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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剧应关注现实题材

●“儿童剧是给孩子表演的艺术门类，但不是‘小儿
科’。”

——— 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副会长丁小秋说。“对儿童
戏剧工作者来说，光是‘俯下身子来和孩子平等对话’还
不够，现在要‘跪着跟孩子对话’，让自己的视角尽可能
地贴近孩子的世界。成年人和孩子年龄、阅历都不同，要
做到和孩子同等思维的确很难，但仍然要努力去做。现在
市场上为儿童演出的剧团不少，音乐、舞蹈、戏曲什么都
演，呈现的多是童话、神话这类低龄化作品。这类作品可
以有，但不应是儿童剧市场的全部，作为有影响的儿童剧
院，更应有引领儿童剧欣赏和消费的自觉，关注现实题
材，帮助孩子塑造正确的价值观。

“跨界”创新让实体书店重现活力

● 国内最大的民营连锁书店“西西弗”在一年内新
开了40家书店，年营业额达到3亿元，年增长30%。《天
才在左疯子在右》《解忧杂货店》《巨人的陨落》等一批
畅销书都由民营公司策划出版。同时，复合性书店也成为
购物中心的新标配业态，2016年在全国新开业的465个购
物中心中，有超过35家引入了书店，大部分都是紧贴城市
文化需求、精心打造的民营实体书店。

———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说。“随着全民
阅读的氛围越来越浓，国家对民营书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加
大，一批特色品牌的实体书店已出现复兴之势。在实体书
店转型升级、引入多元经营模式的过程中，一些有担当有
情怀的企业家坚持以售书为主、其他业态为辅的发展理
念。但也出现了一些书店把卖书当作幌子、副业，图书销
售只占很少比例，少卖书甚至不卖书，其他业态成为主
业，弱化了自身的文化服务功能。这种违背书店初衷的现
象也需要警惕。”

（孙先凯 辑）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3月31日至4月5日，“齐鲁文化走进东
盟”活动在泰国曼谷和老挝万象举办。孔子
乐舞、杂技、非遗展演、山东书画精品
展……一项项富含齐鲁风韵的展演向东南亚
人民展示了齐鲁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当地引
起热烈反响，“齐鲁文化走进东盟”也成为
我省文化走出去的代表性活动之一。

近日，省文化厅印发《山东省“融入
‘一带一路’大战略，齐鲁文化丝路行”实
施意见》。《意见》提出以“政府统筹、社
会参与、市场运作”为原则，充分发挥各市
独特优势，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整合各
方面资源，组织开展“一带一路”齐鲁文化
丝路行。力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动更
多齐鲁优秀文化走出去，提升山东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把山东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国
际人文合作交流中心和重要基地。据省文化
厅副厅长王廷琦介绍，目前山东已与82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了文化交流合作关系，今后将
举办更多“齐鲁文化丝路行”活动，更快更
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大战略。

讲好孔子故事、山东故事

在近期举办的“齐鲁文化走进东盟”活
动中，《孔府乐舞》表现抢眼。整个剧目结
构以乐为主以舞为辅，分为《大哉孔子》
《金声玉振》《杏坛弦歌》《阙里千秋》，
以传统钟乐、礼乐、鼓乐演绎，贴近还原春

秋时期的礼乐文化和古韵绝响。
山东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团长马海龙介

绍说，《孔府乐舞》最早的创意可追溯至上
世纪90年代初，为出访新加坡、澳大利亚等
国家而创作。后应文化部委托，为法国孔子
文化周活动再次创编，当时的演出获得巨大
成功。《孔府乐舞》历经几代人的心血，为
更好地契合当前国家文化战略和时代精神需
求，从舞美设计、音乐创作、服装舞蹈等各
层面再次进行了调整和完善。

我省作为儒家学说的主要形成地，孔子
文化和儒家学说资源丰富、根基深厚。近年
来，在对外交流中举办的孔子文化展、孔府
乐舞演出、孔子文化周、孔子思想讲座等一
系列活动正努力打响“孔子故乡”这一文化
品牌。

在近年来举办的世界儒学大会、尼山世
界文明论坛上，我省与有关国际组织、政府
机构、学术团体、重要学者开展学术对话、
典籍整理、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发
展了一批知华、友华力量，为国家“一带一
路”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根据《意见》
要求，接下来“一带一路”齐鲁文化丝路行
要深入挖掘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齐鲁优秀传
统文化精髓，用“国际语言”讲好孔子故
事、儒学故事、山东故事、中国故事。

推动齐鲁优秀文化走出去

去年，文化部与山东省政府正式签署贝
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合作协议，将由山东

高速集团负责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的建
设工作。项目建成后，将委托山东省政府管理
运作，它将成为首个由中国地方省级政府管
理、运作的中国文化中心项目。目前，贝尔格
莱德中国文化中心项目正稳步推进，预计将
于2018年6月底前完工，建成后将成为西巴尔
干地区首家中国文化中心，也成为齐鲁文化
走向塞尔维亚和西巴尔干地区的重要平台。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以友好国家、友
好城市、友好人士为战略支撑，以海外中国
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尼山书屋为重要平
台，与“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和地区签
署文化合作协议，进行政府和民间文化交
流，推动齐鲁优秀文化走出去。

自2013年7月，山东友谊出版社开始布局
海外，开设尼山书屋。通过建设尼山书屋，
改变过去单一输出版权的模式，以书为媒，
将尼山书屋建设成为出版机构“走出去”、
文化交流平台“走出去”、文化展演“走出
去”的平台。截至目前，已有25家尼山书屋
在欧洲、美洲、大洋洲、亚洲的14个国家落
地，1万多册优秀图书通过尼山书屋走出国
门。按照计划，到2020年底，将有40家海外
尼山书屋落地。

在“齐鲁文化丝路行”实施计划中，我
省将力争每年与1—2个省级友好城市进行交
流，每年开设1家尼山书屋，每年与1个中国
文化中心合作举办“中国山东文化年”。此
外，还计划在华侨华人主要聚居区设立齐鲁
文化推广基地，开展齐鲁文化展览展示、培
训教学、交流宣传等，推动我省儒学、地域

文化、代表性文物、非遗、歌舞、杂技、民
乐、艺术、地方戏曲等“走出去”。

开展对外文化贸易

在“齐鲁文化走进东盟”活动期间，山
东出版集团下属的明天出版社和山东友谊出
版社与泰国南美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建立开展版权贸易的合作机制。同
时，邀请老挝国家出版社在今年8月参加由
山东出版集团主办的“一带一路”图书版权
贸易洽谈会。

除此之外，记者了解到，我省的许多非遗
产品也漂洋过海卖到了国外。像临沂的草柳
编产品，多年以来一直深耕出口贸易，已经畅
销欧、亚、非、北美等120个国家和地区。

根据“齐鲁文化丝路行”实施计划，下
一步，我省将加大对外向型文化产业和文化
企业的扶持力度，重点培育一批文化贸易企
业、推出一批文化贸易项目、翻译出版一批
齐鲁文化典籍、打磨创作一批演艺精品剧
目，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举办
“孔子家乡·山东文化贸易展”，扩大我省
重点文化企业、优势文创产品和优秀文化服
务的影响力，推动对外文化贸易。

对此，我省文化部门将推动完善融资、
税收、信贷、审批等对外文化贸易政策。打
造对外文化贸易综合平台，鼓励我省文化企
业在境外兴办文化实体，参与境外文化投
资。探索推动文化贸易、文化金融政策创
新。

打造“孔子故乡”文化品牌，提升山东知名度和影响力

齐鲁文化丝路行正式启动

□ 孙先凯

近日，省文化厅印发《关于报送全省舞
台艺术创作重点选题的通知》。向全省征集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建党100周年、齐鲁优秀传统文化等舞台艺
术创作重点选题。这为未来一段时间我省的
重点舞台艺术创作指明了方向，我省舞台艺

术将迎来一次主题创作的高潮。
回顾近年来我省舞台艺术成果，笔者发

现，许多成功的舞台艺术作品都属于一系列
的主题创作。例如，2014年入围“庆祝建国
65周年全国优秀剧目展演”的吕剧剧目《百
姓书记》，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创作的大型现代
茂腔戏《红高粱》、山东梆子戏《河都老
店》，为纪念建党95周年而创作的吕剧《宣
言》、话剧《家事》等。这些舞台艺术作品
紧扣主题，以多个视角反映大主题下的多样
生活。其艺术创造既有鲜活的生活气息，也
有家国情怀的意境升华，不失为近年来舞台
艺术主题创作的典范。

说起这些舞台艺术主题创作，有的艺术
院团倾力而为，主题创作的成效突出。但由
于艺术创作时间长、投入大，主题创作在某
种程度上成为全院工作的中心，其他的艺术
创作难免受到影响。

一方面是如火如荼的主题创作，另一方
面是主动作为的创作不够。在笔者看来，二
者相互有影响但谈不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主题创作只是指明了一个艺术创作的方向，
创作的主动权还是在艺术院团手中。艺术院
团在创作过程中，应当关注主题创作，但也
不能局限于“命题”之中，还需要有主动创
作的冲动。

近日，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公布2017

年度滚动资助立项项目名单，我省《沂蒙那
座桥》《账本》《闯海人》等6个小型剧目
项目入选。据笔者观察，近年来我省小型剧
目的创作一直比较活跃，也涌现出了不少
脍炙人口的作品。很多小型剧目是由编剧
和演员的灵感而发，主动创作而来。既短
小精干、贴近生活，也具有非常高的艺术
水准。在笔者看来，小型剧目的创作可以
成为艺术院团主动创作的一条途径。发动
演职人员主动创作一些主题之外的作品，
既能发挥演职人员的艺术主动性，也能通
过小型剧目锻炼队伍。同时，让剧团主题
创作之外的作品更加丰富，主题创作和主
动创作两不误。

命题之外更需主动作为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利津讯 近日，利津县创排的现

代吕剧《热土》（上图）在利津县博物馆
公演4场，受到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利津
县明集乡一位年轻观众说：“看了这台
戏，感触非常深，我一直在思考，假如我
生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能不能做出这
样的壮举。今天我们重温历史，就是要向
那个时代的英雄学习，向身边的模范学
习。”

《热土》是利津县委宣传部、县文广新
局实施吕剧振兴工程创作的一部精品力作。
县文广新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热土》近期
将启动巡演，走进学校、企业和镇村，让更

多民众看到这部戏剧，感悟历史，更加珍惜
现在的幸福生活，为同心共筑美好中国梦增
加一份助力。

该剧根据当地的真实故事改编。1943年
冬，日军对利津县及周边地区进行了“二十
一天大扫荡”，活跃在利津县的垦区军分区
独立团二营六连与日军骑兵部队在利津县明
集乡北张村西发生恶战，因敌众我寡，六连
战士大部分壮烈殉国。战斗结束后，北张村
村民郭景林从尸体和血泊中发现呻吟呼救的
7名伤员。她冒着危险把伤员背回家中，精
心照料护理，无微不至。在其后的解放战争
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郭景林一直为
党热情工作，被当地干部群众称为“革命妈

妈”。
这台戏剧正是以日本侵略者“二十一天

大扫荡”为历史背景，以“革命妈妈”郭景
林勇救八路军女战士张琳为原型进行创作。
故事情节围绕郭凤英一家救治和保护八路军
女伤员张云为主线，分六个篇章展开。在一
幕幕感人的故事中，体现了利津人民开放包
容的情怀。

据悉，山东省吕剧院全程参与了《热
土》的创作排演。山东省吕剧院院长蒋庆鹏
介绍，省吕剧院今后拟发挥院内人才、专业
优势，为基层文艺院团提供更多业务支持，
促进吕剧艺术在山东的传承发展，更好地培
养吕剧受众群。

利津现代吕剧《热土》公演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4月24日至4月30日
4月25日15：00，省话剧院在山东青年干部管理学院

演出话剧《青春禁忌游戏》。
4月26日14：30、19：00，省京剧院在淄博市博山区岱

北村演出京剧《小宴》《壮别》《女起解》。
4月28日19：30，济南市歌舞剧院在省会大剧院音乐

厅举办《曲声泉韵·听山东》五一劳动节音乐会。
4月28日、29日19：30，省会大剧院歌剧厅演出大型民

族舞剧《森吉德玛》。
4月28日、29日19：30，山东歌舞剧院在济南市章丘区

文博中心群众艺术馆演出民族乐舞剧《孔府乐舞》。
4月28日—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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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9日19：15，济南市吕剧院在北洋大戏院演出吕

剧《借亲》。
4月29日14：00，济南市京剧院在群星剧场演出《女

起解》《三岔口》《钓金龟》。
4月29日、30日10：30，省话剧院在亲子剧场演出儿童

剧《木偶奇遇记》。
4月29日9：30，济南市吕剧院在趵突泉白雪楼举办吕

剧折子戏专场。
4月30日10：00，济南市曲艺团在济南群艺馆多功能

厅举办《曲山艺海星乐汇》曲艺专场。
4月30日19：15，济南市吕剧院在北洋大戏院演出吕

剧《桃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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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

记者从山东省图书馆了解到，在读书日到来
之际，山东省图书馆举办多项主题活动，邀
请广大读者到省图书馆享受“悦读”。

3月中旬启动的第十二届全省读书朗诵
大赛最后一个类别的决赛——— 成人组决赛，
将在4月22日下午拉开帷幕，参赛选手通过
17市图书馆组织的预赛选拔，在全省决赛的
舞台上进行最后的角逐。23日上午全省读书
朗诵大赛颁奖典礼在总馆报告厅举行，届时
获奖选手代表和尼山书院国乐团将联手为现
场观众带来一场声音的盛宴。

23日下午，第二届奎虚图书奖颁奖典礼
暨获奖作品悦读分享会将在省图书总馆报告
厅举行，奖励2016年度驻鲁出版社推出的优
秀图书。本届奎虚图书奖评出的4个优秀
奖、10个推荐奖和1个特别奖图书，也将在
颁奖仪式上揭开神秘面纱。

23日，山东省图书馆与济南市新华书店
联合推出的“鲁图风采——— 您选书，我买
单”的读者选书借书活动将正式启动。届时
读者持身份证件和省图书馆总馆B级或者C
级读者证到山东书城或泉城路新华书店选择
自己喜爱的新书，凡符合借阅规则的图书，
办完手续，即可带走。

此外，23日当天，省图书馆共享工程中
心还将以“数字·悦读”为主题，启动全民
数字阅读欢乐节。

读书日到省图书馆

享受“悦读”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山东美术全书》日前出

版，共四卷，其中《山东美术全书·古代山东美
术史》一卷，《山东美术全书·现当代山东美术
家》三卷，详实记载了山东美术的各类丰富史
料，展示了现当代山东美术家群体的概貌。

全书编撰工作于2002年启动。山东美术
馆主导编撰工作。古代山东美术史共11章，
梳理山东美术发展发展历史脉络和重要成
就。另外三卷共收录现当代2047位美术家的
基本信息与艺术成果。

《山东美术全书》

展示山东美术家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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