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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今日开幕

海内外学者
汇聚曲阜“谈儒”

中华文脉，
在《大哉孔子》中激情奔流

□本报记者 于国鹏
见习记者 尹 彤

9月27日晚，2011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
节将在孔子故里曲阜盛大开幕，《大哉孔子》
大型文艺演出将在开幕式上华彩亮相。这台节
目融通古今，渗透着传统文化精髓又充满着现
代意识，体现着“尽善尽美、文质彬彬”的艺
术追求，由本土文艺工作者组成的主创团队孜
孜以求，期待着让中外来宾在“大美”的艺术
享受中，感受扑面而来的“儒风乡情”，体验
中华文化独特的文化个性和精神气质。

9月21日，离正式演出还有6天的时候，记
者在排演现场曲阜杏坛剧场，见证了这台节目
成长过程中的几个片断。

8:13，总导演周长征正拿

着话筒指挥排练
“音响怎么回事，声音再调一下”，“这

边注意一下位置，不要偏台。”开幕式文艺演
出总导演、济宁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周长征，在
杏坛剧场第一排坐席前，正手持话筒，眼睛盯
着舞台，指导演员排练（图②）。

演员们早晨8：00进场，开始一天的紧张
排练。

“时间紧，头绪多。虽然压力很大，但大
家都在努力，希望能呈献给观众一台精彩完美
的演出。”周长征笑着说，“开幕式文艺演出
是孔子文化节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去年
开幕式上演出《杏坛儒风》，是以济宁本地非
物质文化遗产为内容，地方特色浓郁。今年我
们的节目依然是本地原创、新创，围绕‘儒济
天下，和宁四方’的文化节主题，艺术地表现
孔子集大成、释仁爱、求大同的思想精髓，展
现济宁的魅力和风情。”

周长征介绍说，在节目编排上，每部分都
紧扣主题。第一章礼乐篇、第二章仁爱篇、第
三章大同篇，加上序言“大哉孔子”和结尾的
“千年孔子”相互辉映，“整场演出折射出孔
子思想、儒家文化的深刻内涵，将艺术、文化
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节目突出地方性，艺术呈现手段上则是传
统与现代结合，“我们引进了国内外先进编排
手法，结合现代高科技表现技法，让整台演出
既能体现古老文化的雍容典雅，同时也展现出
现代文明的华美时尚。”

参与演出的演员，全部来自济宁本地。周
长征说：“演员达800余人，年龄最小的六七
岁，最大的七十多岁。从8月22日开始，演员
们在各地分场地排练，中秋节也没休息。9月
20日正式进入演出现场合练。”

因为离正式演出时间越来越近，杏坛剧场
也开始24小时连轴转。演员从早上进场开始，
分批进行排练，有时候要到晚上十二点多才能
结束。而演员休息的时候，舞美设计等人员就
赶紧进场施工。

10：15，李建峰站在杏坛

剧场舞台上领奏唢呐
欢快的唢呐声吹起来，此时舞台上正在排

演《儒乡风情》。这是一个器乐组合节目，乐
器唱主角，有唢呐、端鼓、串鼓、扁鼓、渔
鼓、铜鼓、阴阳板等。

来自“唢呐之乡”嘉祥县的李建峰，担任
唢呐领奏（图③）。李建峰的父亲早年在部队
从事军乐演奏，长号、小号、京胡、板胡等样
样都拿得起来。环境的影响，再加上家庭熏
陶，李建峰从小就喜欢音乐，读初中时就加入
学校乐队，学会了吹笛子、弹风琴。考上山东
艺校后，开始学习唢呐演奏，自此真正与唢呐
结缘。1997年从艺校毕业，进入嘉祥县文化馆
工作，从此再没离开过唢呐，其间多次参加过
省市组织的大型文艺演出，2002年还曾作为代
表参加过“吹歌之乡”晋京展演活动。

“我们刚刚参加了在邯郸市永年县举行的
‘首届中国永年吹歌节’比赛，表演的节目是
《运河春早》，获得了最佳演奏奖。”李建峰
高兴地说。

李建峰介绍说，这次参加文化节开幕式表
演的节目《儒乡风情》，是两次获“群星奖”
的嘉祥县曲艺家马玉金新创作的一个节目。在
这个器乐组合节目中，采用的都是济宁当地的
民间乐器，而且大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接到这一任务很开心。”手捏一管唢呐
的李建峰说，“唢呐演奏是其中一个组成部
分，大约有20人，演奏者主要是年轻人，所以
由我当领奏。虽然练得时间不长，但是现在大
家对曲子已经比较熟练了。接下来几天时间，
我们再加把劲，一定以最好的水平展现我们唢
呐之乡的风采。”

李建峰表示，“之前我们是单独排练，今
天开始和其他乐器合练。只要大家找准节奏，
互相之间衔接、配合流畅了，这个节目肯定会
让大家叫好。”

12：33，杂技团小演员在

练习蹬鼓和爬杆
中午，来自济宁市杂技团的小演员们进

场。

他们将在开幕式上表演杂技节目《杏坛艺
韵》，主要是以少儿高难度、高水平的爬杆、
蹬鼓（图①）、扔草帽（图④）表演为主线，
融合其他杂技表演形式，形象地展现孔子“六
艺”的思想内容。

带队老师尚海燕说：“这个时间其他队伍
休息，舞台空一点，我们趁这个时间排练。”

“这个节目我们已经排练了两个多月。”
杂技团团长赵建刚介绍，“我们有31个孩子参
加了此次演出，最小的才6岁，最大的14岁，
大部分是我们2008年招收的，练习杂技已经三

年了。”
蹬鼓节目指导老师绪启秀介绍说，这个节

目之前曾参加过济宁市春节晚会的演出，此次
参加文化节开幕式表演，又进行了重新编排，
增加了很多高难度技巧。比如两个人叠在一起，
下面的演员要用脚蹬着上面的演员旋转、翻滚，
上面的演员同时要蹬着一面鼓作各种旋转、翻
滚等动作，需要高超的技巧，还需要必要的力
量，“流畅完成一整套动作很不容易。”

参加蹬鼓表演的共7名小演员，都是女孩
子。绪启秀说：“像那面圆鼓，有9斤重。刚开始练

的时候，孩子们掌握不好平衡，鼓经常会掉下
来，砸到头、砸到手都很正常，孩子们脸上、身上
常有伤疤。有时候她们也会委屈地掉泪。”

本组杂技最小的演员冯诗倪今年9岁，练习
杂技已经两年了，训练蹬鼓也已经一年时间。她
说：“练了几个月后，渐渐找到了平衡点，现在很
少再掉鼓了。”

杂技动作需要反复练习，小演员们有时候
一天要蹬鼓转1000多次。14岁的朱梦文说：“开始
的时候很累，时间长了就习惯了。现在已经感觉
不到什么了。”

表演爬杆的小演员们前几天刚刚去南澳洲
参加完“澳亚艺术节”回来，马上就投入到此
次的排练中。12岁的李文同前两天练习时闪了
一下胯，走路还有点一瘸一拐，仍在坚持训
练。一上到杆上，“云里翻”、“倒扑虎”等
动作，做得虎虎生风。

尚海燕老师说：“孩子们年龄小，但都很
懂事。训练很认真，也很刻苦。虽然我们的表
演只有5分钟左右，但我们希望呈献给观众最
精彩的5分钟。”

15:20，张媛媛上台练习片

尾曲《千年孔子》
下午，已经在观众席上坐了很长时间的张

媛媛，登上舞台练习歌曲《千年孔子》。
《千年孔子》是开幕式文艺演出尾声部分

大型歌舞的主题曲，也是压轴的节目，用以传
达世人对孔子思想继往开来的尊崇和代代传承
的执着。

总导演周长征介绍说，这首歌由著名词作
家乔羽作词，张丕基作曲，去年的孔子文化节
开幕式上，由国内三大男高音歌唱家刘维维、
王凯、李振涛联手演绎，大气磅礴，荡气回
肠。“我们一直考虑，能否为孔子文化节打造
一首专门歌曲，以后每届都唱。当然，在编
排、呈现方式上每次都会作一些新的改变。”

今年由张媛媛搭档王建华、高雪飚一起演
唱，正是进行的这样一种尝试。毕业于西安音
乐学院声乐系的张媛媛，是一位美声唱法的歌
唱家，王建华也是唱美声的，高雪飚则是民族
唱法。周长征说：“这样的三位歌唱家合作，
期待着碰撞出一些新意。”

张媛媛说：“接到演出任务后，我找来这
首作品认真听了多遍，对每一个音节都进行过
仔细推敲，寻找感觉。这次和我合作的两位歌
唱家，都是我的前辈，以前我们在演出中也经
常合作，不难达到默契。”

这首歌除有国内“三大男高音”的演唱版
本外，还有董文华等演唱的版本，张媛媛说：
“这些版本各有自己的特点，有的偏阳刚，有
的偏柔美。导演要求我们在准确传达歌曲内涵
的基础上，唱出自己的风格特点就行。我们三
人将尽快找到共同的理想状态，给这场演出一
个美的、恢弘的尾声。”

00:37，服装道具组抓紧时

间整理服装清点道具
00：37，最后一场排练终于结束，演员们

陆续离场。
服装道具组组长、济宁市文广新局艺术科

科长申华荣，带领服装道具组的工作人员还在
忙碌着，抓紧时间归整道具，把演员们的演出
服装叠好，分放到写有演员姓名的袋子里，然
后放回存放服装的房间。全部归整完毕，清点
清楚，入库、锁门，他们方能离开。

服装道具组共9个人，除申华荣外，其他
人员都来自济宁市豫剧团，“我们每天来得最
早，走得最晚。也是没办法的事，这个岗位就
是这样的特点。排练8点开始，我们必须8点之
前到，把服装道具准备好，以免耽误工作。大
家都走了，我们还得‘善后’。”

除根据节目创意为演员设计、制作服装、
头饰、鞋子以及制作简单道具外，服装道具组
还有很多很琐碎的工作要做。申华荣说：“排
练演出过程中，服装肥瘦不合体需要修改，或
者破了要缝补，都是我们的工作。有时候因为
演员报的鞋号不准确，上了舞台鞋子不合脚，
也要我们及时更换调整，有时一场戏排下来，
会有十来双鞋子要调整。”

最繁琐的还是服装。因为一场演出往往由
多个舞蹈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需要不同的服
装，而一个演员又往往参与多个舞蹈的演出，
所以一个舞蹈演员会有多套服装。“必须对节
目、对演员非常熟悉，而且非常细心才行，否
则就会乱了套。有多少个舞蹈节目，每个节目
中有几个演员、几男几女，什么时间上场，这
些细节都要提前掌握清楚，把他们的服装提前
分放好，保证演出时不出差错。”

即使稍微有点空闲，服装道具组的工作人
员也都坐在台下，认真看排练。申华荣说：
“主要是为了熟悉节目，熟悉服装道具什么时
候用，用哪一套。另外，也可以观察服装、头
饰等有哪些不合适的地方，提前弥补。比如，
去年排练《大成乐舞》时，我们发现演员的头
饰不太合适，做动作的时候经常往下掉，于是
我们赶紧想办法对头饰重新修改固定，解决了
这个问题。”

申华荣说，参加开幕式演出的演员有800多
名，服装道具组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力求做到
最细心，不出问题，保障演出顺利进行。”

原道求真 返本开新
—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谈2011孔子文化节祭文写作

■祭文努力体现“典雅大气”的特点，用典比较

多。优点、缺点可能都体现在这点上。不用典，写不

好，但用典多了，就不太容易看懂。

■祭孔大典影响很大，前些年的祭文都出自知名

人士或著名学者，我在他们之后撰写，不免诚惶诚

恐。

■这篇祭文的特点可用“原道求真、返本开新”

来概括，简单说来，就是力图在古代文明的具体背景

下，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领略真正的儒家之道。

□本报记者 于国鹏

祭孔大典，是孔子文化节的重头戏之一。
在典礼上诵读的《祭祀孔圣文》，更是大家瞩
目的焦点。

今年孔子文化节祭孔大典上将要诵读的
《祭祀孔圣文》，由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教
授执笔撰写，全文800余字，比前几年的祭文
篇幅稍长。

9月17日，杨朝明教授接受了本报的专
访，他表示，这篇祭文努力体现“典雅大气”的
特点，“自己感觉有点‘学究气’，用典比较多。
优点、缺点可能都体现在这点上。不用典，也
写不好，但用典多了，就不太容易看懂。”

今年4月份，杨朝明教授接到撰写今年祭
孔大典祭文的邀请。他说：“孔子是中国文化
的象征和代表人物，撰写祭文表达个人对孔
子思想学说的理解，对孔子、儒学研究者来
说，是十分荣幸的事情。祭孔大典影响很大，
前些年的祭文都出自知名人士或著名学者，
这些人撰写的祭文水平高、影响大。我在他们
之后撰写，不免诚惶诚恐。”

杨朝明教授认为，在自己撰写的祭文中，
应当对孔子思想学说有一个“正本清源”的体
现。“我们说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又

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那孔子的思想
来源于哪里，又是怎样逐渐发展形成的？需要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梳理，否则就不能完整呈
现出孔子‘集大成’的思想高度和历史地位。”

另外，儒学在传播发展过程中，曾受到两
次比较大的外来文化冲击，一次是佛教的传
入和传播，到宋代逐渐形成疑古思潮，疑经疑
传；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在中国形成了影
响巨大的“反传统的传统”。这些内容不应回
避，在祭文中如何表达，从什么角度、用什么
方式表达，是杨朝明教授思考的另一个问题。

祭文的落脚点，在于对孔子思想、儒学现
代意义的思考。杨朝明教授说：“孔子本身是
一个文化符号，孔子思想学说中的伦理道德、
价值观念，传承至今，仍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
影响。其中，对于仁、义、信观念的信奉，对于
真、善、美的追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人
生态度，在今天同样彰显着独特光彩。”

杨朝明教授的学生崔海鹰博士评价说，
这篇祭文的特点可用“原道求真、返本开新”
来概括，“简单说来，就是力图在古代文明的
具体背景下，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领略真正
的儒家之道。在此基础上，立足现代问题意
识，关注孔子学说的新发展及其对现今社会
的积极意义。”

□记 者 于国鹏
见习记者 尹 彤 报道

本报曲阜讯 作为2011中国(曲阜)国际
孔子文化节的一项重要内容，第四届世界
儒学大会将于9月27日至29日在孔子研究院
举行。届时，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
余位著名儒学研究专家学者，将就儒学研
究及儒学现代化等内容展开学术研讨和交
流。

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开幕式于9月27日
上午举行，随后将举行2011年度“孔子文化
奖”颁奖典礼，公布获奖者名单并颁奖。

本届世界儒学大会的学术交流活动包
括学术演讲和学术研讨两个板块。在演讲
板块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杨义研究
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葛荣晋教授、清
华大学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彭林教
授、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中英教授、
韩国中央大学梁承武教授、澳大利亚邦德
大学吕武吉教授等将就如何发掘儒学的文
化价值、儒学如何融入世界及融入现代社
会等发表主旨演讲。

前来参会的专家学者还将分组进行学
术研讨，研讨将主要围绕“儒学的价值取
向与社会发展”、“儒学创新与当代文化
建设”、“儒家思想及其普世价值”、
“道德礼义与人文教化”等议题展开。韩
国岭南大学校哲学科郑炳硕教授的《从道
德情感看孔子的“仁”》、新加坡国立大
学陈荣照教授的《儒家文化理念的返本开
新》、越南国家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
阮玉诗教授的《儒教与越南文化人格》、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胡洪治教
授的《全球生态危机与儒家救治之道》、
山东大学蔡德贵教授的《儒学应该向实用
化方向发展》、日本武藏大学人文学部暨
东亚文化学科准教授水口拓寿的《简述宋
明理学家对风水的关心》、台湾中华伦理
教育学会会长孔祥祺的《一灯照隅 万灯
照世——— 儒学的振兴与创新是两岸共同的
时代使命》等，站在不同文化立场上，从
不同角度，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
果。参会者还有专门时间进行相互讨论交
流。

世界儒学大会由中国文化部、山东省
政府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山东省文化
厅、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儒学联合会、
济宁市政府、中国孔子研究院承办，自2007
年发起，至今已经举办三届。2009年的孔子
文化节上首设“孔子文化奖”，参评者为
从事孔子文化研究并有重大研究成果和在
孔子文化交流、传播、普及方面有重大成
就的个人、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2010年，第三届世界儒学大会召开时的
情景。

□资料图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孔子本身是一个文化符号，孔子思想学说中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传承至今，
仍产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其中，对于仁、义、信观念的信奉，对于真、善、美的追
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人生态度，在今天同样彰显着独特光彩。

——— 孔子研究院院长、2011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祭文作者 杨朝明

(本组图片由 吕光社 张晓科 孟一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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