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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省档案馆档案技术保护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黄海在电脑上打开一幅图片，深灰色的档案残片上，字迹的结构已经可以
辨认出来了。他说：“这是我们正在推进的‘纸灰档案’识别项目。”在6月9日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记者走进东北最大的档
案馆——辽宁省档案馆。这里收藏着160余万卷档案资料，内容涵盖辽宁乃至东北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档案，时间最早的
始自唐代，除了汉文档案之外，还有满文、日文等不同语种的档案，内容丰富，价值珍贵。

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是鸟之双
翼，车之双轮。文学评论能够推动
文学创作更好地发展。5 月 30 日，
辽宁文学院举办 2022 年特约评论
家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评论
专家学者和我省特约评论员线上线
下参会，共同把脉新时代辽宁文学发展。

论坛主题为“新时代社会主义
文艺的创作与批评”，采取了线上线
下结合的形式，与会者既有全国知
名的专家学者，又有各地市基层的
文学爱好者。沈阳的特约评论家参
加线下论坛，市外、省外的专家学者
线上发言，省内各地 7 个文学人才
培养基地的50余名成员线上旁听。

作为特邀嘉宾，中国作协《小说选
刊》副主编李云雷，中国社科院《民族
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河北省作协

副主席、作家李浩，陕西省作协副主
席、作家弋舟等专家学者从不同视
角围绕主题线上发言，高海涛、陈昌
平、刘嘉陵等与会作家现场发言，线
上线下交替着，发言者的讲话还不
时被打断，讨论气氛活跃热烈。

特约评论家刘恩波在发言中谈
道，辽宁文学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
传统，在马加、刘文玉、刘镇等作家
和诗人笔下，“文艺为人民”的光芒
一直传承着，像孙惠芬、谢友鄞、马
秋芬等作品从地域文化、生命立场
和审美表现上都体现了人民性、本
土性和丰富性。继而，他对我省作
家的新作《铜行里》《山河望》《大地
芳菲》等作了点评，认为对现实主
义风格和人文精神的坚守，构成了
近年我省文学创作的主导取向和

优势。
每年一届的特约评论家论坛，

我省已坚持22年。
辽宁文学院院长韩春燕介绍，

我省文学理论评论人才密集，阵容较
为强大。评论作品大多贴近文学发
展和创作实际，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对创作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我 省 始 终 重 视 文 学 评 论 ，于
1999 年启动特约评论家制度，两年
一个聘期，是全国最早实行评论家聘
任制度的省份。该制度主要是通过
两项活动实现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
的互相推动：一是举办学术论坛，以
论坛为载体思考和探索文学发展的
路径，主题都立足于为辽宁文学发
展把脉，指向明确，问题意识强烈；
二是出版发表学术专著、论文，每位

特约评论家每年都有研究辽宁作
家、辽宁文学现象的论文发表，出版
研究著作，至今已举办论坛等活动
40 余次，发表文章百余篇，出版（特
约）评论家书系《关切与期待——文
学辽军点将录》《啄木守望与提灯照
亮——文学辽军点评录》。

特约评论家队伍主要由省内高
校学者、评论家组成，年龄层次覆盖60
后、70后、80后。他们对我省文学作品
的及时评论，为我省作家作品在全国的
推广推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每年的论坛都综合国家文艺方
针、重要时间节点、我省文学创作态
势、文学评论现状等制定论坛主题，
主题既切合国家文艺发展方向，又
对我省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工作具
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论坛每年都邀请我省作家加入
研讨。作家的加入，使得作家与评
论家直接对话，对创作中的具体现
象、问题各抒己见，互相碰撞催生灵
感火花。从 2020 年起，每年的论坛
都有省内各市地基层作家、文学爱
好者加入，或列席或参加讨论，参加
这样的论坛极大地开拓了基层作家
的视野，为创作打开了思想的大门。

韩春燕说：“注重对年轻评论家
的培养，为我省的文学事业培育后
备力量，特约评论家活动将从加强
选题策划和成果评估等方面更好地
为辽宁本土创作把脉、立言。”

论坛上现场，35岁的沈阳师范大
学副教授张维阳很是感慨：“每年论
坛都会出现年轻的面孔，我们似乎听
到了辽宁文学拔节生长的声音。”

辽宁文学院举办2022年特约评论家论坛

为新时代辽宁文学发展把脉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5月30
日，我省与老挝民族民间舞蹈交流活动
在线举办。这是今年我省举办的第一项
国际舞蹈交流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
老挝中国文化中心共同主办。

据了解，辽宁歌舞团青年舞蹈演员
王可心担任此次交流的舞蹈老师，她讲
授以及示范表演的舞蹈节目是中国回族
舞蹈《尕妹子》。这个优美的舞蹈节目曾
在辽宁歌舞团大型舞蹈晚会《舞与伦比》
中精彩亮相。王可心曾在舞剧《铁人》

《月颂》中担任主要演员，在多部舞蹈作
品中担任领舞。由王可心讲解表演舞蹈

《尕妹子》的分解动作，通过录制标注老
挝文字幕的舞蹈教学视频进行教学。

我省与老挝舞蹈交流
活动在线举办

基于省档案馆藏量丰富的满文
档案，省档案馆建立了一支省内实力
最强、国内闻名的满语研究团队，近
年来他们主攻方向便是《黑图档》的
整理、出版。省档案馆研究馆员张虹
说：“我们可以欣慰地告诉大家，《黑
图档》已经全部整理并出版完成。”

《黑图档》是以清代盛京总管内
务府衙门为中心形成的来往文书档
案副本档，涉及清代整个盛京地区的
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风俗、建筑、
司法、民族、外交等，内容丰富，包罗
万象，是研究东北地区清代历史的重
要的第一手资料，一直为这一领域的
专家学者所瞩目。2014年起，前后
历时4年，省档案馆将《黑图档》从清
康熙直到咸丰年间共12辑计345册

的档案全部建立起文件级目录，并
将影印件整理编辑，陆续出版。此
间，省档案馆还先后完成了《溥仪
私藏伪满档案》《皇姑屯事件档案
汇编》等 5 部 70 册档案资料的编
辑，其中3部64册已完成出版。通
过馆藏史料进行深度研究，先后编
辑出版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
英模谱》《解放初期东北地区英模
谱》《丰碑——辽宁省档案馆馆藏
中国共产党在辽宁红色经典档案
文献图集》等图书15部。

另外，省档案馆还积极申报国
家档案局组织的《中国档案文献遗
产名录》，经独立与联合申报，已有
包括唐代开元年间档案、戚继光签
批的申文等6份珍贵档案入选。

《黑图档》全部出版完成

本报讯 记者王岩頔报道 于今年
元旦期间首演的抗战大戏《天算》将第二
次登上沈阳的话剧舞台，于 6 月 8 日、9
日两天在盛京大剧院与观众见面。

话剧《天算》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创
作的“奉天抗战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讲
述的是在1940年的沈阳老北市场，沈阳
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故事。

该剧在沈阳首演期间受到了专家与
观众的一致好评，在经过了将近半年时
间的排练、打磨后，剧情节奏和舞台设计
等方面都进行了调整，整部剧的质量得
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天算》再登沈阳舞台

6 月 11 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化演
艺集团主办，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承办的“非遗购物节”“非遗大课堂”
已于 6月 5日前上线。同时，“非遗
嘉年华”活动在线下举行。作为
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辽宁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月中的主要
活动，“非遗购物节”包括“云探店”

“云直播”“云推介”等内容，“非遗大
课堂”则邀请非遗传承人及专家学
者以线上授课的方式，讲授评剧（韩
花筱）、京剧、古琴、皮影戏等辽宁特
色非遗项目，让你在体验、互动和参
与的过程中了解、感受身边的非遗
绝活儿。

此外，线上“云游非遗·影像展”
和线下的“非遗乡村行”“精艺传承
夺天工——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雕刻技艺专题展”活动将于 6 月 11
日启动。6项活动持续两个月。

“非遗购物节”是继 2020 年首
届非遗购物节之后，辽宁第三次策
划开展的活动。通过层层递进的方
式，对辽宁非遗好物进行推介。“非

遗大课堂”一方面邀请岫岩玉雕、阜
新玛瑙雕、琥珀雕刻、松花石砚雕
刻、大连核雕、传统锡雕六大雕刻类
项目非遗传承人做客辽博讲堂开展
专题讲座，在讲述、展示中，解析雕
刻技艺的历史、传承和发展；另一方

面，邀请非遗传承人及专家学者以
线上授课的方式，讲授评剧（韩花
筱）、京剧、古琴、皮影戏等辽宁特色
非遗项目，将专业解析和艺术赏析
相结合，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非遗乡村行”选调盘锦当地的

上口子高跷、小亮沟苇编和特色饮
食等非遗项目走进景区，让广大游
客在体验、互动和参与的过程中，了
解节庆民俗，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非遗嘉年华”是以“非遗+商
场”的方式为传承人搭建展示平台，
让传统非遗走进现代商场、回归百
姓生活。活动期间，剪纸、刺绣、面
塑、糖画、微雕等 10 个非遗项目都
进行了展示。海城高跷、抚顺地秧
歌等群体类项目还被特别选调进行
巡游热场展演，让广大市民共享非
遗保护成果。

6月 11日启动的“云游非遗·影
像展”，将集中展现我省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影像记录工作所取得
的成果。此次影像展除了对医巫闾
山满族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赵志
国、汪秀霞，复州皮影戏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宋国超，古渔雁民间故事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刘则亭，凌源皮影
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景春的 5部
优秀纪录片进行展播外，还精选了
庄河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韩月
琴、锡伯族喜利妈妈信俗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吴吉山 2部最新完成的记
录工作综述片，在微博、微信、抖音、
B站等新媒体平台进行首播。

“精艺传承夺天工——辽宁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雕刻技艺专题展”
将在“当青花遇上剪纸”和“珍瓷剪
影”两次成功的创意展基础上，再
次探索“非遗+文物”融合展示。此
次专题展以辽宁特有的矿产资源
非遗项目作为展示对象，遴选了鞍
山的岫岩玉雕、阜新的玛瑙雕、抚
顺的琥珀雕刻、本溪的松花石砚制
作技艺、大连的核雕、锦州的传统
锡雕6个国家级非遗项目、8位传承
人的 470 件雕刻类作品走进辽博，
与馆藏的相同材质、工艺相近的文
物一起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展览。
其间，6个非遗项目传承人还将亮相
展览现场进行技艺展示并开展专题
讲座。

本次展示月旨在通过“非遗+互
联网”“非遗+商场”“非遗+文物”等
方式，深度呈现绚丽多彩的辽宁非
遗文化，推动非遗保护和传承融入
大众、融入生活。

剪纸刺绣高跷 古琴评剧微雕

6项展示活动带你体验非遗绝活儿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省档案馆今年目标破解档案60万条
本报记者 郭 平

高考第一天，语文作文肯定是大家关
注的热点。逐一阅读了每套语文试卷的作
文题目，一个关键词反复出现：青年。

比如辽宁考生采用的全国新高考Ⅱ
卷：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
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微纪录片，
介绍一组在不同行业奋发有为的人物。
他们选择了自己热爱的行业，也选择了
事业创新发展的方向，展示出开启未来
的力量。要求考生以“选择·创造·未来”
为主题写一篇文章。

比如浙江卷：提供了众多在各行各
业、不同领域开拓创新的新时代浙江青
年，要求考生根据这些材料写对自己未
来发展的启示。

再比如全国乙卷：列举了中国两次
举办奥运会的科技亮点、交通支持和国
家经济实力等。两次奥运会，“见证了你
从懵懂儿童向有为青年的跨越。亲历其
中，你能感受到体育的荣耀和国家的强
盛；未来前行，你将融入民族复兴的澎湃
春潮。”要求考生以“跨越，再跨越”为主
题写一篇文章。

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命题人都在中国
共青团成立100周年之际给予了青年相同
的关注。在这张宏大的时代背景板上，无论
是题目中出现过的“选择”“创造”“未来”，还
是“做开拓创新的新时代青年”“融入民族复
兴的澎湃春潮”，抑或隐藏在题目之中的梦
想、奋斗、脚踏实地与仰望星空，都是一个青
年在成长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在今年 5 月，本报推出了庆祝中国
共青团成立 100 周年特别策划《正青
春》，几位年轻记者在采访报道了众多不
同年代的杰出青年和百年来风起云涌的
青年运动浪潮后，都附上了一篇简短的
采访手记，谈对“青年”一词的感悟。这
些小文章也可以算是今天的青年在另一
种答题纸上写下的高考作文吧：

关于“选择”，一位记者这样写道：
“青春何谓？青年何为？这是每个时代
的发问，也是每个青年都矢志追求的答
案。100年前，在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
民族危亡时刻，那个时代的青年，用熊熊
的青春火焰，淬炼出一个新天地。无数
青春的面庞身影，在这奋斗牺牲的漫漫
征途中永远定格。”

关于“梦想”，一位记者这样写道：
“谁的青春不迷茫？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每个人都有成长的烦恼、工作的焦虑、现
实的压力，稚嫩的青年往往尚未厘清梦
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就已经快步出发，
跌跌撞撞。他们脚下的路通向未来，却
弯弯曲曲画着一个大问号。此时，青年
最需要一盏导航的明灯，这盏明灯就是
时代梦想！‘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
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
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关于“奋斗”，一位记者这样写道：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人生如同一
次远航，唯有那些坚定梦想的人，终能到
达彼岸，也正是因为内心坚定执着，梦想
才更显可贵。不忘初心、脚踏实地，直面
一切困难和挑战，坚定地沿着追梦的道
路走下去，追寻心中的那道彩虹，在接续
奋斗中创造伟大成就，在继往开来中成
就壮丽事业。”

关于青春的话题，总是这样令人血
脉偾张，因为它意味着无限的未来、更多
的可能性。但又何止青年、何止高考，我
们每个人何尝不是在自己的人生答卷上
始终书写着“青春”二字——无奋斗，不
青春；奋斗者，正青春。

为奋斗的青春
喝彩
高 爽

如果将一卷档案比作一本教科
书，那么书中具体都是什么内容，仅
凭书名或者时间记录，多数人无法
了解。这就需要专业人员对案卷中
每份档案进行“破解”，这样人们才
能明白这份档案究竟说的是啥。

比如，一份 200 字的“民国”文
书，可能要在读到最后才能破解
全文重点，加之难以辨认的草书、
繁体字，以及交办、拟稿、核签、缮
写、校对、盖印等多个时间的判
定，要完成一个文件级目录的编
制，所耗费的时间远不是读一篇
200字的短文所能比的。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历史档
案数量在全国省级档案馆中居首
位。历史档案文件级目录的编制
不仅要受到语种的限制，而且还
有不同历史时期行文格式、特定

公文用语、日期代码、书写字体等
多种与现代公文不同的因素影
响，对习惯了白话文、简化字、印
刷体的现代人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省档案馆通过对历史档案文
件级目录的编制，使数百万件历史
档案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其记载的
史实为世人所知晓。《五四运动在辽
宁》《近代辽宁民族工业档案史料》
等史料汇编已正式出版，为了解辽
宁近代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据介绍，2018年以来，省档案馆
积极推进重点档案目录建设，已形
成历史档案文件级目录 678.43 万
条。今年，他们将积极争取国家重
点档案目录体系建设任务，计划编
制历史档案文件级目录 60 万条，
使湮没在故纸中的历史能简洁清
晰地呈现给读者。

为数百万件历史档案揭开面纱

省档案馆档案技术保护中心
副主任、研究馆员黄海在电脑上
打开一幅图片，深灰色的档案残
片上，字迹的间架结构清晰可见，
其内容已经可以辨读，他说：“这
是我们正在推进的‘纸灰档案’识
别项目。”

“纸灰档案”是日军战败投降
后大规模销毁文件过程中，没有
燃尽的档案炭化后保留下的部
分，这部分档案怕风化、易破碎，
无法翻阅，且不易保存和复制，因

此辨识和研究一直是个难题。省
档案馆将“纸灰档案”识别作为一
项攻关课题，已经做了前期调研
等准备工作。“纸灰档案”识别项
目一旦开展，无疑将为推进相关
档案的编辑整理和早日公布创造
了条件。

省档案馆拥有一支技术能力
强、实践经验丰富的档案修复队
伍，他们组织实施的《纸质档案抢
救修复操作规程及管理研究》曾经
荣获国家档案局科技创新一等奖。

黄海介绍：“档案修复与古籍
修复略有不同，因为档案的凭证
属性，修复过程中必须严格保持
档案原貌。”

他们发挥技术专长，去年先
后修复明代屏风档案 4 件、精装
书籍 3 卷、革命历史档案 28 卷。
初步统计，2011年至2021年的11
年间，省档案馆已经修复了包括
清代《诰命》《黑图档》等历史档案
76万页，其中仅去年就修复近 10
万页。

11年修复破损档案76万页

省档案馆档案修复师李东旭在修补《清代誊黄》。（受访者供图）

金氏绳结传承人与观众现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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