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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走向世界的总量不够

●“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读古来有之。今日世界看似信
息发达，但文化误读仍不可避免，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存在盲点，二是存在偏见，很多人带着历史惯性来看
待当今文化的相关性。”

———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说。“在全球化时代，
中国艺术家遭遇来自全球的新震撼，一方面有很好的机会
展现才华，另一方面被贴上了某种标签。中国艺术在20世
纪经历了战争、革命和建设时期，但这些经历所生发的现
代性为国际学界所忽视。总体来说，中国艺术走向世界的
总量不够，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文化交流的逆差。”

抢占IP并不等于抢占市场先机

●“影视业发展借助IP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即
使是电影产业发达国家，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IP——— 一
方面增加有效供给，另一方面也是有效降低投资风险。”

———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说。“IP本身没有
原罪，问题在于，一些影视投资方和制作方急功近利、立
竿见影式地囤积和过度开发IP，把本来是电影发展有效资
源和有效支撑的IP变成了‘过街老鼠’。尤其是一些非专
业化的公司以不计成本的方式抢滩影视行业，大量争抢和
囤积IP，自以为是挖到了金元宝，实际上却骑虎难下，甚
至可以说将IP‘砸在了自己手里’。事实上，如何把一个
积累了一定观众或者读者数量的IP转换为合格的特别是优
质的影视作品，是中国影视从业人员在新时期面临的新问
题和新考验。”

杂技由技到艺不只是讲故事

●“杂技的本体是技巧，然而随着时代发展，无论是
从市场需求出发，还是杂技自身发展寻求突破，杂技都逐
渐更加追求艺术化、审美化。”

——— 中国杂协主席边发吉说。“有人认为杂技的艺术
化，就是用杂技讲故事。‘有意思’和‘有故事’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杂技的魅力不在于讲故事，讲故事恰恰暴露
了杂技的短处，为讲清楚故事加进去很多不必要的舞蹈等
非杂技要素，反倒影响了整台节目的表现力。好的杂技节
目是要有意思，给人以想象空间。杂技可以表现的是抽象
的精神内涵，浪漫化、魔幻化、寓言化、童话化等都是杂
技可以探索的方向。”

(孙先凯 辑）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8月5日，伴随着吹打乐《繁花似锦》的
热闹开场，山东省基层人才挂职研修成果展
览展示拉开帷幕。女声独唱、男高音独唱、
京剧折子戏、书画作品展示等依次展演，展
示了基层人才挂职一年来收获的成果。

2015年，省文化厅开始按照年度接受一
定数量的基层人才，到省级文化单位进行挂
职研修，帮助基层培养一支扎根本地的骨干
人才队伍。自去年9月开始，全省文化系统各
基层单位共选派39名中青年业务骨干，来到
山东歌舞剧院、山东省京剧院、山东美术馆、
山东省文化馆等省直文化单位，分别进行了
声乐、器乐、戏曲、曲艺、美术、创作、传媒、图
书资料、文物博物、文化产业及文化市场管理
等专业的挂职研修。目前，挂职研修接近尾
声，在指导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挂职研修学
员业务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

专业指导让人才“脱胎换骨”

在展演现场，来自菏泽市牡丹区大平调
剧团的孙艳丽稍微有些紧张。完成京剧折子
戏《坐宫》的表演后，作为她的指导老师，
山东省京剧院一团团长翟萍用“脱胎换骨”
四个字来评价她今天的表现。“从刚来京剧
院时的不懂不会，到现在能有这么精彩的表
演，孙艳丽进步很快。”翟萍说。但这些进
步的背后，饱含了翟萍和孙艳丽的辛苦。

一开始孙艳丽就遇到了很多困难，习惯
了用方言唱大平调的孙艳丽开始学京剧，普
通话就成了一道坎。为此，她的指导老师翟
萍选择比较有特点的折子戏《坐宫》让孙艳
丽学习。“一开始，教学确实有难度，我就
从最基础的普通话开始，然后一个字一个字
地带着她念，一句一句地带着她唱。”翟萍

说。通过这样“一对一”的口传心授，孙艳
丽进步很快，两个多月的时间就能独自上台
唱一出折子戏。作为大平调的老演员，又一
次成为新兵，孙艳丽觉得收获最大的就是京
剧的规范。“虽然唱了很多年戏，舞台经验
算是比较丰富，但是唱起京剧来还是这样或
那样的不规范。”

孙艳丽说，“虽然挂职研修一年的时间
很短，但学到的东西让我终生受益。回去之
后，我要把京剧的规范带到大平调的表演
中，有机会还要把所学到的京剧折子戏移植
到大平调中。”

虽然没有走上展示展演的舞台，来自无
棣县文广新局的陈建芳也非常激动。用她的
话说就是从“满怀憧憬”到“收获满满”。
去年9月，陈建芳来到山东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开始了挂职研修工作，从熟悉工作内容到
参与主要工作再到承担各级研究，她的研修
工作循序渐进，并直接参与了山东省文化产
业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通过参与平台的
运营，经历了一次洗礼式的培训，了解了先
进的文化理念和管理经验，了解了文化版
权、文化项目、文化产品、文化投融资等多
方面的知识。”陈建芳说。

在这一年的挂职研修工作中，陈建芳有
《浅析艺术案例成功与分析》《县域文化产
业发展模式浅论》两篇研究成果发表，“更
重要的是我要把在济南的学习所得带回到原
单位，为当地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实际指
导。”陈建芳说。

学到技术更学到管理

展演现场，一曲《共筑中国梦》让观众
拍手叫好。演唱者耿新颖，是沂源县文化馆
辅导培训科科长，天生一副好嗓音的她自大
学毕业后一直在文化馆从事辅导培训工作。

“来到省文化馆培训，跟老师一学就发现了
自己的不足。”耿新颖说，“在声乐表演
中，唱法和舞台表现都很重要。我之前的舞
台表现不是很好，在老师的指导下台风有了
明显进步。”

因为平时从事文化辅导培训工作，耿新
颖在提升自己的同时也留心向省文化馆培训
部门学习组织活动的经验。“之前还以为自
己所从事的文化辅导培训工作繁杂，看了省
文化馆的工作才算是‘开了眼界’。”耿新
颖说，“很多工作的细节都是我们基层工作
中经常忽略的，比如文化辅导之前提前去沟
通，事后再去收集反馈意见。这些工作经验
很实用，也很重要。”

“通过此次培训，我认为提升自己的专
业技术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更先进
的文化管理理念。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整体
的提升，把这些先进的管理经验带回去，对
我们县文化馆的辅导培训将很有帮助。”耿
新颖说。

来自泰安市岱岳区文广新局的张淑常是
一名文物工作者，在基层工作，用他的话说
就是“对于田野发掘工作虽然了解，却不专
业，很多知识还停留在书本上，具体参与考
古实践的机会少之又少”。

自从去年来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挂职研
修以来，张淑常参加了在淄博黄土崖考古工
地举办的山东省第三届田野考古技术培训
班，与来自各市的学员一起进行系统强化学
习。“学习期间，工地环境恶劣，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身泥，然而每天第一个到工地的
都是我们的老师，最后一个离开工地的也是
我们的老师。”张淑常说，“每当学员们遇
到问题，不论是哪个领导还是老师，他们都
会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为我们耐心细致地
讲解理论知识，手把手地教我们实际操
作。”通过这一年来的实践指导教育，张淑

常掌握了考古田野发掘方法和技能，也掌握
了室内前期记录整理和资料汇总工作等。

让张淑常印象最深的是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有程序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办公制度，有
督办、落实、量化的目标管理。“通过挂职研
修，这些规范化的管理制度让我受益匪浅。这
次挂职锻炼，既是我学习的过程，也是我回顾
反思与整理的契机。回去之后，我要思考如何
把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和基层的实际工作结合
起来，来提升基层文物工作的效率。”

不仅要走上来，还要走下去

今年上半年，省文化厅组织挂职研修人
员分批参加了山东省乡镇综合文化站站长培
训班，系统学习我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文化志愿服务方面的相关内容，丰富
了挂职研修人员的知识结构。

据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胡上山介绍，接
下来，选派基层文化人才到省文化厅各单位
挂职研修将成为常态化的工作。并且，不仅
要让基层人才“走上来”，而且要文化工作
者“走下去”。今年6月，省文化厅制定的
《山东省“169”文化精准扶贫行动方案》
中提出要推进“文化人才扶贫工程”，除了
接受基层优秀文化专业人才到省直文化单位
挂职研修以外，还将计划每年选派文化工作
者赴西部经济隆起带和省扶贫开发重点区域
77个县（市、区）基层一线服务，以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建设。

胡上山认为，展演展示的成果表明，挂职
研修人员指导老师的指导下，用心学习专业
知识，结合实际深入思考，开阔了眼界，提升
了能力，增长了才干。“到省直单位挂职研修
人员都是各单位选派的骨干，作为骨干希望
大家不忘初心，回到单位后运用所学成果带
好基层文化队伍，搞好基层文化活动。”

开阔了眼界，提升了能力，增长了才干

基层人才挂职研修成果丰硕

□ 孙先凯

七夕节当天，一群身着汉服的学童在
大明湖畔抚琴，引得游人围观。他们身后
的横幅上，打出了某某国学培训班的广
告。在传统节日里，又是国学旗号，自然
受人关注。如今，随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
到重视，国学培训也逐渐火热。从幼儿到
学生，从普及班到高级总裁班，针对不同
年龄段、不同知识水平人群的国学培训班
层出不穷。

在这其中，不乏有许多以盈利为目的
的国学培训班。这些国学培训班不仅能够
满足人们对于国学知识的需求，还能弥补
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在这方面的缺失，
其作用不可小觑。但据笔者观察，国学热
潮下，并不是所有的国学班都是那么“正
宗”，办学水平也是良莠不齐。笔者曾经

遇到过这样的不够规范的现象：国学班老
师把男子左手在前、右手在后而女子则相
反的“揖礼”解释为“左手为文、右手为
武”，甚至把《周礼》讲成是孔子所著。
更别说前几年媒体所报道的“黑私塾”打
着国学的旗号体罚学生的乱象。

笔者认为，应对国学热中的培训班乱
象，政府的监管需要跟上。一方面，政府
需要为国学培训班“正本”，严格国学培
训班准入机制，引导其教学内容要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的正能量；另一方面，政府要
为国学培训“清源”，在国学热潮中主动
作为，以通过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国学类
公共文化服务满足社会的需求。

要求国学培训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
正能量，首先要在准入机制上对国学培训
班进行监管。笔者了解到，对于国学培训
班的监管还存在着教育和文化监管方面的
模糊。在教育方面，对于国学培训班一类
的资质，国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曾表示，
“非义务教育以外例如私塾的各类学校，
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
实施条例》申报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批准
也可以办。”但在实际情况中，除了一些

大型的专业培训机构外，少有国学培训班
是有资质的。因为其不涉及学历鉴定，只
属课外兴趣班、培训班的性质，无须经教
育部门备案审批。在文化方面，笔者查阅
《山东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其中有对
于国学培训班类似的文化艺术培训机构的
监管条例：“文化艺术培训属于文化娱乐
经营活动，且规定未经批准或未领取文化经
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从事文化市场经营活
动的，由文化市场管理部门按管理分工予以
取缔，没收非法所得，并处非法所得3倍以下
罚款。”但这一条例也在今年被废止，对于国
学培训班的监管也就无法可依。笔者认为，
要想做好对于国学培训班的监管，还需要
教育和文化部门联手，介入到其性质界
定、许可证明、营业执照等各环节。

其次，要在教学内容上对国学培训班
进行引导。在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国学
讲堂，由文化志愿者赵宗来所讲授的国学
公开课几乎每周都有。作为济南大学文学
院的一名副教授，他对待国学公开课的态
度也毫不含糊。笔者曾经向他了解讲一堂
课需要做哪些准备，他的回答是除了对于
《论语》、《诗经》、《道德经》等经典

的备课之外，还需要将经典与当下的生活
相联系，让听课者更容易理解。为了这么
一堂课，有时候需要准备半天的时间。在
笔者看来，对待国学课程如此认真的态度
和方法，可能是许多国学培训班做不到
的，也是所要借鉴的。

既然社会对于国学培训的文化服务需
求如此强烈，政府在监督和引导国学培训
班之外，还需要从源头入手，以优良的公
共文化服务解决国学培训班的乱象。自
2014年开始，我省创新性地推进“图书馆+
书院”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在省内各级
图书馆建设尼山书院。在尼山书院内开展
经典诵读、国学普及、礼乐教化、道德实
践、情趣培养等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活动。在省图书馆尼山书院，就定期
组织儿童诵读、六艺体验、国学讲座等国
学培训活动，而且全部是免费的公益性活
动，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笔者了解
到，尼山书院的建设已经在全省范围内铺
开。在有了各级尼山书院的基础上，文化
部门应当发挥优势，提供更多、更高质量
的国学培训活动，以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
效能。

国学培训需要正本清源

□赵永斌 陈秋实 报道
本报高唐讯 日前，高唐尺八研究院在

高唐县时风中学揭牌成立。高唐尺八研究院
是我国第一所以尺八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音乐
研究院，其研究范围涵盖尺八理论、作曲、
演奏以及制作等各方面。据高唐尺八研究院
院长王洪涛介绍：“研究院在追溯尺八流变
的同时，对于在我国即将失传的尺八演奏及
制作工艺等方面也是研究的重点。”

尺八，古代吹奏乐器。唐代已出现，相
传隋唐时期博州清平人吕才(今高唐县清平
镇吕庄村人 )善制此器。《旧唐书·吕才
传》中提到：“贞观时，太宗诏侍臣举善音
者。王硅、魏徵盛称(吕)才制尺八，凡十二
枚，长短不同，与(乐)律谐契。”这是尺八
最早的出处，尺八在唐代以前叫笛，唐代始
有尺八的称谓。尺八经吕才定为一尺八寸，
并成为唐朝雅乐的主要演奏乐器，吕才也因
此被尊为尺八之祖。

据了解，目前，国内真正能熟练演奏尺
八的不多。2008年7月，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
的世界尺八大会上，中国苏州的尺八艺人张
听作为唯一的中国代表出席了大会。从此，现
代国际尺八舞台上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
影。随着国际上尺八的流行，以及日本尺八界
到中国寻根，各式尺八也逐渐传回国内。

高唐尺八研究院的成立，将为尺八演奏
培养一批年轻人才。王洪涛介绍说：“目前
已有10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学习尺八。从湖
北定制的150支学生用尺八也已到位，预计9
月份开始授课。”

高唐尺八研究院

揭牌成立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曹娟娟 报道
8月5日，滨州市滨城区杨柳雪镇怀周祠，杨柳雪村党支部书记杨秉连担任义务讲解员，为前来参观的小学生讲解周恩来总理理生平事迹。杨

柳雪村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全国棉区一面红旗”，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关怀。杨柳雪镇于1995年开始兴建周恩来总理纪念馆“怀周祠”，后
被山东省委宣传部命名为“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目前正在进行扩建。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8月15日至21日
1、8月19日至20日19：30，山东省话剧院在国家话剧

院演出话剧《家事》
2、8月17日至18日19：30，历山剧院演出儿童剧《小

飞侠彼得》；8月19日19：30，演出《周末艺享会》
3、8月15日至21日19：30，山东剧院芙蓉馆小剧场演

出相声专场；16日19：30，第十一届全国桃李杯舞蹈演出青
年组第二场；17日19：30，青年组第三场；19日19：30，
《翩跹齐鲁 桃李华夏》第十一届全国桃李杯舞蹈教育教
学成果展示活动综合汇报演出

4、8月17日、20日、23日、26日、27日，山东省歌舞
剧院在盐城、九江、南昌、泉州、漳州演出2015年度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大型民族管弦乐音诗《孔子》

5、8月16日19：30，济南市吕剧院在省会大剧院歌剧
厅演出吕剧《逼婚记》

6、8月20日19：30，济南市曲艺团在明湖居剧场演出
开心甜沫111期专场

7、8月19日至20日19：30，济南市杂技团在铁路文化宫
演出杂技剧《红色记忆》；8月15日至21日13：30、19：30，
欧乐堡演出杂技专场

8、山东美术馆继续举办第三届青未了——— 山东省高
等学校美术院系应届毕业生优秀作品展、“我们的生活我
们的快乐”绘画作品展、艺彩新峰——— 山东美术新人新作
展、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入选作品陈列展、
8月16日至23日，镌刻世纪—中华文化先贤新影像展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8月10日晚，青岛市市南区八大峡街道办事处主办的

“炫动团岛湾 幸福八大峡”文化艺术节纳凉晚会在八大
峡广场举行，社区舞蹈队伍翩翩起舞，表演了《好运来》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心声》《女人花》等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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