个人留在这里……”的遗言，
是片中最让人破防飙泪的燃点。
今年 9 月 2 日，第八批在韩志愿军
烈士遗骸装殓回国，安葬在沈阳抗
美援朝烈士陵园。一草一木一忠
魂，一山一石一丰碑。《长津湖》热
映后，很多沈阳市民自发地去祭扫
志愿军烈士墓，并在杨根思烈士墓
前放上“歼-15”战斗机模型和几张

“歼-20”照片，照片的背面写着告
慰烈士的留言——我们已经有了
先进战机，强大空军！

盛世中国，如你所愿！烈士英
魂，永垂不朽！

国产军事战争题材影片
的里程碑
叶 星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0
月11日、12日，作为文旅部“庆祝建
党百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

“百年百部”展演剧目，辽宁歌剧院
精心复排的歌剧《苍原》在辽宁大
剧院上演。

《苍原》是中国歌剧史上最具代
表性的经典剧目之一，自1995年首
演至今，先后获得“文华大奖”、全国
歌剧观摩演出“优秀剧目奖”、中宣
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国家级大
奖，被誉为中国原创歌剧艺术发展
的里程碑。

歌剧《苍原》聚焦蒙古族土尔扈
特部落举族东归、行程万里、回归祖
国的故事，将这一宏大的悲壮史诗，
在复杂而尖锐的戏剧冲突中，在生
与死、爱与恨的火焰和血海中，唱出
一支支交织着生命、爱情、自由和尊

严的悠长牧歌。
时隔 26 年，《苍原》主创团队

再次集结，年逾七旬的著名导演曹
其敬挂帅执导，舞美专家高广健、
灯光专家邢辛现场指导，车英、么
红、傅伟林、赵丽丽、韩震等新老艺
术家倾情出演，全力打造这部史诗
巨制，用旋律讲述历史故事，用歌
声展现中华民族精神。

复排的《苍原》更具大歌剧特
质 ，凝 重 沉 雄 如 史 、磅 礴 豪 迈 如
诗，美声唱法和歌剧表演相统一，
诗化道白与宣叙调、咏叹调相衔
接，音乐性与戏剧性完美融合，既
有西洋歌剧的典型形式，又具鲜
明的中国风格和民族特色。舞美
独具匠心，写意为主，兼具写实，
新颖壮美的舞台呈现，给人以强
烈的视觉震撼。

辽宁歌剧院复排演出《苍原》

首届红山文化牛河梁论坛启幕，40年考古实践——

探索出大遗址保护“牛河梁模式”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 100 周
年，也是红山文化最重要的中心——
牛河梁遗址发现40周年。

10月11日，简短的论坛开幕仪式
结束后，与会人员走进牛河梁遗址博
物馆，参观纪念苏秉琦先生专题展览、

“文明溯源之路——牛河梁考古 40
年”展览，并实地考察了牛河梁遗址考
古发掘现场、马鞍桥山遗址考古发掘
现场。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距今
6500年至 5000年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
考古学文化，其遗址集中分布在燕山以
北的大凌河和西辽河上游地区。红山
文化不仅是辽西地区文明的发源地，
而且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之一。

位于凌源市与建平县交界处的牛
河梁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明，
是红山文化的晚期，也是其高峰期。牛
河梁遗址核心是发掘出大型祭坛、女神
庙、积石冢群、大量玉质礼器和陶器，证
明5000年前这里曾存在过一个具有国
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

在牛河梁遗址博物馆里，一件件珍
贵的红山玉器、一幅幅生动的考古发掘
照片、一段段简练但内涵丰富的文字，
吸引参观者不时停下脚步，驻足观看。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卜
工已经到牛河梁遗址博物馆参观多
次，但这一次再来，他仍觉意犹未尽。
卜工说，作为国内唯一一座建在遗址
之上的红山文化博物馆，它让学术概
念变得更为具体与生动，“值得参观”。

位于建平县太平庄镇石台沟村的
马鞍桥山遗址，是红山文化早期的一
处大型聚落址，也是我省地域内首次
发现的红山先民生活居住址。在遗址
发掘现场，最新发掘成果吸引了众人目
光，围绕相关考古发掘细节，学者与专家
不时与正在现场进行考古发掘的工作
人员进行交流。

负责该项目考古发掘的辽宁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樊圣英说，国内
权威专家集中在这里考察，既是对他
们工作的支持与鼓励，又是鞭策。

最新发掘成果
吸引众人目光

作为首届红山文化牛河梁论
坛，这次集合了国内考古界、文博
界、文化界等权威红山文化研究学
者与专家。

在 12 日的全天研讨环节，中国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公布近两年
来牛河梁遗址考古工作成果，内蒙
古高原南缘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发
现、马鞍桥山遗址考古发掘、我省红
山文化遗址分布与遗址等成果也将
一并对外公布。

作为祭祀址，牛河梁遗址集合
了红山先民建造的坛、庙、冢，新石
器时代这样“三位一体”的设置，是
世界唯一。埋藏地下 5000 多年的
红山女神头像，出土后引起了世界

震惊，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称红山
女神是“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
民族的‘共祖’”。整个牛河梁遗址
被评为 20 世纪全国百项重大考古
发现之一，世界百项考古发现榜上
有名。

在此次论坛上，围绕牛河梁遗
址，不同专家将从不同层面展开论
述。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
誉院长郭大顺回顾“牛河梁”考古
发掘 40 年来走过的不平凡道路，
同时对未来考古发掘工作提出建
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刘国祥则针对“牛河梁”上层积
石冢遗存、石棺墓等级划分、随葬玉
器等问题展开论述。

与此同时，专家与学者还将宏
观对比牛河梁遗址与良渚遗址群，
并把红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大型墓
葬进行比较研究。

有关红山文化和牛河梁遗址
中的细节，比如牛河梁遗址中出
土的筒形器、女神庙、红山文化玉
器、红山文化晚期墓葬制度等话
题，学者与专家也会从不同层面进
行论述。

精彩纷呈的话题已经提前吸引
了听众的目光。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讲师郑钧夫说，参加此次论坛的学
者与专家都是国内权威，“我十分期
待专家们在论坛上的发言，这将丰
富我在课堂上的讲课内容”。

围绕牛河梁遗址展开多层面论述

陈东明正在雕刻桓仁传统木版年画。

电影《长津湖》海报。

与会人员参观牛河梁遗址发掘现场。 学者认真参观牛河梁遗址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