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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满族旗袍与地秧歌登台，满族剪纸与满族刺绣
相遇，悠扬的歌声、曼妙的舞姿、如花的笑靥，抚顺红
旗村“村晚”上演了。与本溪小市一庄、朝阳北四家
子乡一样，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红旗村“村

晚”也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2022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点。
红旗村党支部书记王亚斌对记者说，别的地方“村晚”一

年一次，抚顺红旗村“村晚”月月举办，2016年至今已举办了
205场。目前，在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组织下，红旗村“村
晚”已经录制完成，春节期间，将在辽宁文化云播出。

一只猛虎，伏地而卧，似乎
在静观远方。这样一件汉代时
期名叫“安国侯铜虎符”与虎有关
的文物出现在展览里，吸引了不
少观众驻足观看。

1月25日，“虎虎生威——壬
寅虎年新春生肖文物展”正式在
辽宁省博物馆启幕。包括“安国
侯铜虎符”在内的很多珍贵文物，
都在此次展览中与观众见面。

辽宁省博物馆推出的与虎
年有关的生肖展，只是我省举办
的众多虎年新春文化活动之一。
随着农历虎年日益临近，多姿多
彩、形式多样的带着虎年气息的
群众文化活动陆续在我省各地推
出。

文物与非遗精品共同展出

走进辽宁省博物馆展厅，各
式各样与虎有关的造型与图案，将
整个展览氛围烘托得热烈且年味
儿十足。

“虎虎生威——壬寅虎年新
春生肖文物展”是辽博举办的第
八届生肖主题展。在此次展览
中，辽博专家遴选出与虎有关的
百余件文物，涵盖了从商代到近

代的绘画、铜器、玉器、陶瓷器、金
银器、织绣等多个类别。

辽代的白瓷铁彩卧虎形枕、
金代的三彩划花伏虎枕、清代的
寿山石雕伏虎罗汉像等文物都在
此次展览中亮相。据悉，此次展
览将一直持续到4月24日。

与以往生肖展不同，辽博此
次展览还把我省非遗作品纳入其
中，观众在观赏充满着岁月沧桑
痕迹的文物展览的同时，还能欣
赏到我省优秀手工艺人制作的富
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非遗作品。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凌源皮影戏”县级代

表性传承人张佐飞的皮影戏影雕
“虎虎生威”“生龙活虎”和生肖虎
三件作品一同摆进了辽博的展柜
中。张佐飞的这些影雕作品，以
中国传统虎年图案为原型，借鉴
了动漫元素，采用凌源传统皮影
戏影雕手法，精雕细刻而成。“没
想到自己的作品能进入辽博展
出，很高兴。”张佐飞说。

这次文物与非遗作品的结
合，既让创作者欣喜，又让前来参
观的观众觉得耳目一新。一位现
场带着孩子参观的观众告诉记
者，之前只听说过辽宁的非遗作
品，但还没有真正近距离观赏过，

“很漂亮，特别想收藏。”

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除了辽宁省博物馆外，省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也围绕“生肖虎”
这个新春元素推出活动，此前征
集而来的70多件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品已经开始进行“云”上展示
了。新宾满族剪纸“虎跃山川”、
阜新玛瑙“丰年”、松花石砚“瑞福
祥虎砚”等非遗精品全都在“云”
上与观众见面。

今年春节期间，大连博物馆
将举行一系列丰富多彩、与新春

虎年紧密相关的群众文化活动。
2月2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二上
午，在大连博物馆二楼教育体验
厅，将举办“我是小老虎”虎头帽
现场制作活动。届时，亲朋好友
可以围坐一起，现场体验亲手制
作一顶虎头帽的乐趣。

鞍山市图书馆首届“虎虎生
威阅壬寅”主题新媒体新春文化
节已于1月25日正式启动。在为
期半个月的活动中，除了举办数
字阅读推广活动外，还将举办摄
影作品展、春节传统文化知识竞
赛、“春光万遍 虎威千山”虎文
化主题展等活动。

多地虎年主题文化活动迎新春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以网站和平台为代表的网络书店，如
今已成为图书销售的主渠道。相对于新华
书店等实体书店，网络书店有着空间无限、
成本低廉等诸多优势，加之互联网平台本
身就立足于“注意力经济”，因此以打折降
价 来 吸 引 读 者 ，成 为 网 络 售 书 的 一 个 标
签。网络图书打折的背景下，诸多实体书
店日益萎缩。更重要的是给读者形成了一
个 印 象 ，图 书 销 售 就 是 要 打 折 甚 至 打 对
折。久而久之，其他商品中常见的价格战
就成了图书销售的标配。

面对愈演愈烈的图书价格战，近日，
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十四五”时期
发展规划》，在“规范网上网下出版秩序”部
分提出，加强出版物价格监督管理，有效制
止网上网下出版物销售恶性“价格战”，营造
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那么，为何图书不
能打价格战呢？

因为，作为文化产品，图书与其他商品
有很大差别。一是从出版成本上说，以非
物质为特征。普通商品的成本主要来自于
原材料。但相较于纸张和油墨，图书的成
本和价值更多来自内容。高分辨率屏幕可
以成为手机的竞争优势，但更白的纸或更
黑的墨却不可能成为图书的制胜法宝，竞
争力还必须是文字背后的深刻思想。二是
从出版品类上说，以繁多为特征。很少有
哪个行业像出版业这样以品类为胜，很小
的一家出版社，基本也都有数百种图书品
类。这种特点，就使得图书虽然是商品，但
并不是一般商品。同样款式和材质的包
包，如果挂上某一奢侈品牌，价格会相差百
倍。但同一本《红楼梦》，地方小社与名社
的版本之间价格却差异不大。因此普通商
品的经济规则比如打折促销，运用到图书
之上，就成了南辕北辙甚至带来恶果的销
售路径。

这种恶果，就是对于图书文化内涵的
戕害。当前的出版界，一方面是不少图书
滥竽充数，一方面是作者稿酬普遍偏低。
作者稿酬低，因为图书利润少。图书利润
少，因为销量小。为了扩大销量，一些书商
不管图书内容，开始打起价格战。而为了
弥补价格战带来的利润萎缩，出版社开始
提高定价，同时压低稿酬。结果，虽然折扣
越来越大，读者实际支付的书价却并未减
少，反而因为压低稿酬，静心沉潜的作者和
译者越来越少，导致“如此厚颜无耻之书”
不时出现。这种内卷式的两败俱伤，堪称
图书价格战的恶果之一。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的出版业流行翻
印古书。一些小书局为了竞争，以低劣纸
张、粗疏校对、密集排版，大幅度压低图书
价格，就是有名的“一折八扣书”。“一折八
扣书”的泛滥，以劣币驱逐良币的方式，让
精校精印的古籍图书难以立足。

因为一折八扣的价格战，导致不少经
典 谬 种 流 传 ，这 已 经 给 了 我 们 深 刻 的 教
训。对于个人和民族来说，知识是最具意
义的文明指标，图书又是传承知识的最主
要载体。因此，图书慎打价格战，让知识生
产走上读者、作者和精品内容的良性循环，
方是出版业的通途大道。

图书价格战
打不得
王鹏飞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在辞旧迎新
之际，沈阳市图书馆推出一场别具特色、年味
十足的迎新展览——“寅虎卯时”岁朝艺术
展。展览由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
市文化演艺中心）主办、沈阳市图书馆承办。

此次展览汇集了辽沈地区老中青三代
艺术家精心创作的以“虎”为主题的艺术作
品，每件作品都凝聚了艺术家们对美好生活
的祝福和祈愿。艺术家们用不同的艺术表现
形式，并结合文创灯笼、福卡等，为市民呈现
一场生动有趣、异彩纷呈的新春艺术盛宴。
李仲元、张有、陆允铭、卢林等艺术家的主题
作品增添了展览的厚重和温馨的文化氛围，
而一批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则充分展现出新时
代年轻人昂扬向上的青春活力和蓬勃朝气。
展览自1月24日至2月16日在沈阳市图书馆
画廊展出。

沈图推出
“寅虎卯时”岁朝艺术展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传承国粹
经典，弘扬传统文化，1月 24日，由阜新市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阜新市戏剧家协会、阜新市
京剧票友联谊会共同主办，阜新市歌舞剧院
承办的“2022 迎新春京剧票友流派演唱会”
在阜新市歌舞剧院小剧场举行，并在线上进
行现场直播。

京剧票友欢聚一堂，纷纷登台亮相一展
风采。此次演唱会是阜新市专业院团与票友
界首次合作，同台亮相，为观众奉上了一场精
美的京剧流派的艺术盛宴。院团演员和票友
通过交流心得、切搓技艺，增进了彼此的感
情，同时也提升了京剧艺术的社会影响力。
京剧票友们相继演唱了《罗成叫关》《铡美案》

《西施》《空城计》《卧龙吊孝》《苏武放羊》《打
龙袍》《白蛇传》等剧目的经典唱段。票友们
在舞台上展示了京剧绚丽多姿的艺术之美，
戏迷们的掌声和喝彩声将现场的气氛一次次
推向高潮。

阜新举办迎新春
京剧票友流派演唱会

热闹欢乐的年味浓了，由辽
宁文化艺术研究院拍摄制作的纪
录片《辽宁春节》将在虎年春节为
观众增添一道节日盛宴。这部
10集纪录片将从1月31日至2月
9日每天一集在辽宁文化共享频
道和辽宁文化云同步播出。

辽宁区域内民族众多，不同
民族在特定历史文化积淀中形成
的春节习俗各具特色。如何为春
节这个民族传统节日留下鲜活而
真实的影像记录，省文化艺术研
究院争取到了纪录片《辽宁春节》
在文化和旅游部的立项，并用一
年半时间拍摄制作完成。

多少年来，一代代中国人执

着地沉醉于春节，不懈地守护着
春节。然而，对春节特别是辽宁
春节习俗的梳理与发掘并不多，
更缺少影像的记录与整理。那
么，怎样把辽宁人过春节的习俗
鲜活地呈现出来？辽宁文化艺术
研究院组织人员做了大量前期准
备工作，召集有关专家进行论证，
大规模走访民风民俗专家，有关
人员实地考察辽宁境内多个地
区，收集了大量与春节相关的资
料，最终确立了拍摄纪录片展现
辽宁春节文化的传统和特色的具
体思路，即重点介绍省内汉族、满
族、锡伯族、朝鲜族、蒙古族的春
节习俗，以纪录片的形式展现辽

宁老百姓在春节期间幸福、团圆、
喜庆、祥和的节日生活。全片内容
以喜庆祥和、团圆坚守、传承传统、
情感交融、民族融合、促进发展等
为关键词展开，拍成《迎年》《初一》

《纳福》《忙年》《团圆》《祭祖》《年
味》《守岁》《祈福》《闹春》10集。

纪录片将镜头聚焦辽宁春
节的文化元素，全程拍摄不同民
族的春节场景布置、仪式过程等，
并通过不同人物的穿插为主线，
用习俗传承、思乡盼归等画面表
现辽宁春节汇集的浓浓的亲情、
友情和乡情，深刻展示春节习俗
的文化内涵。

拍摄这部纪录片，摄制组辗

转沈阳、大连、铁岭、丹东、本溪、
锦州、朝阳、葫芦岛等多地，不仅
记录下了省内各地的春节喜庆景
象，展现了辽宁人热情豪爽、淳朴
善良的性格，而且拍下了最让人
动容的画面，就是那些在节日里
默默地坚守在工作岗位的各行各
业劳动者……而其蕴含的更为深
刻的、地域的、历史的文化内涵，
则需要观众自己观影领悟。

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梁
海燕认为，辽宁地区的春节民
俗传统随着历史的脚步，内容
发生过多次演变，至今仍然发
挥良好的社会功能，是一种礼
俗文化的缩影。在春节期间，

辽宁地区多个民族文化的各个
层面可以得到全面展示，从饮
食 、服 装 、娱 乐 游 戏 到 文 学 艺
术、价值观念，最大限度地促进
民族认同感。纪录片《辽宁春
节》是首次以写实性的创作手
法用影像技术展示辽宁地区春
节文化的传统和特色，填补了
我 省 地 方 特 色 资 源 建 设 的 空
白，为研究辽宁省域传统文化
提供宝贵的视频资料。

这个春节，让我们随着《辽
宁春节》乐享传统节日的魅力，
在流动的时代感受团圆的温暖，
在变化的时间里传承不变的文
化基因。

纪录片《辽宁春节》呈现我们身边的年俗
本报记者 赵乃林

全国“村晚”示范展示点系列报道·抚顺

凌源皮影戏影雕“虎虎生威”。 文物“安国侯铜虎符”。

红旗村“村晚”内容十分丰
富，充满新宾地域元素、满族民
俗风情，除了歌曲、器乐、舞蹈等
传统节目形式，还包括快板、三
句半、京剧、太极扇等。“村晚”节
目都是村民自编自演。值得一
提的是满族旗袍、新宾地秧歌也
在“村晚”上展示展演。

红旗村“村晚”由村里统一安

排，成立了舞蹈队、旗袍队、歌咏队、
快板队、乐队，队长分别是黄忠辉、
梁娥丫、李云、贡志家、王永俊等。

村民表演的舞蹈有着抚顺
地秧歌元素，舞蹈队队长黄忠辉
说，有着 400 多年历史的抚顺地
秧歌，是民族性、民间性及地域
特色都极为浓厚的中华民族民
间舞蹈形式，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清王
朝建立统一政权后，东北地区
较为安定，满族人在原有民间
舞蹈基础上，不断吸收其他民
族民间舞蹈，逐渐形成了从表
演形式到角色、装扮、舞蹈动作
都独具特色的满族秧歌。红旗
村舞蹈队四五十人，每年能有半
年时间在跳抚顺地秧歌。

每年能有半年时间在跳地秧歌

地秧歌领衔 非遗绝活儿唱主角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隆冬时节，虽然冰天雪地，却
挡不住红旗村村民参加“村晚”演
出的热情，抚顺新宾红旗村文化
服务中心室内舞台虽然简陋，但
欢快的舞蹈、优美的旋律洋溢着
浓浓的年味，舞台上都是熟悉的
邻居、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声音，
他们编演的节目格外亲切。

舞台上十几名乡村“模特”穿
着华美的满族旗袍婀娜挺拔的身
姿、迈着从容的模特步，在悠扬的
乐曲中将魅力新宾的民俗文化展
示得无比精彩，古老的赫图阿拉
城在优美的舞曲中更具神韵。

旗袍队队长梁娥丫说，“新宾
满族刺绣”属于满族刺绣中的民
间刺绣部分，是中国满族刺绣文

化与新宾地域特点完美结合、具
有强烈地方特点的民间刺绣艺
术。至今，在新宾各乡镇的特色
村寨中仍有许多带有满绣的旗
袍、帷幔、虎头鞋、刺绣枕等老物
件遗存。满绣不仅题材广泛、形
式多样，而且具有强烈的民族和
地域特点。

舞台上满族旗袍走秀和书法
创作充分展示了非遗艺术的魅
力。将旗袍走秀和书法魅力碰撞
在一起，旗袍体现中国服饰和人
体仪态之美，书法展现纸上线条
的传统艺术之美，表演和服饰相
得益彰，构成了质朴刚健与优美
典雅并存的文化精神，体现了新
宾地域独特的风土民情。

当旗袍秀遇上书法

“村晚”节目中，还有满族剪
纸。新宾满族剪纸有着 200 多
年的传承历史，它以满族萨满文
化和满族民俗节日活动为底色，
乡土气息浓烈，民族特点鲜明。
它造型简练，线条粗犷，朱白对比
强烈,整体明快，概括性强。画面
流畅自如，拙中见巧，丰富恢宏。
剪纸技法古朴自然，不描不画，不
打底稿，全凭一把剪子，剪随心
动，一气呵成。画面上还结合满

文，这种图文并茂的剪纸造型，是
新宾满族剪纸的一大亮点。新宾
满族剪纸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王亚斌说，他们村里的人几
乎家家都会剪纸。

新宾的世界文化遗产清永
陵和后金第一都城赫图阿拉城
皆位于永陵镇内。抚顺新宾红
旗村“村晚”是新宾推动乡土文
化、民俗文化资源传承的结合

点。在演出现场新宾县文旅广电
局副局长陶杰介绍，新宾打造了永
陵镇赫图阿拉城、木奇镇大房子
村、新宾镇蓝旗朝鲜族村等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民
族特色文化活动。满族冬捕节、满
族农庄过大年活动连续举7届，旗
袍文化节、满族冰嬉文化节连续举
办3届，各类节庆活动让非遗文化
活态传承，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
形成鲜活可感的独特文化记忆。

满族剪纸“铺地儿”

新宾秧歌演出现场。

迎新春 文化进万家

满族冰上龙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