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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谈文化和历史，

古村落保护发展难做好

●“古村落保护首先要了解文化，了解历史，这样才
能在保护中恢复古村落、古建筑的‘魂’。不谈文化和历
史，古村落保护发展难做好。”

——— 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刘托说。
“古村落除具有历史、景观、生态、民俗、旅游、商业
等带有实用性质的价值之外，还具有精神价值，这种价
值更持久、更深刻，隐匿在其他价值之中，也是其他价
值的支撑，对维系我们的生存环境，构建和谐社会，抚
慰众生心灵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现在很多地方
保护古村落单纯从表面进行维护，根本不谈文化，违背
历史，这样就是去了古村落、古建筑历史文化的精气
神。”

文艺创作的核心是培养文化自信

●“文艺创作的核心就是培养文化自信，文艺创作者
要有工匠精神，精益求精，高度打磨。”

——— 作曲家赵季平说。“我们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高校的音乐系很多理论来自欧美体系，我觉得音乐系的学
生学完后要跳出来，学习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将两者融
合在一起。学生要学会尊重自己的文化，尊重自己的文化
才会有文化自信。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文化自信是
民众对祖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念的充分肯定，它积淀
着民族文化的基因与精神，寄寓着人民的选择和希望，连
接着国家的历史和未来。”

（孙先凯 辑）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本报通讯员 王晓阳

今年年初，淄博市确立了“公共文化基
础强化年”“艺术创作展示能力提升年”
“文旅项目发展加速年”“文化消费扩大突
破年”“动漫产业发展推进年”“文物展示
活化年”等“六个年”活动品牌，集中精力
抓好文化名城建设，着力擦亮齐文化品牌。

近日，省文化厅厅长王磊到淄博实地调
研基层文化站、村文化大院、公共文化设施
建设等工作。王磊希望淄博充分发挥文化底
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的独特优势，培育地
方文化特色项目，打造精品文化工程，丰富
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形式，努力满足群众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思路逐步明晰

2015年，淄博市出台了《关于着力建设
文化名城的意见》和《关于促进文化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政策》，并纳入各级党委
政府考核指标。齐文化传承创新示范区建设
列入省“十三五”发展规划后，淄博市联合
北京大学编制完成《齐文化传承创新示范区
发展规划（2016—2025）》。以“一院”即
齐文化研究院、“一节”即齐文化节、“一
坛”即稷下学宫论坛为依托，全面推动齐文
化开发利用。

2016年9月，第十三届“齐文化节”在淄
博举办。“齐文化节”期间，举办了齐文化
与稷下学高峰论坛、姜太公诞辰3155周年祭
礼、齐文化博览会暨民间收藏展、全市文化
旅游项目推介招商会、中英“世界足球文化
高峰论坛”等一系列文化交流研讨活动，进
一步提升齐文化影响力，使优秀传统文化焕
发勃勃生机、彰显新的活力。

在“齐文化节”上，齐文化博物馆正式
向世人开放。据了解，依托齐文化发展脉络
建成的齐文化博物馆，馆藏文物有3万余
件，展出文物3117件，主要展示了齐地特色
的文物专题陈列并进行齐地非物质文化遗
产、风土人情研究保护，再现了齐文化的发
展“足迹”，是一部展示齐文化起源、兴
盛、传承的全景图。

据淄博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周茂
松介绍，接下来淄博市将大力实施齐鲁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工程，加快推进齐文化传
承创新示范区规划建设。“具体来说，将尽
快规划建设稷下学宫模拟展示馆，继续高水
平办好齐文化节和稷下论坛，加快齐故城考
古遗址公园建设，切实将文化名城建设推上
一个新的高度。”周茂松说。

夯实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基础

近日，淄博市文化中心D组团市图书馆
建成投入使用。作为淄博市公共文化综合体

建设的重头戏，淄博市文化中心建设正稳步
推进。据了解，A组团演艺中心、B组团艺术品
交易中心、C组团中国陶瓷琉璃博物馆、淄博
市文化馆等，2018底前将全部投入使用。淄川
区、临淄区、博山区文化中心今年将开工建
设。

在推进市、区县文化中心建设之外，淄
博市将2017年确定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强
化年”，重点推进市、区县、镇、村文化基础设
施建设。据周茂松介绍，目前淄博市88个乡镇

（街道）全部建有综合文化站，80%以上的村
（社区）建有符合标准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建筑面积不低于200
平方米和文体小广场不低于500平方米等要
求，提升全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达标率达
到85%以上。同时为1200个村文化大院配置各
类文化器材，夯实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基础。”

在完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同时，淄博
市大力发展文化惠民工程，积极推进21件
“文化惠民实事”，并不断延伸服务覆盖
面，打造出齐文化节、淄博陶琉节、淄博花
灯会、博山孝文化节、沂源县七夕节等大型
节庆活动品牌和周末戏曲大舞台、淄博市民
间剧团展演、新创作优秀小戏调演、淄博市
中老年艺术节、淄博市读书节等群众文化活
动品牌，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源于淄博市高青县的“小微文化”和源于桓
台县的“百姓大舞台”模式自今年起将在淄
博市各区县推广，将改变过去“政府角度办

文化”，变为“群众角度做文化”，将文化
送到基层，送到群众身边。

以品牌带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

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淄博市文化产业
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 . 17%。据周茂松
介绍，近年来淄博市文化产业发展主要是抓
住了两个“品牌”。

近年来，淄博市围绕“一园二带三基地十
大产业”框架布局，大力实施“231”战略、“326
工程”，推动文化产业品牌提升。目前，淄博市
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家、省级文化
产业示范园区1家、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9
家，命名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2家、市级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55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品
牌作用不断提升，初步形成了具有淄博特色
的文化产业体系。”周茂松说。

淄博市动漫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形
成了一系列以齐文化、聊斋文化为主题的
动漫、网络游戏原创开发，由动漫产业向
游戏产业延伸，形成了独特的齐文化、聊
斋文化动漫、游戏品牌。除此之外，淄博
市现有10多个地域性文化品牌、30多个产
业型文化品牌和10余个节庆文化品牌，以
齐文化品牌开发为核心，辐射带动聊斋文
化、陶琉文化、商埠文化、饮食文化及周
边民俗文化发展的地域性文化品牌群体逐渐
形成。

淄博全力推进文化名城建设

着力擦亮齐文化品牌

□ 孙先凯

近日，苏州市出台办法对市级非遗项目
传承人进行考评。考评结果显示，多位传承
人被考核为“不合格”。根据规定，评估不
合格的两年内不得申请项目资助经费，连续
两次不合格的，将被取消传承人资格。

近年来，众多非遗项目走进商场、学校进
行展演、展示，引发社会对于非遗的关注。但关
注之余，这些非遗项目的传承情况如何？提及非
遗传承的成果，非遗项目的数量、传承人的数
量、所开展的非遗传承活动都是考核的方面。但
在笔者看来，在这些考核的硬性指标之外，我们
还需要更多关注非遗传承的实际效果。

关注非遗传承效果，首先要打破只看重
数量的非遗“政绩观”。在非遗项目正式被
确认后，传承工作本应该真正开始。但在实
际工作中，申遗的动机往往与政绩挂钩。申
遗成功后，只是在需要展示的时候才搬出来
表演一番。关注非遗传承效果，非遗项目的
数量和接下来的传承工作同样重要。

关注非遗传承效果，其次需要建立科学
的非遗传承评价机制。在苏州的考评中，有
的非遗项目传承人认为此次被评为不合格，
只是因为自己填写表格时不够仔细。据笔者
了解，目前对于非遗传承效果的评价多是从
非遗传习活动、非遗进校园、非遗传承人收
徒等方面，考核的形式多是自我申报。如果
单从这些方面的申报进行评价，难免会有偏
颇之处。笔者认为，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需
要从非遗自身发展和传承的多方面入手，结
合申报材料、实地考察、第三方评估等方
式，全方面地进行。

关注非遗传承效果，第三需要建立非遗
动态管理机制。目前，很多非遗项目进行生产

性保护，但同时也产生了对非遗的开发热过
于保护、商业关注热过文化关注的乱象。笔者
认为，可以借鉴苏州对非遗传承人所实行的
动态管理机制。建立非遗退出机制，对于非遗
内涵流失、传承不力的项目，取消其非遗项目
资格，更好地引导和督促非遗传承效果的提
升。

关注非遗传承效果，还需要关注非遗内
涵进校园。目前，在推出许多非遗进校园活动
的同时，多位非遗传承人也表示了另外担忧：
学校把非遗当成手工艺课，孩子玩完就忘，非
遗文化内涵传播效果不强。关注非遗在孩子
中的传承效果，还需要学校和传承人把文化
内涵摆在首位。

非遗传承更需要关注实际效果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小朋友们你们平时用什

么画画呢？”“用纸和笔。”“那你们见过用粮食
画画的吗？今天我就用五谷杂粮来教大家画
画。”4月8日，山东省文化馆的非遗传习大课
堂里热闹非凡。非物质文化遗产东明粮画传
承人韩国瑞为30多位小朋友讲解了东明粮画
的制作技艺，并手把手教小朋友如何制作。

“用粮食画画的技巧是要善于利用五谷
杂粮的形态和颜色，将粮食排列组成一幅
画。”韩国瑞一边解释一边向孩子们展示他
的作品。山水、静物、还有书法，几件装裱
精美的粮画一下子就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
力，引来啧啧赞叹。

“首先，需要对粮食进行防腐处理。第二

步，要画好基础的图形。第三步，进行粘贴。粘
贴过程中一定注意不要涂太多的胶水……”
韩国瑞介绍了粮画的制作过程，小朋友们已
经摆弄着手中的工具跃跃欲试了。“虽然看似
很简单，但一定要有耐心。”韩国瑞说。在孩子
们体验制作粮画的过程中，韩国瑞一边手把
手地教一边鼓励小朋友们进行自我创作。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非遗大讲堂，在老师
的指导下完成了一件作品。用种子作画很不
容易，需要耐心，但是粮画做出来真的很漂
亮，这次课堂很有收获。”来自山师附小的赵
子格说。

韩国瑞告诉记者，他现在经常参加非遗
进校园的活动。“想让非遗能够吸引孩子，需
要适应孩子的需求和情况。”为此，这次非遗

传习大课堂他为孩子们准备了简单的树木、
蝌蚪等粮画题材，“一方面要让孩子感兴趣，
另一方面也不能太难。”韩国瑞说，“让非遗引
发孩子的兴趣，传承才不会是问题。”目前，韩
国瑞与济南市章丘区辛寨小学进行合作，东
明粮画制作技艺传习基地正式落户该小学。

有一定艺术功底的韩国瑞曾从事教育工
作，近几年他一心扑在东明粮画非遗保护和
传承工作上。目前，已经创立公司进行了产
业化的制作。在2015年米兰世博会期间，韩
国瑞创作出一批与米兰博览会相关的粮画工
艺品，包括《中国馆标志》《山东活动周标
志》《吉祥物和和梦梦》及代表山东文化的
《泰山》《孔子》等作品，这些作品成为米
兰世博会山东周活动的纪念品。

东明粮画走进山东非遗传习大课堂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 1 0日，“艺彩新

锋——— 山东美术新人新作展（2017）”入选
作者见面会暨展览启动仪式在山东美术馆国
画教室举行。经严格评审，23名艺术新人入
选本年度展览，其中油画入选者10人、国画
9人、摄影2人、综合材料1人、版画1人。

据介绍，这23名新人的作品，将于2017
年4月10日至2018年1月1日期间，按照每次展
览两人，每次展期20天的节奏展出。作为本
年度首次展览，4月10日至5月8日，展出王
太斌的油画作品、李青的国画作品。

王太斌现就读于山东艺术学院油画系。
作为他的班主任，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
师沈童评价说，王太斌创作追求的不是“意
料之中”的世界，而是要追寻“意料之外”
的火候，所以他的创作过程一定是一个反复
折腾，解决问题的痛苦过程，体会到创作过
程的艰辛，也就感受到创作的愉悦，“我想
没有这种感觉是不能出好作品的。作品中的
这种‘偶然’和‘意外’，意料之外，却又
在情境之中，生动鲜活，激情盎然，给观者
留下了呼吸想象的空间。”

李青于200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美术
系国画专业，师从宋丰光、张望等名师。宋
丰光对李青的作品如此评价：“作品表现的
小孩比较纯净比较天然，孩童在田野里给人
感觉非常纯，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
事物的探寻，充满了好奇心。作者通过表现
小孩的童真来传递一种心灵的静谧和清凉。
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可以唤醒人们对自然的热
爱，净化人的心灵。”

山东美术馆馆长、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
席张望评价说，王太斌的油画作品色彩饱
满，对色块的大胆运用，构图充满着不确定
性，画面的叙事感强烈，这种强烈的叙事冲
动被构图的不确定性打乱打断，叙事恒久处
于“未完成”的状态。他的画面张力充溢于
画布之外，画中的人物、风景，都有冲出画
面的动势。而他又能以动治动，让作品充满
着诱惑。

对于李青的创作，张望认为，她以扎实
的工笔基本功，于生活的积极面发现美，并
将它们如实描绘出来，所见即所得，最终构
成了一幅幅临于理想的“写境”。

“艺彩新锋——— 山东美术新人新作展”
是山东美术馆独立策划的美术展览品牌，
2016年首次启动，首届评选出23位新人入
围，并在持续一年的展览周期里，为每一位
入选者举办个人展览，赢得一致好评。

山东美术新人新作展

（2017）启动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4月17日至4月23日
1、4月19日19：30，省会大剧院歌剧厅演出舞剧《风

筝》。
2、4月20日14：00，山东歌舞剧院开展艺术进校园活

动，在济南泉新小学举办室内乐音乐会。
3、4月20日，山东美术馆举办回顾与拓展——— 周东

申、陈川、张白波版画展。
4、4月21日19：30，省会大剧院音乐厅演出《冰与

火——— 比才与柴科夫斯基管弦乐作品音乐会》。
5、4月21日—23日19：30，省杂技团在金奖演艺厅演

出多媒体时尚杂技剧《因为爱》。
6、4月22日10：00、15：00，山东剧院演出儿童剧

《巧虎——— 蚂蚁王国历险记》。
7、4月22日19：30，省会大剧院音乐厅演出《今夜无

人入眠》歌剧与音乐剧经典唱段音乐会。
8、4月23日10：00、15：00，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在

宝贝剧场演出木偶剧《农夫与仙鹤》。
9、4月22日10：00，省京剧院开展文化下乡惠民演出

活动，在章丘区刁镇广场演出《三岔口》《智斗》。
10、4月18日18：30，省吕剧院开展艺术进校园活动，

在青岛科技大学演出吕剧《砖头记》。
11、4月20日15：00、19：00，省话剧院开展艺术进校

园活动，在德州华宇工程学院演出话剧《家事》。
12、4月17日15：00、19：00，省柳子剧团开展文化下

乡惠民演出活动，分别在临沂费县小贤河村、太白村演出
《五台会兄》《墙头记》。

□韩琦 杨雅涵 报道
4月8日，在山东省文化馆非遗传习大课堂上，东明粮画非遗传承人韩国瑞在指导小朋友制作粮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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