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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铁水流淌起来，咱们就强大起来”“党叫咱扎在
这儿咱就扎在这儿”“只要我赵铁池还活着，我就会
让鞍钢的炉火永远燃烧着”“从此我们的人生与祖国
融为了一体”，电影《钢铁意志》的一句句台词、一幅

幅画面，承载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责任与担当，展现着新中
国钢铁人的钢铁意志。8月18日、19日，两场电影《钢铁意志》
点映活动在沈阳举行，来自省（中）直有关单位的干部职工代表
集体观看了影片，一起重温了那段艰苦奋斗、催人奋进的光辉
历程。

影片中，鞍钢工人赵刚登上前往抗
美援朝前线的火车，挥手告别工友，这
一刻，让 52 岁的省国资委机关党委专
职副书记韩红思绪万千。“电影中我似
乎看到了我的父亲。”韩红说，他的父亲
在 1950 年参军，抗美援朝时父亲才 19
岁。４年后，父亲回国继续在部队工作，
转业后回到沈阳进入国企工作，也终于和
母亲团聚，从那之后父亲就一直在工业领
域工作，直到退休。“父亲这一辈子，兢兢
业业，任劳任怨，只想着如何干好工作。
记忆中，每到晚上，父亲经常很晚才回家，
母亲也总是会把饭热好几次。”韩红对记
者说，“从父亲身上看到父辈这一代人的
钢铁意志，一种无私无畏的劳模精神。”

《钢铁意志》由原八一电影制片厂
著名导演宁海强担任导演，霍廷霄出
任美术总设计，著名音乐人舒楠原创
音乐，演员刘烨、韩雪、林永健、张国强
担任主演。该电影是一部歌颂中国共
产党、展示工人阶级形象、弘扬“劳模
精神”的精品力作，已列为中宣部迎接
党的二十大重点影片。

“一炉炉铁水变成了保家卫国最
需要的优质钢，一代代钢铁人也在淬
炼中走向成熟，变成了钢铁意志，我们
的人生似乎与钢铁融为一体，难解难

分。”影片中演员们所演绎的不仅是国
家钢铁事业发展奋斗的楷模人物，而
且更是一种时代精神，钢铁意志，如铁
水般炽热，如钢铁般强韧，正鼓舞着更
多人奋斗前行。

“中国共产党人以钢铁般的意志攻
坚克难、化危为机，夺取一个又一个伟
大胜利，那种不屈不挠、敢于拼搏的顽
强斗志激励着我。”省直机关工委办公
室主任王春媛说，自己也要以他们为榜
样，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爱岗敬业，恪
尽职守。

当博物馆墙上的数据、文字和照片
成为一幕幕经过艺术创作而成的画面，
37岁的杨光明对工人也有了更深刻的
理解。作为一名省总工会机关干部，今
年7月份，他有机会参观了鞍钢生产车
间及鞍钢博物馆。对比今天现代化的鞍
钢，杨光明说，当年的工人是有着长子情
怀，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人，正是他们创造
了新中国工业史上无数个第一。如今，他
们的钢铁意志也传承到今天，并不断发光
发热，我们辽宁的产业工人也正在为我国
发展建设贡献着力量。作为年轻人，我们
更应该不负韶华，传承创新，将钢铁意志
融于自己的工作中，积极践行，为辽宁振
兴发展作出贡献。

钢铁意志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前行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8
月16日晚，“刘广奂个人独唱音
乐会——德奥艺术歌曲与俄罗
斯浪漫曲专场”在沈阳盛京大剧
院音乐厅举行。沈阳音乐学院
声乐歌剧系声乐教师、男中音青
年歌唱家刘广奂以其富有情感
而浑厚的男中音演唱了《晚安》

《在异乡》《喧闹的舞会上》《不是
高空吹来的风》等 15 首经典德
奥艺术歌曲与俄罗斯浪漫曲，带领
观众感受诗意般的艺术歌曲魅力。

本场音乐会分为德奥艺术
歌曲与俄罗斯浪漫曲两个部
分。选曲上，德奥艺术歌曲部
分，包括从安静轻柔的舒伯特、
舒曼作品到有力度变化的马勒
作品；俄罗斯浪漫曲部分，涵盖
了格林卡、柴科夫斯基的代表作品。

演出当晚，音乐会吸引了许
多专业歌唱演员和高校在校学
生，很多音乐爱好者也来到现场
欣赏音乐会。一曲《致音乐》使
人感受到一种源自朴素的美
妙、《菩提树》让人探寻着记忆
里那些细腻而不可诉说的情
感，刘广奂饱含真情的演绎感
动着在场每一名观众。每曲终
了，大厅内都响起持久热烈的
掌声。

作为一名音乐教师，刘广奂
曾积极参与音乐教学及音乐普
及推广工作。他希望为声乐教
育贡献自己的力量，做好相关教
学工作，让更多学习音乐专业的
年轻人更好地成长，也希望自己
能够以更多优秀音乐作品回馈
观众、回馈社会。

德奥与俄罗斯歌曲专场演唱会
在沈举行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为展示辽宁非遗保护优秀成果，
8 月 22 日、23 日，由辽宁省文化
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主办的“盛世梨花开”传统
评剧展演（朝阳专场）亮相凌河
之夏的舞台，连续两日唱响凌河
岸边，为广大观众奉上“花派”经
典剧目《茶瓶计》专场展演和

“韩、花、筱”经典折子戏专场展
演两场传统戏曲盛宴。

此次传统评剧展演，由沈阳
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市文
化演艺中心）、沈阳评剧院联袂
献，邀请评剧（韩派）国家级代表
性传承人周丹、评剧（花派）传承

人吴丹阳和传人吕晓天、评剧
（筱派）传承人王筱评登台献艺，
再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名录项目评剧（韩、花、筱）
三大流派脍炙人口的传统剧目，
全面展现三大流派的艺术风姿，
让更多人加深对我国传统戏曲
的了解，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的
艺术魅力，全力推进传统戏曲在
新时代的赓续传承和创新发
展。展演的“韩、花、筱”经典折
子戏专场，有“筱派”评剧《杨八
姐游春》选段《要彩礼》、“花派”
评剧《谢瑶环》选段《后大堂》、

“韩派”评剧《凤还巢》选段《后洞
房》等。

“盛世梨花开”评剧展演
亮相朝阳

8月19日晚，在辽宁省第十一届全
民读书节阅读盛典上，有5位普通读者
荣获“最佳藏书人”称号。5 位获奖读
者最年轻的 56岁，最年长的 73岁。正
如藏书人王建国所说，集藏不是目的，
他们用自己的藏书建宣传展室、办公益
展览、搞红色教育，期望一本本好书被
更多人遇见。

喜欢藏书源于生活经历

抚顺的禇士奇今年 68 岁，家中十
几个藏书柜占据了房间的大部分空间，
但让他情有独钟的要数雷锋主题藏
书。“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调到望花区
政府工作，这片土地是雷锋生前工作过
的地方，由此我与雷锋结缘。”褚士奇说。

如今，禇士奇家已成为雷锋主题书
籍及藏品的收藏室，仅《雷锋的故事》

《雷锋日记》等少数民族版本和外文版

本就有几十册，还有几十本连环画。这
些年来，他经常利用雷锋主题藏书等在
各处举办公益展览，为观众提供一个鲜
活的学雷锋课堂。公益展览还走出抚
顺，应邀到全国各地去举办，随之，他联
手众多雷锋事迹见证人组成“雷锋事迹
报告团”，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共同讲述

“雷锋在抚顺”的故事。
58岁的朝阳人王建国的藏书主题

是雷锋。“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从小
父亲经常给我讲一些军人的故事。上
学后，听老师讲得最多的是雷锋故事，
渐渐的，我的藏书就从收藏雷锋的连环
画开始了。我觉得雷锋的事迹离我们
普通人生活很近。”王建国说。

工作后，王建国开始专题收集雷
锋书籍及有关文献资料，至今已超万
册（件），其中有近百册（件）是上世纪
初 60 年代出版的雷锋书籍、杂志和报
纸。2017年以来，他在家里办起“王建

国收藏雷锋文化藏品馆”，主要展示雷
锋题材书籍、杂志、报纸等；在朝阳市
西街雷锋小学建立“雷锋文化藏品展
室”，主要展放适合小学生观看的连环
画、宣传海报、题词报纸等；在单位成
立了“弘扬雷锋精神——王建国工作
室”，他做义务讲解员，为参观者讲雷
锋的故事。

藏书传承的是一种责任

与禇士奇、王建国一样，每位“最佳
藏书人”的藏书主题都与他们的人生阅
历有关。

71岁的盘锦人王维是东北抗联的
后代，父亲朱新阳和赵尚志、赵一曼等
抗联英烈曾经是战友。采访中，王维
说，藏书让他的人生比别人多了一种情
结，可以用一种更直接的方式铭记父
辈，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他用集藏的东

北抗联主题书籍和历史资料在家中建
立了抗联展览室，向社会开放。他还向
各地的抗联纪念馆捐赠书籍，向赵尚志
的家乡朝阳县尚志乡捐赠图书 2 万余
册。他说：“将来我会把全部藏书捐献
社会，让这些书籍和历史资料更好地为
社会服务，让更多的人感悟烽火年代，
这也是一种传承。虽然家里越来越空，
但是能够集小家的力量为宣传东北抗
联精神做些事情，让东北抗联精神的传
承更生动、更鲜活，是非常值得的。”

“最佳藏书人”沈阳人卢长林利用
读书、藏书资料撰写中共党史故事、辽
中革命故事、红军故事等100余篇20余
万字，现正在家中筹建红色文化书屋，
让广大读者共享红色书刊资料。“最佳
藏书人”刘一秀是一个热心的阅读推广
人，他将个人藏书提供给大家阅读，积
极参与农家书屋、社区书屋等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建设。

我省“最佳藏书人”用所藏图书建书屋、办展览

让一本本好书被更多人看见
本报记者 赵乃林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
布《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制
作经营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规定》），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将网
络剧片、经纪机构、网络视听节
目服务机构等纳入管理范畴，

“网上网下一个标准、一体管
理”；完善节目制作经营行为规
范,包括对于行业组织及从业主
体提出了自律要求，完善节目禁
载内容，增加有关片酬管理规
定，不得对节目的内容主题、制
作成本、收视率点击率等进行虚
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和欺骗。

毫无疑问，《规定》对于进一
步规范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
目制作经营活动，确保广播电视
和网络视听节目正确导向，促进
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一定会产生
积极作用。因为上述提到的每
一项内容，都有非常明确的指向
性，尤其是网络视听节目中出现
的乱象，大家诟病久矣，确实到
了该进行严格管理之时。

这些规定一旦通过并正式
实施，对会网络娱乐产业带来什
么样的前景呢？大胆预测一下：

首先，可能大家再评论一
部剧集的时候，不会再特意强调

“网剧”“网综”了吧。以前我们谈
及“网剧”“网综”，并不只是在强调
它们的播放平台是在网络上，同
时也暗含着它们在内容上与电视
剧和电视综艺的不同，比如过多
的暴力场面、不太积极健康的话
题，也包括一些猎奇的反科学内
容，等等。网上网下同一标准之
后，那些为此曾大声疾呼的人尤
其是一些青少年的家长，应该少
些担心了。

其次，演艺从业人员和他们
的经纪公司要更加规范自己的
行为、回归作品质量本位了。《规
定》要求，从事节目制作经营活

动的机构选择导演、编剧、演员、
嘉宾、播音员、主持人、网络主播
等主创人员，应当坚持把政治素
养、道德品行、艺术水准、社会评
价作为选用标准。即便不要求每
一位从业者都能德艺双馨，至少
在品格上不能有瑕疵，不仅要有
法律意识，而且要充分尊重公序
良俗。艺人是公众人物，行为被
更多人关注、效仿，不能以类似

“一个普通人都会犯的错”来解释
自己的言行。新规出台后，那些
有失范行为的艺人，想换个马甲
再浮出水面，恐怕很难。

最后，影视作品的品质或许
会有提高。这一点是征求意见
稿中没有明确提到的。但在要
求“不得对节目制作成本、收视
率点击率等进行虚假宣传”后，
制作单位会失去一个吸引流量
的噱头，观众也就不会被那些动
辄上亿的播放量误导而盲目跟
风，转而去发现一些“低调”的好
剧。而另一条规定，“主创人员
片酬与节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相挂钩”，则意味着天价片酬
没有了，节约下来的投资可以更
多地用在创作上；靠“顶流”明星来
吸引粉丝拉高收视率变难了，必
须在作品本身上下功夫。这其实
也是对年轻演员的一种保护，走
红是双刃剑，既会带来更多的机
会又容易让人迷失，很多人走红
之后很快沦为“烂片之王”，就有这
个原因。当他们无法趁正当红疯
狂轧戏圈钱的时候，才有可能沉下
心来认真挑选剧本、琢磨演技。

当然，不可能期待一项新规
就能彻底解决目前网络娱乐产
业的所有痼疾，制度只是底线，
是解决问题，是治病，是保证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而在此之上
的高质量发展，还要靠所有从业
者的整体水平提升。所以，这还
只是个开始。

网剧播放量造假
该走到头了
高 爽

舞台很安静，没有音乐，没有追光。
开场时分，芭蕾舞演员于川雅只是坐在
那里，慢慢地讲述着她与她所演绎的中
国原创芭蕾舞剧《八女投江》女主角“冷
云”的故事。

2022年8月19日，辽宁大剧院小剧
场，“大河之澜”——辽宁省文化演艺集
团首届优秀舞台艺术作品演出季新闻发
布会现场，辽宁芭蕾舞团演员于川雅和
其他5位演员在舞台上，分享着台前幕后
的故事。

“2014年，我出演冷云的时候是 24
岁，我去看了很多历史资料、人物传记，
来揣摩人物的情感和心理。我当时遇
到一个比较大的难题就是抱孩子，因为
我当时24岁没结婚，于是每天对着镜子
练习如何像一位母亲一样去抱孩子，在
形体上我觉得其实已经很像了，但是自
己会感觉欠缺了那么一点。”于川雅一边
回忆一边说着，“直到如今我自己做了母
亲，才知道到我当时欠缺的一点感觉就是
母亲心里的温度。”

说着，于川雅停顿一下，全场人的情
绪也定格在这一刻，静静地等待着。

“记得有一天，我女儿两个月大的时
候，我坐在床头抱着她，突然就想到了冷
云当年送走自己女儿时候的撕心裂肺，
她的女儿也仅两个月大，我觉得只有当
了母亲，才更体会出冷云的疼痛与坚
毅。”于川雅说着把手放在了心口。

从24岁到32岁，8年的时间里，于川
雅结了婚，也成了一位母亲。于川雅
说，“我对这部作品的感情不仅限于作

品，它更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冷云
是女人，是母亲，是妻子，但是她更是一
名战士，所以我现在再去演绎她这样一
个英雄人物的时候，我对她身上所呈现
的家国情怀的理解是更深层的、更有温
度的。”

话音刚落下，全场响起掌声。这一
刻，芭蕾舞者于川雅的身上似乎多了一束
光，照亮了自己，也温暖着在场的所有人。

“厚植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怀，继承中
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请看关东演剧学派
经典代表剧目话剧。”在发布会一句话推
介环节上，来自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
儿童艺术剧院）的表演者姚居德的这句
话感动着在场的所有观众，掌声中，叫好
声中，有着一代代人的美好回忆，更有着
对戏剧艺术的喜爱、对表演者辛苦付出
的敬佩。

一曲歌剧《苍原》唱段让观众感受着中
华儿女对祖国的眷恋和深情。来自辽宁
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青年演唱者傅伟林
说，“作为第三代《苍原》人，希望能够尽最
大努力呈现给观众一台精彩的演出。”

“我的幸福是《无与伦比》的。”辽宁
歌舞团（辽宁民族乐团）青年演员栾树森
真诚地表达自己对于艺术的热爱，“我觉
得演员能够在舞台上演出，这本身就是
一种幸福。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希望
未来自己能带给观众更多有筋骨、有温
度的舞台作品。”

或许艺术的舞台从未“空场”，和于
川雅一样的文艺工作者也一直都在。大
幕拉开，这里依旧精彩。

“当了母亲才更体会出冷云的疼痛与坚毅”
本报记者 谭 硕 杨 竞

现场 XIANCHANG

《钢铁意志》开启点映活动

电影里那些人那些事值得铭记
本报记者 谭 硕

电影开场，响亮的号角唤醒了人
们的历史记忆，在沉稳厚重的工业色
调所营造的年代感中，在低沉而有力
的鼓声所打造的空间感里，《钢铁意
志》一下子把观众带进了那个激情火
热的年代。

1948 年 2 月，鞍山解放。为尽快
恢复鞍钢生产以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
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我党团结带领鞍
钢工人阶级，克服重重险阻，在面对敌
特破坏、物资匮乏、技术不足等种种困
难，在一片曾被预言“只能种高粱”的
破败不堪的厂区开始昼夜奋战。从生
产出第一炉铁水到炼出第一炉钢，从
炼出特需钢材到输送技术人才支援全
国钢铁事业，那里成了新中国钢铁工
业的起点。

回望历史，那里有无私奉献的钢
铁工人，有舍小家为大家的劳动模范
孟泰、王崇伦，有无数关于新中国钢铁
工业发展奋斗的故事。那些人，那些
事，成为电影《钢铁意志》里一个个生
动的画面。

一双因打磨零件而伤痕累累的双
手让省总工会机关干部关钧木备受感
动。“林永健老师演的孟泰让我看到了
什么是劳模精神，更让我感受到了共
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关钧木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沈阳人，35岁的关钧
木对于工业有着特殊的感情，当他看

到电影中第一炉铁水流出，看到银幕
上每个人脸上的笑容，作为观众，他也
特别激动，“等电影正式上映后，一定
要带着父母再看一遍。”

“能够在电影中感受到当年鞍钢
的生产场景，内心真的特别震撼。”29
岁的省总工会机关干部高艺桐在观
影后说。“认准一件事儿，就要一直做
下去，认准一个人，就要一直跟定
他。”她自己对这句台词记忆深刻。

“为了让 2 号高炉尽早恢复生产，大
家真的是一锤子、一铁锹地干，特别
是看到刘烨饰演的厂长赵铁池这一
角色，他对国家事业的那股子拼劲，
对战友、工友的关心照顾，他义无反
顾地奔向处于危险中的高炉时所展
现的担当，这些都特别值得我们年轻
人学习。”高艺桐说。

观众为我省“钢铁片”点赞
《钢铁意志》剧照。

《钢铁意志》剧照。

“大河之澜”——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首届优秀舞台艺术作品演出季发布会
上，辽芭6名演员代表与观众分享创排体验及台前幕后故事。（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
日，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开
始对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沈阳相声省级代表性
传承人杨振华展开口述史采录
工作，标志着我省首个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
工作正式启动。

我省有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140 位，其中已有 34 人离世，健
在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中超过70周岁的已占

到一半以上，开展传承人记录工
作已刻不容缓。今年已86岁的
杨振华是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沈阳相声的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他创作表演的相声

《假大空》《“8”字迷》《下象棋》等
曾轰动全国。

杨振华口述录制现场拍摄
过程中，工作组采录杨振华口述
史音视频素材约12小时，收集老
照片、证书、手稿等文献资料588
份，拍摄图片约1200余张。

首个省级非遗传承人记录工作
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