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续两届荣获金奖银奖

11月7日，记者从辽宁芭蕾舞团附
属芭蕾舞蹈学校了解到，该校学生吴
宇豪获得维也纳国际芭蕾舞大赛男子
组（15岁至19岁）金奖、张歌涵获得女
子组（12岁至14岁）金奖、张德思翰获
得男子组（12岁至14岁）金奖、杨天予
获得女子组（12岁至14岁）银奖、张楚
强获得男子组（15岁至19岁）银奖。

辽宁芭蕾舞团副团长、辽芭附属
芭蕾舞蹈学校校长、本次赛事评委赵
一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辽芭
附属芭蕾舞蹈学校参赛选手共49人，
这些选手均是经过层层选拔的优秀学
生。经过激烈角逐，有5名选手获奖，
他们在比赛中分别表演了《艾斯米拉
达》《吉赛尔》《睡美人》《帕基塔》《堂吉
诃德》片段。据了解，在上一届维也纳
国际芭蕾舞大赛上，该校学生李航获
得芭蕾青年组金奖、现代舞银奖；李佳
奕获得芭蕾少年组金奖；刘晞文获得
芭蕾青少年组铜奖。该校已连续两届

获得此项赛事的金奖、银奖。

得益于
辽芭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

辽芭选手在本次比赛中的精彩
表现，展现了中国芭蕾新生力量的实
力以及辽宁芭蕾多年来的发展成果，
同时也增强了年轻一代芭蕾艺术工
作者的信心。多年来，辽宁芭蕾舞团
演员、学员不断地在世界一流芭蕾大

赛中摘金夺银，引起世界舞蹈界的关
注，辽宁芭蕾舞团被舞蹈界誉为世界
芭蕾冠军的“摇篮”。

辽芭选手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
成绩，得益于科学的芭蕾人才培养模
式。辽宁芭蕾舞团一直重视芭蕾人
才梯队建设，辽芭培养人才的方式具
有系统科学、视野开阔的特点，辽芭
几乎请到了世界各大芭蕾学派的教
师前来为演员、学员授课，还为演员、
学员尽可能提供参加世界一流舞蹈

比赛和参加大型舞剧演出的机会。
由于具有扎实的舞蹈功底与开阔的
艺术视野，这些学员擅长表演不同芭
蕾学派的舞蹈作品。由于具有良好
的文化修养与舞台风范，辽芭选手参
加各大舞蹈比赛备受好评。

正在排练芭蕾舞蹈诗《榜样》

辽宁芭蕾舞团以团带校，该团
附属芭蕾舞蹈学校成立于 1994 年，
人才辈出，建校以来，该校学生共获
得国内外舞蹈比赛204个奖项。多年
来，该校为全国舞蹈界输送了大批人
才，毕业生目前在国际国内各大芭蕾
舞团担任演员。辽宁芭蕾舞团附属
芭蕾舞蹈学校还与国外芭蕾机构展
开交流合作，2017 年，该校正式成为
瑞士洛桑国际芭蕾舞比赛的合作学
校。2018年，成立辽宁青少年芭蕾舞
团，先后排演古典芭蕾舞剧《胡桃夹
子》、现代芭蕾作品《四季》。目前，正
在排练芭蕾舞蹈诗《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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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维也纳国际芭蕾大赛中，辽宁芭
蕾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5名学生凭借扎实的舞蹈
功底、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表演，取得3金2银的优异
成绩。维也纳国际芭蕾舞大赛是最重要的国际舞蹈

比赛之一。因受到疫情影响，维也纳国际芭蕾舞大赛首次在线
上举办。据了解，本届比赛由欧洲舞蹈协会艺术总监泰瑞、享
誉世界的舞蹈家马拉霍夫等11位芭蕾专业人士组成评审团，
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200 多名优秀芭蕾选手参加比赛。中国
选手主要来自北京舞蹈学院、辽宁芭蕾舞团、广州芭蕾舞团、苏
州芭蕾舞团。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1
月8日，记者从辽宁歌剧院（辽宁交
响乐团）获悉，“向经典致敬——纪
念马勒逝世 110 周年《C 小调第二
交响曲》音乐会”将于 11 月 12 日在
盛京大剧院音乐厅上演。

2021年是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
古斯塔夫·马勒逝世 110周年。辽宁
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和吉林省交响
乐团音乐家携手演绎《C小调第二交
响曲》，向马勒致敬。本场演出由著名
指挥家胡咏言执棒，辽宁歌剧院合唱
团携手优秀女高音、女中音独唱演员
及乐团近200人参加演出。

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
奥音乐文化杰出的代表人物和现代
音乐演出模式的缔造者。《C小调第
二交响曲》是马勒最著名的作品之

一，也是其所有作品中酝酿时间最
长的一部，创作耗时6年，直到1894
年才完成。因为末乐章采用了德国
诗人克洛普斯托克的诗作《复活》，
故又名《复活交响曲》。全曲分5个
乐章，激昂交错、跌宕起伏的旋律，
将生命蕴含的精神色彩表现到了一
个新高度，带给人强烈的震撼。马
勒的交响乐作品以编制庞大和演奏
难度高著称，《复活交响曲》也不例
外。为了更好地诠释《C 小调第二
交响曲》，此次演出原计划由辽宁、
吉林、黑龙江三省交响乐团合作演
绎。受疫情影响，黑龙江交响乐团
无法参演，暂由辽宁、吉林两省交响
乐团联袂演出。之后，三省交响乐
团将继续交流合作，助力交响乐在
东北地区的普及。

辽吉两地音乐家
携手演绎马勒《C小调第二交响曲》

近日，一个公益组织联合中国文
物保护基金会、国家图书馆启动“寻
找古籍守护人”活动，吸引了很多人
的目光：他们招募创作者通过抖音、
西瓜视频、今日头条等平台创作有关
内容，推动古籍活化，助力文化传
承。目前已有来自不同领域的9名
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和抖音达人加
入，通过修复、说书、绘画、复原美食
等形式，普及古籍知识、演绎古籍内
容，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在这份“古籍宣推官”名单中，有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副主任张志清，古籍修复专家杜伟
生，漫画家蔡志忠，学者周国平及短
视频博主“红楼宴”、舍溪等。杜伟生
参与过《永乐大典》等珍贵古籍的修
复，他的徒弟廉成春经常通过短视频
分享古籍修复技艺，让许多年轻人萌
生了从事古籍修复的想法；国宴名厨
郝振江开设了抖音账号“红楼宴”，在
古朴的小院里，一袭中式布衫，一边
掌勺复原“红楼菜”，一边娓娓讲述

《红楼梦》里的生动故事；90后插画家
舍溪，擅长古风奇幻类绘画，她笔下

《山海经》里的神兽，启发了更多年轻
人探索古籍里的神话世界。

古籍里藏着文化的密码，历史的
记忆，对古籍的保护、数字化、活化，
就是延续中华民族文化命脉。据统
计，我国现存古籍5000多万册件，有
1000多万册件亟待抢救性修复。因
为修复的数量和难度非常之大，无论
修复人员还是修复速度，都远远满足

不了现实需求。可能很多人并不了
解，想当一名合格的古籍修复师，不
仅要有耐心、细心和责任心，而且还
要掌握文化历史、图书馆学和古籍
保护知识，古籍修复和其他传统手
工艺一样，也有着失传的隐忧。我
们注意到，为解决古籍保护人才短
缺的难题，近年来，辽宁省图书馆与
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大学携手，联合
开展古籍保护人才培养，为古籍保
护研究输送新鲜血液。

当然，保护不可再生的古籍文
物的现实价值，在于研究与利用。
在古籍文化传承推广方面，我省各
地图书馆正在不断开拓探索，如向
公众开放数字化古籍阅读，举办省
内珍贵古籍特展，现场安排雕版活
字印刷工艺演示、实际操作展现古
籍修复过程，提高百姓的古籍保护
意识；同时依托馆藏资源，我省开发
出焦秉贞绘孔子及其72弟子的《七
十二贤图》、蒲松龄手稿本《聊斋志
异》等仿真古籍文创产品，装帧古雅
精美，方便收藏阅读。

相对于鲜活生动的文物，让古
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其实难度较
高。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
不同业界专业人士的踊跃参与，大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与创意被不断激
发出来，将为古籍的利用和传承提
供更丰富的手段。期待着社会力量
的共同推动，让更多守护人和传承
人参与进来，守护我们的古籍，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期待更多人
参与古籍的守护和传承
商 越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清
宫礼仪与色彩定制”专题讲座日前
在沈阳举办，由沈阳故宫博物院副
馆长、研究馆员李理主讲。讲座从
不同角度讲解清代宫廷色彩文化。
据了解，沈阳故宫博物院定期举办
传统文化知识公益讲座，吸引了很
多文博爱好者，颇受好评。

在宫廷建筑与色彩这一专题中，
李理结合沈阳故宫建筑群讲解色彩
文化。从保存至今的沈阳故宫早期
宫殿建筑看，体现出清初宫廷建筑色
彩纯朴、热烈的特点。比如大政殿、
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台上五宫
和两座牌坊等建筑，其上部屋面完
全采用黄琉璃瓦镶绿色剪边的特殊
样式，建筑的正脊、垂脊、博风等部位

则采用五彩琉璃瓦件，每个建筑垂脊
前端的套兽，使用彩色琉璃烧制。大
政殿上部的琉璃宝顶，大清门、崇政
殿两侧山墙的前后墀头、博风等均以
五彩琉璃烧造，那些黄、绿、蓝、红、白
色的琉璃构件，所塑造的升龙、降龙、
螭龙、狮子、海马、仙鹤、蕉叶、瑞草
等造型，散发着热烈而纯朴的光
彩。而文溯阁独特的黑色、绿色琉
璃砖瓦，又增加了端庄素雅的色彩。

在宫殿内部，安装有各种藻井
天花、梁柱等木雕构件。其表面均
有鲜艳的彩绘纹饰，特别是崇政殿
顶的雕龙彩绘抱头梁、架梁彩画以
及凤凰楼内檐的三宝珠吉祥草彩画
等，都是沈阳故宫别具特色的彩绘
装饰，反映了清初的色彩观念。

“清宫礼仪与色彩定制”
专题讲座在沈举办

再获维也纳国际芭蕾舞大赛金银奖

辽芭人才梯队建设结硕果
本报记者 王臻青

“千古诗韵——中国经典诗词
歌曲独唱音乐会”日前在沈阳盛京
大剧院上演，活跃在海内外声乐舞
台上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朱佳莉为
沈阳观众演唱了 12首歌曲，包括《千
古诗韵》《关雎》《敕勒歌》《在水一
方》《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梨花
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剪
梅·月满西楼》《青玉案·元夕》《春江
花月夜》等。“千古诗韵——中国经
典诗词歌曲独唱音乐会”以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将古典文
学与音乐艺术相结合，引领观众提
高文学修养与音乐鉴赏力。

据了解，“千古诗韵——中国经
典诗词歌曲独唱音乐会”曾在北京、
海南等多个省市上演，受到了当地
观众的热烈好评。朱佳莉还将应邀
参加澳门艺术节演出。在沈阳演出
当晚，记者采访了多名观众，沈阳观
众纷纷表示，这场音乐会格调高雅，
聆听中国古典诗词转化为美妙的歌
曲是一种美好的艺术享受。还有观
众表示，这场音乐会不仅演唱精彩，

而且传统器乐演奏也很动听，尽显
中国古典艺术风范。

朱佳莉表示，在沈阳举办这场独
唱音乐会有着特殊意义，这是她阔别
家乡20年之后，首次在沈阳举办个人
独唱音乐会。1997年，朱佳莉毕业于
沈阳音乐学院，师从著名民族声乐教

授丁雅娴。此后，朱佳莉又考入中国
音乐学院，潜心学习美声唱法。朱佳
莉音色纯美，艺术造诣深厚，她能够运
用美声、民族、流行等不同唱法演唱。
她的舞台表演风格端庄大气。多年
来，朱佳莉在国内外多个著名剧院举
办独唱音乐会，她将中国艺术歌曲带

出国门，致力于传承中国传统艺术。
这次回到家乡沈阳举办独唱音乐会，
她坦言，心情十分激动。她努力为家
乡父老献上一场汇报演出，为广大观
众带来一场全新的声乐艺术体验。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观众不
仅对“千古诗韵——中国经典诗词
歌曲独唱音乐会”的演唱水准赞赏
有加，而且对音乐会歌曲中的每一
首诗词作品感兴趣。这些作品中有
唐宋名篇，也有按照古典名篇格律
创作的诗词新作，彰显中华诗词文
化的独特魅力。

“兰之依依，梅妍其芳。竹箫幽
幽，采菊我厢。”这是本场音乐会的压
轴曲目《千古诗韵》中的优美歌词，
词作者李黎接受采访时表示，诗歌
传达着人类心灵的声音，诗歌传承
一个民族的血脉，彰显着民族的文
化 气 质 ，并 且 参 与 塑 造 民 族 的 性
格。“千古诗韵——中国经典诗词歌
曲独唱音乐会”的意义在于让更多人
感悟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进而去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千古诗韵”独唱音乐会上演

在歌声中感受中华诗词魅力
本报记者 王臻青

获得维也纳国际芭蕾舞大赛金奖、银奖的5名辽芭选手，从左至右依次为吴宇豪、张歌涵、张德思翰、张楚强、杨天予。 彭 政 摄

演出现场。（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