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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11月29日，辽宁省第八届大学生戏剧节展演落下帷幕，50余个剧(节)目入围展演。这些作品以庆祝中国共
产党建党百年为贯穿主题，涵盖了红色题材、现实题材剧目。戏剧节分为“建党百年·红色题材”“现实题材·抗疫
主题”“精准扶贫·第一书记”“传统戏曲·传承经典”系列，呈现出自觉与时代相契合的艺术表达。本届大学生戏剧
节与往届不同的是，青年学子积极自觉地将创作视角从校园转向社会，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探索。

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日前公布，我省有 9
个项目入选，其中包括锦州皮影戏。

锦州皮影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明末清初，皮影戏由关内传入，将唐
山影调戏与当地影调戏相融合，外地
皮影戏艺人在此传艺收徒，以此为
业，凡农闲、庆丰、庙会、节日，均有皮
影戏表演活动。清末，锦州地区成立
了多家皮影戏社团，皮影戏演出活动
频繁，搭班唱戏艺人不断增多，逐渐
形成具有辽西风格的锦州皮影戏。
新中国成立后，皮影艺术在锦州遍地
开花，比较有影响力的皮影戏班大约
有十多个，唱皮影戏的艺人百余名。

2021年，锦州皮影戏入选第五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经过长期的演出实践，锦州皮影戏
逐渐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区皮影戏的艺
术风格，其特征可以概括为“三大”“三
多”“三绝”。所谓“三大”是指“大影窗”

“大影人”“大嗓门”。较之其他地区的
皮影戏班，锦州皮影戏班所使用的影
窗、影人尺寸要比其他地区皮影戏大许
多，影窗高四尺，长一丈二，影人长约一
尺八寸。“大嗓门”是指锦州皮影戏的唱
腔别具一格，皮影戏艺人演唱时不用小
嗓，而是用本嗓真声，高亢嘹亮，字正腔
圆，大方自然，听起来有酣畅淋漓之
感。锦州皮影戏的唱词、道白朗朗上

口，曲调动人，故事情节生动，具有易于
传唱的特点。锦州皮影戏唱腔包括硬
辙、七字句、十字句、三赶七、五字锦以
及快板、慢板、流水板、大悲调等。在表
演程式上讲究唱、念、做、打，在演出分
工上，分为拿、贴、打、拉、唱五种。锦州
皮影戏行当分为生、小、大、净、丑。

锦州皮影戏的“三多”是指“多面
手”“多机关”“多材料”。锦州皮影戏艺
人有以一当十的本领，一个人既唱皮
影戏，又能操纵影人进行表演，还能手
持乐器打鼓伴奏。“多机关”是指锦州皮
影戏的影人设计精妙，一身多头，设有
巧妙的机关，影人可以变脸表演。锦
州皮影艺人制作皮影也是不拘一格，

除了用驴皮，钢纸、照相底板等皆可信
手拈来，自如地运用综合材料。雕刻
刀法细腻精湛，色彩活泼典雅，各行当
脸谱分明，具有浓重的地域文化特色。

锦州皮影戏的“三绝”是指“武打
绝”“布景绝”“雕刻绝”。锦州皮影艺
人表演的“飞刀耍枪”“金鸡独立”等
武打动作在业内堪称一绝。“水流鱼
游”“荷花绽放”等布景设计则突破了
静态的布景局限，让皮影表演有了动
态感。锦州皮影戏所使用的皮影造
型灵动，在皮影雕刻中借鉴剪纸、木
刻、版画等艺术形式，镂雕玲珑，刀功
细致，连影人头饰上的“绒球”都刻得
丝毫毕现，被称为“镌花绒球”。锦州
皮影戏的影卷多为历史故事和神话
传说，如《杨家将》《岳飞传》《雪莲与
笔架山》《宝塔镇孽龙》等。因此，具
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

锦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非物质
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根植这方水土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承。为推介非
遗项目，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展现传承保护的成果，锦州市群众艺
术馆（锦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锦州群众文
化”推出了“锦州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赏析”栏目，以项目介绍、作品展示等方
式进行线上推送，方便群众了解锦州
非遗项目。

锦州皮影“大影窗”“大嗓门”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2
月2日，记者获悉，鞍山市演艺集团
新创《森林总动员之“奇异花”事件》
将于12月3日、4日在鞍山上演。这
部大型原创儿童剧以话剧为主要形
式，辅以歌舞，寓教于乐，寓学于趣。

《森林总动员之“奇异花”事件》

讲述的是森林小学里的“奇异花”开
花了，呦呦鹿把“奇异花”花瓣弄掉，
却赖在随后赶来的懒懒猪身上。懒
懒猪负气出走。呦呦鹿去寻找懒懒猪，
最终呦呦鹿与懒懒猪齐心协力战胜
困难，一起安全回家的故事。这部剧倡
导孩子们勇于承担责任，团结友爱。

鞍山排演儿童剧
《森林总动员之“奇异花”事件》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第
三届辽宁网络文学“金桅杆”奖日前
公布。辽宁网络文学“金桅杆”奖是
辽宁省作家协会设立的奖项，旨在
引领网络文学创作，奖励获得重要
网络文学奖项、入选重要网络文学
项目、影视改编作品产生较大影响

的辽宁省网络作家。
本届“金桅杆”奖评奖工作于

10 月启动，经过作品征集、资格审
查、初评、终评，投票产生了10部获
奖作品及 10 部入围作品。获奖作
品有《奋斗者》《旦装行》《故巷暖阳》

《云霄之眼》《秘野奇域》等。

第三届辽宁网络文学
“金桅杆”奖公布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2
月1日，沈阳市档案馆（沈阳市文史
研究馆）举行“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
书”（第十一辑）首发式暨赠书仪
式。作为沈阳市文史研究馆典籍文
化工程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沈阳
历史文化典籍丛书”又增加了新内
容、新厚度。

“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第十
一辑），收录了清宗室中满族文学家、
诗人、书法家爱新觉罗·裕瑞的部分诗
文作品集。裕瑞的数种著作，多收入
在《思元斋集》《思元斋诗文合刻》。在

“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第十一辑）
中，《萋香轩吟草》《樊学斋吟草》由沈

阳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肇乐群整理校
注；《枣窗诗集》由沈阳市文史研究馆
研究员毕宝魁整理校注；《清艳堂近
稿》《眺松亭赋钞》由沈阳市文史研究
馆研究员滕建民整理校注。

仪式上，肇乐群介绍了第十一
辑相关内容和编纂情况，沈阳市文
史研究馆向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沈阳市地方志办）、省图书馆、辽宁
大学图书馆、沈阳市图书馆等现场
赠书。据介绍，沈阳市文史研究馆
实施的典籍文化工程，2021年前已
经出版“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全
十辑30册，被中央文史研究馆和国
家图书馆纳入永久保存馆藏。

“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
（第十一辑）首发

在本届大学生戏剧节中，青年
学子以戏剧为载体，将青年人响应
国家号召、与时代同行的昂扬精神
风貌进行了真实细腻的展现。

大连理工大学的原创戏剧小品
《甘美韶华》，以大连理工大学毕业生
周建仁放弃大城市的工作，远赴贵州

创业，开办糖厂的真人真事创作而
成。整部作品质朴温暖，人物真挚的
情感流露时时闪现着大学生戏剧所独
有的清新风格与青春朝气，令人如沐
春风、神清气爽。而大连交通大学同
样挖掘了本校的真人真事，创作出话
剧《驻村书记》。另外，沈阳师范大学的

原创短剧《玉麦儿女》和《青春变奏曲》，
鞍山师范学院的原创戏剧小品《扶·
生》，辽宁科技大学的戏剧小品《脱贫有
道》等，都塑造了深入基层帮助困难群
众脱贫致富的年轻驻村“第一书记”
形象。这些“新青年”形象正是当代大
学生在戏剧创作中的一种自我认同。

这些“新青年”形象正是大学生在戏剧创作中的自我认同

我省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展示

非遗绝活② 锦州皮影戏

锦州皮影戏演出。

50余个剧目展演 千余名学生参加

辽宁校园戏剧创作自觉契合时代
李 娜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届大学生戏剧节由辽宁省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辽宁省教育厅、共青团辽宁
省委员会联合举办。戏剧节从 4 月启
动，历时7个多月，完成了线下线上相结
合的剧目展演和剧本创作提升研讨等活
动。辽宁省戏剧家协会负责人介绍，共
有来自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
锦州、营口等城市的 31 所大学的 85 个
剧（节）目申报，经过组委会和专家组
的认真遴选，最终 50 余个剧(节)目入围
本届大学生戏剧节展演，参演的学生超
过千人。

负责人说，本届大学生戏剧节剧目
种类繁多、艺术类型多样，既有原创剧
目，又有短剧、小品，还有对经典剧目及
热点作品的搬演，涵盖话剧、戏曲、音乐
剧、歌舞剧、曲艺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其中原创剧目居多，并且达到较高水
准。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本
届大学生戏剧节的参演作品呈现出自
觉与时代相契合的艺术表达，涌现出一
大批紧紧围绕庆祝建党百年主题的作
品。如沈阳大学的原创音乐剧《镌·
刻》、大连理工大学的原创话剧《大连
通道》、沈阳城市学院的原创话剧《一
日百年》、大连交通大学的原创话剧

《选择》、沈阳工程学院的原创短剧《烽
火书香》等。

展演作品普遍体现出创作视角宏
大，舞台呈现恢宏，既有历史的厚重又不
失青春朝气的创作特点。《选择》是一部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的优秀话剧。利用话
剧的方式将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形象
化，从而让观众感悟革命先辈的奋斗之
路。鞍山师范大学创作的戏剧小品《破·
晓》是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表达了志
愿军战士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沈阳工
程学院的短剧《烽火书香》讲述的是抗战
时期，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杨振宁、邓稼先
等人的故事，以“书香”“愤起”“烽火”“兴
业“人杰”五个篇章，展现了战争岁月里
中国教育的坚守与奋进。

对红色题材的关注是
大学生戏剧节的亮点

青年学子积极自觉地将创作
视角从校园转向当下的社会生活，
面对社会万象进行全新的探索。

聚焦疫情防控中的人情百态、
致敬抗疫英雄的创作成为本届大
学生戏剧节的创作热点。辽宁师
范大学的原创小剧场话剧《逆光》，
直击新冠疫情突发时的武汉抗疫
一线，以辽宁某医院呼吸科年轻护

士刘晓彤逆行出征，驰援武汉为主
线，讲述了医护工作者生命至上，
舍生忘死的抗疫精神。辽宁大学
的原创话剧《春·晓》、大连艺术学
院的原创短剧《妈妈的山茶花》、鞍
山师范学院的原创戏剧小品《在一
起》、锦州医科大学的原创戏剧小
品《等你回家》、营口理工学院的

《祝你平安》、辽宁科技大学的《战

疫》、沈阳医学院的《逆行者》等都
是这类题材作品。这些作品展现
了当代大学生直面社会的勇气与
思考。他们不约而同地进入了疫
情防控下的“个人”的情感书写，折
射出当代青年对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现代人理想和责任的思考，在
戏剧对真善美的再现中，唤起观众
强烈的情感共鸣。

青年学子自觉地将创作视角从校园转向当下社会生活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为提
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积极配合教育
领域“双减”政策的推进，11月30日，辽
宁省图书馆一楼少儿主题阅读活动暨
敏学天地“男孩屋女孩屋”少儿成长体
验阅读空间正式开放。敏学天地“男
孩屋女孩屋”是一个100余平方米的沉
浸式成长体验阅读空间，空间内设有
智能化设备，让小读者在休闲娱乐中
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世界。

“我是从哪里来的”“男孩子和
女孩子有什么区别”“如何管理自己
的情绪”“如何保护自己”“如何改变
坏习惯”……这些孩子们在生活中
经常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男孩屋
女孩屋”里找到答案。敏学天地“男
孩屋女孩屋”包括“我是谁”“我要长
大”“我要变强”“榜样的力量”“我的
祖国我的家”“阅·未来”6 个部分。
体验空间利用新媒体技术，通过触
控屏、VR、体感捕捉、拼接大屏等
30 余组智能设备、100 余种视频资

源，将生理教育、安全教育等内容融
入孩子们的生理健康、自我保护等的
启蒙教育中，让少年儿童清晰地认识
自己。同时，敏学天地把传统文化、
英模故事等内容融入其中，培育孩子
们的爱国情怀，赓续文化基因。

省图书馆少儿服务中心主任侯
小云告诉记者，“我们这个学习空间
配色柔和，短视频均不超过3分钟，
通过一段段视频，孩子们会学到许
多新知识。随着科技发展，图书馆
不再是单纯提供纸质图书阅读服务
的场所，省图书馆着眼于少年儿童
的身心健康成长，打造了‘智能化’
特色少儿主题阅读体验区。我们通
过体感小游戏，在寓教于乐中让孩
子们学习知识，从成长话题、安全保
护、国学经典、爱国教育等不同角度
帮助孩子快乐成长。接下来，我们
将以此为平台推出哲学启蒙系列主
题阅读活动，为全省少年儿童送上
阅读礼物与‘精神食粮’。”

辽图打造“智能化”特色
少儿主题阅读体验区

辽宁省大学生戏剧节自 2006
年初创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逐
渐成为我省高校共襄盛举的校园戏
剧文化盛会，搭建了省内大学生创
新、创意、创演的戏剧平台。辽宁是
戏剧大省，对辽宁校园戏剧文化的
关注，就是对辽宁戏剧未来的关注。

本届大学生戏剧节期间，省戏
剧家协会举办了两次研讨会，即辽
宁省第八届大学生戏剧节大型剧目
剧本创作提升研讨会、辽宁省第八

届大学生戏剧节短剧小品剧本创作
提升研讨会。邀请了罗松、武丹丹
等国内知名戏剧专家，对本届大学
生戏剧节剧本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宝贵意见。

负责人说，大学生的作品有文
化感、青春感，这是大学生创作的特
点。每位专家都对剧本做了详细的
点评，提出了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
意见。校园戏剧不仅能培养学生的
想象力、创造力、鉴赏力，还通过戏

剧实践的过程和体验，彰显了集体
智慧在戏剧创作中的重要性，强化
青年学子协同互助的群体意识，有
助于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的培养。
艺术的生命力离不开新鲜血液的滋
养，戏剧的发展离不开青年一代的参
与。大学生在校园的戏剧创作体验，
必将成为弥足珍贵的文化素养融于
他们的血液之中，并在未来以各种形
式释放出来，为辽宁乃至整个中国戏
剧文化的蓬勃发展增添力量。

专家认为戏剧的发展离不开青年一代的参与

与凌源皮影戏、岫岩皮
影戏的艺术风格有所不同，
锦州皮影戏有其独特的绝
活，比如“布景绝”“雕刻绝”
“武打绝”。在影人制作以及
表演方面呈现出“大影窗”
“大影人”“大嗓门”以及“多
机关”“多材料”“多面手”的
特点。锦州皮影戏的演唱风
格与皮影雕刻工艺具有浓厚
的地域文化色彩。

少儿主题阅读活动区现场。

沈阳大学原创音乐剧《镌·刻》。

大连艺术学院原创短剧《最可爱的人》。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2
月 2 日，记者从辽宁芭蕾舞团了解
到，该舞团将赴广东省广州市、深圳
市巡演《天鹅湖》，为广东观众献上
世界第25版《天鹅湖》。

此次巡演的《天鹅湖》由享誉

世界舞坛的舞蹈编导马拉霍夫为
辽宁芭蕾舞团量身定制。对该剧
很多舞段进行重新编排，无论是
独舞、双人舞，还是群舞，既有古
典芭蕾气质又有独特风范，极具
观赏性。

辽宁芭蕾舞团
将赴广东巡演《天鹅湖》

《天鹅湖》剧照。 李明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