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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记者从省文化和旅
游厅获悉，12月6日，伴
随着辽西第一党小组旧
址革命文物保护工程的

完工，我省13项省级革命文物保
护单位的文物保护工程基本结
束。它们包括革命旧址、战斗遗
址、烈士陵园、纪念碑、名人故居
等，涉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
援朝等历史时期。此次实施的保
护工程，本着充分尊重革命文物所
处的历史背景为原则，在原址上，
维护红色革命文物的严肃性和历
史原真性。深入挖掘革命文物的
价值内涵和文化元素，积极推进革
命类文物的保护和利用。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由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等单位主办的刘新剑长篇小说《教
练，我想打冰球》作品研讨会日前
在辽宁文学院召开。省市20余位
作家、小说评论家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上，出版方介绍了长篇
小说《教练，我想打冰球》的编辑
出版情况。小说契合北京冬奥会

“一起向未来”的主题，以冰球运
动为载体，以教练引领一群青少
年追求梦想为主线，生动体现奥
运精神。《教练，我想打冰球》紧扣
时代脉搏，选材角度好，讲述少年
励 志 故 事 。 作 家 刘 新 剑 深 入 生
活，收集大量素材进行文学创作，
在情节设计、语言、结构上均有鲜
明特色。

《教练，我想打冰球》小说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2
月5日，记者从辽宁大剧院了解到，
辽宁儿童艺术剧院排演的儿童剧

《糖果城堡》《小蝌蚪找妈妈》将在辽
宁大剧院上演。

年终岁尾，辽宁儿童艺术剧院
为广大少年儿童排演了两部中外儿
童剧。《糖果城堡》改编自格林兄弟的
童话故事《汉塞尔和格莱特》，讲述的
是一对小兄妹的故事。哥哥汉塞尔和
妹妹格莱特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可
是有一天外出回来的妈妈忽然变得异

常，妈妈竟然在爸爸不在时将兄妹俩
遗弃在树林里。兄妹俩努力地寻找回
家的路。这是一部鼓励孩子们团结友
爱、勇敢自信的童话故事。

根据中国童话故事《小蝌蚪找
妈妈》改编的同名儿童剧是辽宁儿
童艺术剧院久演不衰的作品。春天
来了，五彩斑斓的水底世界热闹非
凡，一群活泼可爱的小蝌蚪在水草
和水母的指引下，踏上了寻找妈妈
的路，它们一路寻找妈妈，青蛙妈妈
也在一路追寻它们。

中外两部儿童剧
将登上辽宁大剧院舞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蒙古勒津
马头琴音乐主要特征反映了从游牧文
化到农耕文化特色。17世纪初，蒙古
勒津人从草原到阜新地区定居，逐渐
由游牧生活转为农耕生活，蒙古勒津
马头琴音乐就在这一生活过程中所
产生的乐曲，具有质朴、典雅的民族
生活气息和地域特色。马头琴音乐
悠扬、深沉、宽广、抒情，蕴含了蒙古勒
津人独特的审美文化、人文思想和民
族精神。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史称蒙古勒津
（原为部落名，现转为地域名称），地处
辽宁省西北部，隶属辽宁省阜新市。蒙
古勒津马头琴音乐主要分布在今阜新
蒙古族自治县 35 个乡镇的蒙古族村
屯。鼎盛时期全地区有很多马头琴手，
现只有3名。马头琴是产生和流传于
蒙古族的一种拉弦乐器，因琴杆上端雕
有马头而得名。马头琴的历史悠久，成
吉思汗时期已流传民间。

马头琴蒙古语称“莫林胡尔”，是
一种演奏技巧颇为复杂的乐器。蒙古

勒津马头琴音乐具有独特的风格，多
采用史诗说唱音乐、胡尔沁说书音乐、
民歌演唱音乐和其他民间器乐曲等，
有传统和现代曲目 70 多个。马头琴
最早用于独奏乐器，后转用为说唱英
雄史诗的伴奏乐器，如今专用于独奏、

齐奏、合奏。蒙古勒津马头琴演奏分
五种技巧：一是泛音演奏技巧，二是和
声演奏技巧，三是跳弓演奏技巧，四是
拨弦演奏技巧，五是模仿演奏技巧。
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是以师带徒的形
式传承的。过去没有简谱，有用工尺

谱或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授，如今用简
谱或五线谱传授。

蒙古勒津马头琴手经常演奏的曲
目有《阿斯儒》《海秀花》《春梅》《万马
奔腾》《草原连着北京》《新春》等传统
和现代曲目 70 多个。在刻画音乐形
象表达情感上细腻逼真，具有很强的
感染力。受特殊的地理环境所影响，
它的音乐特点是时而起伏跌宕，时而
平静如水。如在古曲《八普》《金钱落
地》《霍英花》等曲目中就有鲜明的对
比。吸收和借鉴了其他民族的乐曲，
按自己民族传统特点加工、衍化，如

《柳青》《春来》等。曲牌规整，节奏鲜
明，曲调平和流畅，节奏平稳均匀，节
拍鲜明整齐，旋律动人心弦。

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作为蒙古
勒津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历史
进程中积累创作了大量不同风格的
优秀作品，展示了不同的社会性和生
活性。在传承史诗说唱、短调民歌、
民间器乐曲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

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具有长篇叙事能力

伴短调民歌听史诗说唱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2
月 6 日，记者从大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了解到，为了更好地
保护、传承非遗，大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推出掌上非遗馆，介
绍非遗项目，讲述非遗传承人的故
事，让大家感受“工匠精神”蕴涵的
文化力量。目前已通过大连市文化

馆微信公众号推介大连贝雕艺术、
金州皮雕艺术、复州皮影戏、庄河剪
纸、庄河皮影戏、普兰店秸秆（木棍）
手工技艺等非遗项目。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一座
城市独有的文化符号。掌上非遗
馆系统梳理了大连地区的非遗项
目，以图文结合视频的方式立体化
推介了具有大连地域文化特色的非
遗项目以及非遗传承人。在掌上非
遗馆中，播出了庄河皮影戏大连甘
井子区锦华小学非遗传习所的学生
们表演的皮影戏《狼牙山五壮士》。
据了解，这所学校的小学生向庄河
皮影戏非遗传承人学习皮影图样设
计、雕刻以及皮影戏表演，平时举办
皮影图样设计展览以及皮影戏会
演。学生们不仅能够娴熟地表演

《西游记之大战红鳞蟒》《西游记之
偷吃人参果》等传统皮影戏剧目，而
且擅长表演现代皮影戏《有温度的
礼物》《狼牙山五壮士》等。

大连推出掌上非遗馆

我省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展示

非遗绝活③ 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

保持遗址陵园故居的历史原真性

13项省级革命文物保护工程基本结束
本报记者 杨 竞

13项省级革命文物
保护工程

我省确定的13项省级革命文物
保护工程为东北抗联城子山根据地、
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
指挥所旧址、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
陵园、老边沟抗联遗址、望溪革命烈
士纪念碑、中共安东省委省政府办
公旧址、李兆麟故居、猴石地区抗联
密营遗址群、三块石抗联遗址、赵尚
志故居、朝阳寺事件发生地（朝阳地
区第一个农村中共党支部旧址）、辽
西第一党小组旧址和生生果园旧址。

7月9日，东北抗联城子山根据地
遗址保护工程正式开工，这是辽宁省13
个革命类保护工程之一，是第一个开工
的工程。 东北抗联城子山根据地遗址
坐落在铁岭市西丰县凉泉镇，是辽宁北
部山区保存完好、规模较大、类型丰富
的抗联革命文物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
价值和社会价值。据了解，上个世纪30
年代中后期，有一支被称为“红军”的队
伍，在开原、西丰等一些县区进行抗日
游击斗争。这支队伍，就是杨靖宇创建
的抗联第一军第三师。他们曾以城子
山一带为根据地，采取“半路伏击”“化
装袭击”“远途偷袭”等游击战术，与日
伪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战斗。活动区域
从1937年开始时的5个自然屯，到最多

达30多个自然屯。1938年11月，日伪
军开始冬季围剿，抗联第一军第三师被
迫撤到吉林省。在辽北地区活动的两
年时间里，他们坚持党的领导，宣传党
的抗日主张，密切联系群众，联合社会
各界坚持抗日斗争，点燃了辽北地区抗
日烽火，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
国人民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此次该遗址保护工程，主要针对
抗联革命文物的保存特点和气候环
境特征，开展遗址本体修缮加固，建
设遗址保护性设施以及展示性工程，
积极推进革命类文物的保护和利用。

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锦州
前线指挥所旧址，是辽沈战役期间东
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机关所在地，在辽

沈战役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
一处重要的战争遗存和革命文物，蕴
含着巨大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1988 年 12 月，这里被公布为辽宁省
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列为辽沈战
役红色旅游主要景点。今年 5月，文
旅部、中宣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了

“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
“辽沈枪声·解放号角”成功上榜，该
旧址成为其中重要的红色地标。

据介绍，此次东北野战军锦州前
线指挥所旧址保护工程按照辽西民居
原有风貌，采用传统工艺，对文物本体
进行修缮。屋面拆除风化开裂灰背
层，对木基层进行检修，更换糟朽檐头
望板。屋顶铺设苇笆层，抹泥背，焦渣

压顶及面层。其中，苇笆由盘锦传统
艺人编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焦渣压
顶是将焦渣拍实压浆后磨平，为辽西
特有的传统工艺。室内用传统的稻草
拌黄泥分层抹墙面，4遍成活，其工艺
效果得到专家高度评价。

此次保护技术坚持传统工艺，采
用成熟的传统民间建筑技术，全程按
照原材料、原工艺、原做法实施，传
承辽宁民间传统工艺。例如辽沈战
役——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
址采取了辽西囤顶建筑的修缮工艺，
李兆麟故居采用了芦苇草作为传统
满族民居屋面修缮材料，抗联将士们
曾在三块石、猴石居住过的地窨子采
用了东北特有穴居住所的修缮做法。

维护红色革命文物的严肃性

力求真实地反映出革命先烈当
年生活、战斗的真实场景，充分体现
出革命战争时期所处的艰苦环境，
结合自然地域环境对文物本体实施
有效展示。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是
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
指挥所旧址对展厅进行了改造升
级，修复修缮文物25件，增加仿制新
家具 35 件，仿制装饰道具 279 件。
在小村庄与大决战展厅（东厢房），
设置预防性文物展柜6组，制作展板
70块，仿制电文 33件。阵中日记展
厅（西厢房），进行新家具仿旧制作

39件，墙面黄泥做旧处理，仿制做旧
阵中日记 70 份。碾坊，购置农耕装
饰道具 45 件，还原了当时东北农村
农民的农忙景象。恢复后院的防空
洞，室内环境做旧复原，新家具仿旧
制作7件，仿制全部装饰道具14件。

通过设置说明牌、展示板，局部
室内设施复原、场景复原等展示手
段，方便广大观众更清晰、更直观地
了解革命历史，读懂革命文物，以更
好地发挥革命文物爱国主义教育的
功能和作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省文化

和旅游厅在推进保护工程实施的同
时，围绕“抗美援朝精神教育之旅”

“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之旅”等主题，
进一步挖掘13个革命文物旧址红色
旅游资源，将其纳入我省100条红色
旅游精品线路，努力将其建设成为
文化殿堂、生态景区和精神家园。
据了解，对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
园、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
址等有展厅的革命文物旧址，已广
泛征集革命文物，提升改造陈列展
览，以便于修缮完成后尽快向社会
开放。

深入挖掘革命文物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元素 CITIAO词条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2
月 3日,“国际残疾人日”到来之际，
沈阳市“助残同行·公益筑梦”首届
残疾人网络音频主播选拔大赛颁奖
仪式在玖伍文化城举行。在沈阳市
残疾人联合会的组织推动下，本次大
赛由沈阳出版发行集团沈阳出版社、
辽宁省朗诵艺术协会等联合主办。

此次大赛旨在不断满足残疾人
美好生活需要，开启新时代残疾人事
业发展新征程，帮助残疾人出版有声

作品，掌握新兴的互联网就业技能，
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在最终
选拔出的残疾人音频主播中，有的自
身行动不便，有的双目失明，却靠着
顽强毅力，认真学习实现自己梦想；
在仪式互动环节中，主持人和残疾人
代表的互动，让现场观众感触颇深。
一位视障选手在不能看见稿件的情
况下坚持独立完成，并在老师的指导
下发现自己的声音特点，其现场朗诵
了一段文章，赢得全场阵阵掌声。

沈阳举办首届残疾人
网络音频主播选拔大赛

修复后的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2
月6日，记者从盛京大剧院了解到，

“激情与律动”爵士乐现代风格音
乐会将在沈阳举办。青年音乐家
们将带来一系列多种风格的爵士
乐作品，从上半场到下半场，曲目
节奏富于变化，曲风悠扬悦耳，题材
丰富多彩。

据了解，管乐演奏家、电声组演
奏员、打击乐手将为广大观众演奏
19 首乐曲。这些青年乐手活跃于
各大音乐节。在“激情与律动”爵士
乐音乐会上，广大听众将欣赏到《青
年之歌》《龙舌兰》《舞动旋律》《此情
不移》《杜克爵士》《让我们一起跳舞
吧》《卡萨布兰卡》等作品。

爵士音乐会将在沈上演

儿童剧《小蝌蚪找妈妈》。

梁隽婷的剪纸《青花瓷盘龙凤呈祥》。

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表演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