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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建

台下十年功

3月13日，记者采访了省吕剧院国家一级演
员、演出一团团长高静。采访过程中，高静不时地
即兴演唱，优美的歌声让人如痴如醉，更让人称
奇的是，高静所唱的除了中文歌曲，还有阿尔巴
尼亚、柬埔寨、朝鲜等国的歌曲以及英文歌曲

歌声将高静的思绪带回了童年，她出生在青
岛，天生有一副好嗓子，从小便学唱歌，在各种比
赛中拿了不少奖，是当地知名的小歌星。小时候
学的歌，高静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随口便唱，其中
就包括上面提到的各国歌曲，“幼功什么时候都
忘不了。”高静说。

1976年，高静开始学吕剧，从此与吕剧结下
了不解之缘。学吕剧不易，对于已经十七岁的高
静来说更是如此，压腿时那钻心的疼痛让她认识
到了唱吕剧可不只是有副好嗓子会唱歌那么简
单，“腿疼得连楼都爬不上去，特别辛苦。”高静回
忆说。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老师前辈们的指导
下，高静勤奋学习，潜心钻研，不断提高业务水
平，熟练掌握了吕剧的表演技巧，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艺术风格。1978年，十九岁的高静在《李二嫂
改嫁》中饰演李二嫂，一炮打响，并得到了“小郎
咸芬”的称号。

师恩最难忘

“非常感谢郎老师，她就像我的母亲一样。”
在采访过程中，高静不断提起郎咸芬老师，恩师
对她的影响可见一般。

在《李二嫂改嫁》中有一个纳鞋底的动作，从
来没有纳过鞋底的高静却表演得非常真实，这就
得益于郎老师的指导，“纳鞋底时为什么要把针
在头发上磨两下？头发上有油，针在上面磨了后
容易扎进鞋底里也容易拽出来，这些都是郎老师
教给我的。”高静说。

高静从郎老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表演技
巧，她一直记得郎老师的话：“首先要做个好人，
然后才能做个好演员”，并且坚持这样做。在外演
出时，高静经常拿出自己的钱给大伙儿添置生活
必需品，“天冷了买电热毯，吃饭没餐具就买餐
具……看着大伙儿方便我也高兴。”高静还热心
于公益事业，经常带头捐款，汶川地震时她捐款
8000元，记者采访时，她和郎老师刚刚为一对丧
母的双胞胎捐了款。省吕剧院一份介绍高静的材
料上这样写道：“她为人朴实，待人谦和，热爱集
体，团结同志，乐于助人，不计个人名利……”

高静告诉记者，郎老师的要求非常严格，自
己年轻的时候也不理解，后来才明白她的良苦用
心，心里对郎老师充满了感激，“今天我取得的一
切成绩都得益于我的老师。”

肩挑着责任

“文华表演奖”、“白玉兰奖”、“梅花
奖”……高静几乎拿到了一个戏曲演员梦寐以
求的所有奖项，在这些荣誉面前高静却十分谦
虚：“这些都是集体的荣誉，没有吕剧就没有
高静。”

高静现在担任省吕剧院演出一团团长，需
要安排排练演出等事务，还要登台演出、教学
生，非常辛苦，尽管如此，高静总是努力把工
作做好，“吕剧就是个操心活，想享福就别干
吕剧。我的任务就是为大家服好务，把工作抓
好，带好年青人，干一天就要尽到一天的责
任”。2008年至今，她累计为剧院创收100多万
元，不管条件多差，她总是带头演出，从不叫
苦叫累，她的学生杨晓梅、孙学凤也已是十分
优秀的青年演员。

高静说，对她而言，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演
多少戏，拿多少奖，而是要传帮带，让年青人
尽快起来。郎老师对她的教导她会毫不保留地
传授给学生，她还经常盯在排练场，为青年演
员示范唱腔，一招一式地教她们，有时年轻人
唱主角儿，她和老同志们就跑龙套。

作为省政协委员，高静一直关注着吕剧的
生存和发展问题，她的提案涉及到吕剧进校
园、加大对吕剧的宣传、吕剧人才的培养等方
面，“把吕剧发扬光大，等我退休的时候能觉
得无愧于吕剧事业。”高静说。

■ 高静简介

高静，1959年生，山东青岛人，1979年参加工
作，199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家一级演员，
省吕剧院演出一团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
山东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高静毕业于山东省艺术学校吕剧表演专业，
师从著名吕剧表演艺术家郎咸芬。她扮相靓丽，
音质清醇，表演细致入微，生动形象，极富感染
力，成功塑造了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众多舞台
艺术形象，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先后在《李二嫂改
嫁》、《姊妹易嫁》、《画龙点睛》、《苦菜花》、《红花
椒绿山岗》、《石龙湾》、《补天》等剧目中扮演主要
角色。高静活跃在吕剧表演舞台上30多年，为促
进吕剧艺术的繁荣发展，发挥了承上启下、继往
开来的作用。

高静 1 9 9 2年荣获上海戏剧表演女主角
奖——— “白玉兰奖”；1999年获文化部颁发的
“文华表演奖”，文化部给予记大功一次；
2000年获第十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2004
年获全国现代戏年会“优秀主角奖。她是全省
文化系统优秀专业人才，1993年8月起开始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获”山东省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高静1994年5月被共青团山东省委授予“山
东省新长征突击手”荣誉称号；1995年获”全
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1999年被评为
省直机关”十大杰出青年“；1999年省人事
厅、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给予二等功奖励；2003
年被评为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是省七
次、九次党代会代表，省九届、十届政协委
员。党的十七大代表。

■ 文化人物

最大的责任是传帮带
——— 访省吕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高静

▲高静在吕剧《补天》中饰演的张潍坊。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实习生 张冠超

从娃娃抓起保护传统艺术

猴哥和老沙被妖精吃了，聪明的八戒战胜各
种妖魔，捧腹的段子配上地道的济南话……看皮
影的小朋友都乐翻了。

李娟就这样演了一下午皮影，当演完最后一
场《西游记》，她把“唐僧”、“八戒”、各种“妖怪”一
一收入皮箱，嘟囔着“累死我了”。

日前，济南市群众艺术馆(济南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2012年度“非遗进校园”活动在
济南明湖小学启动，操场上面塑、剪纸、陶艺、脸
谱等展演分列四周，孩子们穿梭往来，人头攒动。
李娟是济南皮影第五代传人，在济南市群众艺术
馆兼任“非遗传习班”的培训老师。

“非遗保护”是济南市群众艺术馆另一项
主要工作。自2008年至今，“非遗传习班”已
开展了10期，开设皮影、面塑、剪纸、鲁绣四
种民俗文化的培训。除此以外，该馆还定期组
织“非遗进校园”活动，组织民间艺人来小学
展演，并在学校美术课上向孩子们系统教授传
统文化知识，李娟就曾在纬三路小学教过皮影
课，从制作皮影到表演，将每步都教给孩子
们，最后还组织大家上台表演。

采访中记者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较
强调传习性，通过政府资助、媒体宣传等各种
手段，来鼓励非遗传承人传承并弘扬该艺术形
式，然而，如何将现有的文化遗产进一步盘
活，还原其作为群众文化鲜活的生命力，也是
文化工作者正在思考的内容。

“让所有市民，特别是下一代了解并学习
传统艺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代代相传有
重要意义，虽然传统艺术与青少年有些脱节，
但孩子们想象力很丰富，完全可以用传统艺术
手段创造出新的内容，剪纸就是个很好的例
子，孩子们可以剪卡通人物嘛”，市群艺馆党
支部副书记李梅海说。

记者也注意到，由于升学压力，能够通过
考级并获得升学加分的西洋艺术形式及二胡、

古筝等少数传统乐器成为孩子们“学艺”的不
二法门，传统艺术明显处于弱势。李梅海告诉
记者，传统文化保护要从娃娃抓起，而要克服
这种弱势就应该将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度纳入学
生的考评体系，“我们要求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个‘美’里面就应
该包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光要认知，还要
能动手实践。”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虽然不少学校组织
学生加入到传统文化学习中，但系统讲授中国
传统文化的教材或课外读本在校园中还远未普
及。

市民盼公益艺术培训扩容

济南市民刘春天退休四年了，前三年一直
守着电视机，看各种电视剧、民生新闻、《非
诚勿扰》、老毕的《星光大道》，《潜伏》反
复看了四遍，对余则成赞不绝口。

去年春天，街坊叫她一起去“新市民，新
课堂”学唱歌，起初她还不情愿，但去了几次
后跟变了个人似的，叫儿子给她买了MP3，下
载了歌唱班老师布置的“作业”，还复印了歌
谱，有板有眼地唱上了。她女儿对记者说：
“我妈都成文艺母亲了，没事就哼上段《阳光
路上》，还是女中音呢。”

刘女士参加的“新市民，新课堂”，是济
南市文广新局、济南市群艺馆面向社会免费提
供的公益性艺术培训活动。自2007年开办至
今，该活动受到省城市民持续关注，报名人数
逐渐增加，现已拓展至舞蹈、表演、器乐、书
画、“非遗传习班”等10个专业，并成立了
“群星”艺术团等多支骨干艺术团队。在明年

的“十艺节”期间，该活动将角逐第十六届
“群星奖”。

2月23日，记者在济南市群众艺术馆看到，
工作人员正忙碌的整理新一期的“新市民，新
课堂”学员报名表，馆长马迎春告诉记者，目
前报名参加培训的学员大多是已退休的中老年
人，由于艺术馆的条件所限，只能通过面试选
拔少部分人参加培训。

2010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济南市“共
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97 . 5万，占全市人口的
15 . 7%，并以每年3 . 1%的速度递增。”而这一数
据尚未包括50至60岁的离退休职工群体。庞大
的中老年群体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文化需求，而
广场已成为广大中老年市民进行文化活动的主
要聚集地之一。

在赤霞广场、槐荫广场、大众广场等居住
密集地段，打太极拳、练集体舞、放风筝、下
象棋的人络绎不绝，还有人把歌谱挂在树上，
大家围在一起学唱歌。虽然活动多，但记者也
发现，这基本上都是自发的业余歌唱、舞蹈团
队，专业含量不高。

市民王巧音女士告诉记者，她希望公益艺
术培训班能够定期在广场举办歌唱、舞蹈等艺
术门类的讲座，“一到中午广场上就好多人休
闲，要是能组织大家在一起学歌合唱，跳个集
体舞多好啊。”

山东中医药大学的耿伟同学则表示，希望
像群艺馆这样的单位能开办一些西方乐器培训
课，“我不想考级，就是感兴趣，想掌握些简
单的演奏方法，但外面一些培训班课时费非常
贵，我也没有条件置办昂贵的乐器，希望能有
一些基础的普及课程，让市民多体验一下西洋
乐器的魅力。”他告诉记者。

整合文化资源提高利用率

明年，济南市群众艺术馆将迁往腊山河畔
的新馆。马迎春表示，届时将利用新馆启动资
金购置更多的培训设施，也将有更多的训练室
供培训使用，“新市民，新课堂”将进一步扩
招，尽最大努力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

马迎春介绍说，群艺馆正在整合多方面资
源，满足群众需求。为增强群众艺术馆的服务
能力，现已与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展开合作，在
馆内成立了学生实践基地，安排优秀大学生担
任“新市民，新课堂”的培训老师。

“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学生可以在实践
中锻炼自己，实现社会价值，而培训老师的增
加会使更多的市民享受到公益免费培训带来的
实惠。”马迎春也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探索如
何更有效的整合市民文化需求与艺术专业人才
资源，“若条件允许，我们希望以英雄山文化
广场为试点，定期在广场组织艺术培训，并逐
渐推广。”

采访中记者也发现，从对市民进行艺术培
训，到组织培训后的市民参加艺术团，再到组
织这些艺术团进入广场、社区、村镇进行公益
演出，市群众艺术馆这种运作模式实现了以群
众为主体的文化艺术学习与传播，在培训中学
习，在演出中锻炼，演出又进一步丰富了市民
的文化生活，再次推高了市民学习文化艺术的
热情。

从去年4月起，“喜迎十艺节·颂歌献给
党”广场文化活动陆续展开，先后走进各县
(市)区及高新区，演出场次近40场，各场次表演
均以济南市群众艺术馆群星艺术团为演出主
体。马迎春介绍说，随着广场文化活动影响力
的增大，该馆又与其他艺术团队合作，陆续推
出了“济南市老年大学”“山东省老年大学”
“济南市老干部艺术团”“山东省金百合艺术
团”等近10支业余文艺团队的专场演出。

“发挥群众艺术馆的组织作用是我们工作
职能中的重要一项，我们将发动更多的群众文
艺团队直接服务市民生活。”马迎春说。

群众与艺术，手拉手往高处走
济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济南市群众艺术馆的“新市民，新课堂”公益

性(免费)艺术辅导培训活动将在明年“十艺节”举办时，角逐由文化部设立的
“群星奖”。从艺术培训到文化展演，从“非遗”保护到传统文化推广，济南市
群众艺术馆作为省城市民文化艺术学习与交流的主要平台之一，积极将艺术资源
与群众生活相融合，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的同时，也进一步活跃了省城的文化氛
围。

□通讯员 刘长春 张伟光 报道
本报汶上讯 2012中国汶上宝相寺太子灵踪

文化节将于4月2日至4月8日举办。据汶上节会办
公室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文化节的各项筹备工作
正在紧张进行。

2012中国汶上宝相寺太子灵踪文化节期间，
将举行太子灵踪文化节开幕式，佛文化主题综艺
演出和太子灵踪文化节名家讲坛等活动。此外，汶
上县还将举办“和光宝相·祈福安康·放灯祈福”系
列法会，以及天籁梵音梵呗音乐会等佛事活动。

据了解，汶上宝相寺太子灵踪文化节从2004
年开始举办，一年一届，目前已举办了八届。本届
文化节以“相聚佛都汶上，感受佛教文化”为主题，
依托该县独特的文化资源，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
与，通过举办综艺演出、名家讲坛、佛教法会、民间
艺术展演等活动，向海内外推介积淀厚重的汶上
文化，形成节庆综合带动效应，进一步做大做强汶
上文化产业，提升“中国佛都”品牌的影响力。

汶上宝相寺太子灵踪文化节

4月举办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任现辉 王忠阳 报道
本报威海讯 今年初，复旦大学专家对乳山

下初镇河南村村民的DNA样本进行了检验，近日
公布的结果显示，这些曹姓村民疑似曹操后裔。红
学家、自认是曹操七十代孙的曹祖义称，这一结果
也再次证明自己“曹学芹祖籍在乳山”的论断。

关于曹雪芹的祖籍历来有很多说法，有丰润、
辽阳、铁岭说，有武阳、进贤、花塘说，还有兴城、河
北正定、鹿泉说等。中国红学会会员曹祖义是最早
提出“曹雪芹祖籍胶东说”的，他1998年参加北京
红学研讨会时首次公开提出这个观点，并得到中
国红学会副会长胡文彬以及南阳红学会等红学家
的支持。

河南安阳曹操墓的发现，引起全国范围的争
论，也让这一观点重新引发关注。复旦大学人类科
学实验室为了验证曹操墓的真伪，开始在全国征
召曹姓人及曹操后裔到复旦大学验DNA，自认是
曹操七十代孙的曹祖义欣然应征。今年1月16日，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王传超博
士、上海社会暨红学学者康栋东等人在乳山市下
初镇河南村抽取了7个血样或唾液样品，就该村曹
姓村民是否为曹操后裔进行考证。经检测，首批抽
取的四个样本Y型染色体都是O2-M268，与曹操
的Y型染色体相同。将这四个样本的数据与曹祖
义的数据对比发现，其祖源很近。

当记者辗转联系到曹祖义时，他不在辽宁东
港市家中，而是在美国纽约探望女儿，他通过网络
接受了采访。

曹祖义介绍，三百年前他的先辈就生活在乳
山，具体位置是当时的宁海州河南村，这在他的家
谱中有记载，“吾曹氏原籍四川小云南人氏后，又
原籍山东登州府宁海州河南村深水乡神山社二甲
人氏”。后经查找有关资料，发现家谱中所述河南
村即下初镇河南村。

曹祖义说，他在对《红楼梦》多年的研究中发
现，曹雪芹把其家谱用“十首怀古诗”灯诗谜的方
法，写在《红楼梦》第五十一回中。从这个家谱可以
看出，曹雪芹家和他的亲宗辽宁大孤山曹家在起
名范字上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可以证明他们两个
曹家是同宗谱的本家人，有着共同的祖籍，即当时
的宁海州河南村。

曹祖义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对此作了
记录，书中“宁国府”的“宁”字，就是指山东登州府
宁海州的“宁”，也就是家谱中所述现在的下初镇
河南村。此外，《红楼梦》中还有描述曹玺当年是从
烟台到辽东半岛的文字。

根据曹祖义的研究，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不
是曹振彦的亲儿子，而是很小的时候在胶东被清
军俘获，后来被满清政权作为战利品奖赏给了曹
振彦，成了他的养子。也就是说建立“曹雪芹祖籍
乳山说”的基础是曹玺系曹振彦的养子，研究曹雪
芹祖籍是以曹玺为依据的。

以复旦大学DNA检验结果为据

红学家称曹雪芹祖籍在乳山

□通讯员 楚鲁鹏 孔锋 林丙焕 报道
本报曲阜讯 因维修而停止对外开放的孔府

西路建筑，去年已顺利完成全部建筑主体维修工
作。目前，工程正在进行油饰工作，安防、技防设施
及室内展览陈列即将恢复，不久将以崭新面貌迎
接广大游客前来参观。

曲阜市文物旅游局局长孔德平介绍说，孔府
西路建筑由于年久失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残损。
个别建筑出现基础下沉、屋面漏雨坍塌、椽望糟
朽、墙面被拆改脱落、木构件缺失、油饰地仗脱落
等问题。红蕚轩、忠恕堂、安怀堂等主要建筑木结
构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游移，木构件多处脱榫，墙体
出现纵深裂缝，外檐油漆彩画斑驳脱落，西厢建筑
大部分已成为危房，濒临倒塌，2008年起，孔府西
路建筑停止对外开放。

孔德平说：“为保护好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
2006年12月至2008年8月，原曲阜市文物管理局委
托山东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对孔府西路建筑进行
了现场勘察测绘，根据其残损现状编制了《曲阜孔
府西路建筑修缮保护方案》，国家文物局于2009年
2月批准了这一方案。同年3月，孔府西路建筑维修
工程正式启动，工程由经验丰富的曲阜市古建修
缮中心承担。2009年，赍奏厅、西三厅、官厅等建筑
完成落架大修。2010年，红蕚轩、忠恕堂、安怀堂、
花厅等建筑完成屋面、木结构、墙体、油饰维修。
2011年，全部建筑主体维修工作顺利完成。”。

据介绍，这次维修严格按照不改变文物建筑
原状的原则，有效地避免了文物建筑“破坏性修
复”的发生，对原有文物构件进行了合理地保护和
使用。另外，维修过程中，特别关注了不同历史时
期的修复信息，注重了建筑营造的地域性做法，并
严格遵循传统建筑工艺进行施工，有效防止了修
复质量通病，如屋面漏雨、地仗空鼓等现象的发
生。

孔府西路建筑

将以新颜迎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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