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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应该始终站在社会的现场

●“我们这代人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中国人
在这个时代里创造着自己的历史，改变着世界的秩序。身为
作家，出生在这么一个有故事的时代，我必须在场，我必须
书写。”

——— 《人民的名义》原著作者周梅森说。“如果说这
部小说成功，那么成功之处在于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代
中国各个社会层面，尤其是政治生态层面的中国故事，引起
了社会各阶层受众的共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现实主
义的成功，文学坚守的成功，贴紧时代、反映人民疾苦的成
功。文学应该始终站在社会的现场，一部文艺作品可以引导
人心、引领人心，也能改变人心，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孙先凯 辑）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5月1日至7日
5月1日19：15，济南市吕剧院在北洋大戏院举办民乐

戏曲音乐会。
5月1日10：00、15：00，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在宝贝

剧场演出儿童剧《白雪公主》。
5月1日—7日，济南市杂技团在泉城欧乐堡演出国际

大马戏。
5月2日19：30，省京剧院在梨园大戏院演出《穆柯

寨》《女起解》《赤桑镇》。
5月2日、3日19：30，省会大剧院演出舞剧《茜茜公

主》。
5月3日19：30，省会大剧院举办《梦幻法兰西——— 马

克科比大提琴独奏音乐会》。
5月3日、4日19：30，省柳子剧团分别在祝甸社区、

七里河社区演出《墙头记》。
5月5日19：30，省京剧院在梨园大戏院举办《京剧演

唱会》。
5月5日、6日19：30，省吕剧院在百花剧院演出《大

脚闹房》《石龙湾》片段、《喝面叶》。
5月5日19：30，省会大剧院演出电光剧《丑小鸭》。
5月6日19：30，省京剧院在梨园大戏院演出《玉堂

春》。
5月7日19：30，山东剧院演出大型歌舞诗《谁不说俺

家乡好》。
5月7日，山东省美术馆举办《大美别裁：流韵·伦彝·

东华——— 钱流、王新伦、张继东绘画作品展》和《又见炊
烟——— 山东美术馆馆藏年画、剪纸精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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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上周刊发《刘喜欣：艺术创作于法度
中自出新意》，大众文化微信公众号“游于艺”推送这
篇文章，点击已近7000次，读者留言评论非常活跃。

香雪海：师出名门造化深，大气磅礴赛须眉。
范玉存：画美人美心美，风清月明品正！
飞鸿：刘姐的作品气势恢弘，融合中西，细细品

读，意味深长！
新哥：榴花如火春自深，喜上枝头俏缤纷。欣然何

须世人夸，齐鲁盛传大匠心。三读大众日报之报道，欣
喜油然，作四行文字。

张宏钟：刘馆长用笔用色很老到，气势恢宏而又细
致入微。可谓画如其人。

和风：看喜欣的作品确真的感到画笔下流露出的纯
净之美，这是单凭技法不能完全表达的，妙合神离，超
然物外，非常难能可贵，祝福喜欣。

微信公号互动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25日，记者从在济南召

开的2017年全省对外和对港澳台文化工作会
议上了解到，省文化厅今年将重点做好贝尔
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建设、“2017年瑞典?中国
山东文化年”、“跨越太平洋——— 中国艺术节”
山东文化周、阿斯塔纳世博会中国馆山东文
化周展演等对外和对港澳台文化交流活动。

这些重点对外文化交流活动项目，也是
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关于“一带一路”建
设战略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具体行动。为此，
省文化厅不久前又发布了一份实施意见，倡
导充分发挥山东文化资源的独特优势，融入
“一带一路”战略，组织开展“齐鲁文化丝
路行”。

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廷琦表示，做好我省
对外和对港澳台文化交流工作，主要目的是
推动优秀齐鲁文化走出去，讲好山东故事，
引进先进文化，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
求，“从而不断提升山东文化工作在大格局
中的贡献度。”

为此，我省将持续深化友好省州文化交
流。我省将组派民乐、舞蹈、杂技、日照农

民画赴德展演，庆祝山东省与德国巴伐利亚
州结好30周年。今年也是我省与日本山口县
结好35周年，下半年将赴山口县举办系列庆
祝文化活动。根据我省与澳大利亚南澳州签
署的友好合作协议，5月份，南澳州画家团
将来山东采风、写生并举办展览。

我省搭建多种平台，采取多种形式，深
入拓展对港澳台的文化交流。今年是香港回
归祖国20周年，省文化厅将配合相关部门，
赴港澳开展非遗展演活动。同时继续做好对
台文化交流工作，推动鲁台基层文化机构建
立长期联系机制，积极与我国台湾相关机
构、团体、寺庙、个人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
系，进一步推动齐鲁文化入岛，增进台湾同
胞的文化认同。

为推动对外文化贸易，今年，省文化厅
还将组织公共文化和文化创意产业精准交流
团，赴法国、意大利进行文化交流，学习这
些国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对外文化贸易的
先进经验和做法。

据介绍，2016年，我省对外和对港澳台
文化交流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我省对外和对
港澳台文化交流机制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

破，我省目前已经与南澳州、庆尚北道、庆
尚南道、仁川市、山口县、韦斯特曼省、马
佐夫舍省、上奥州、布列塔尼大区、卢瓦尔
大区、西开普省、巴伐利亚州、苏格兰大
区、康涅狄格州等建立了稳定的联系渠道，
与南澳州签署的多个合作交流备忘录项目得
到有效落实。省文化厅还与省委宣传部、省
台办牵头，建立起由18家单位组成的文化入
岛工作联系机制。

我省参加“欢乐春节”活动，不断提升
齐鲁文化的海外影响。“欢乐春节”是一个
国家文化品牌活动项目，国际影响越来越
大。今年春节期间，我省共派出10批131人
次，赴蒙古、泰国、瑞典、坦桑尼亚、赤道
几内亚和我国台湾、香港等7个国家和地区
15个城市，参加“欢乐春节”系列演出、展
览，受到中国驻外使领馆的高度评价和当地
民众的热烈欢迎。

推动齐鲁文化走出去也取得新成果。我
省与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合作越来越频繁。仅
去年一年，先后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举办
“中国山东文化年”、在韩国首尔中国文化
中心举办“中国山东文化周”，在巴黎中国

文化中心、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曼谷中国文
化中心等举办展览、演出。山东与海外友好省
州文化交流日益活跃，对港澳台文化交流日
益繁荣，带有浓郁山东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乐、
地方戏曲、杂技、非遗、歌舞、代表性文物等，
让当地民众了解山东文化的内涵。这些对外
交流活动，充分呈现山东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展示山东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
新成果，有力提升了山东文化软实力。

在对外贸易方面也取得了新进展。据统
计，2016年，我省文化进出口企业4190家，
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产品进出口
业务，全省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411 . 5亿元，
占全国比重为7%，同比增长23 . 6%，居全国
第四位。

会议还表彰了我省2016年度优秀对外和
对港澳台文化交流项目，“泉乐飘香”艺术
团赴马耳他“欢乐春节”演出活动等35个项
目获得表彰。

据介绍，我省正着手建立山东省对外文
化交流项目库，整理、积累一批成熟的文化
交流项目，以更精准、更有成效地开展对外
和对港澳台文化交流。

我省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重点推进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建设等文化项目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庆祝第22个“世界读书

日”，4月23日，第十二届“全省读书朗诵
大赛”的获奖选手，在山东省图书馆走上颁
奖舞台，分享自己的读书故事和心得。同一
天，第二届“奎虚图书奖”颁奖仪式暨获奖
作品悦读分享会在山东省图书馆举行，奖励
2016年度驻鲁出版社推出的优秀图书。

第十二届“全省读书朗诵大赛”由山东
省文化厅主办，山东省图书馆学会、山东省
图书馆、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承
办，17市图书馆协办。大赛围绕“书卷长流

伴随一生——— 悦读在路上”主题，结合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香港回归
中国20周年”活动展开，立意突出，富有时
代感。读者参与热情高，参赛选手涵盖了全
省17市共计1万余人。成人组、儿童组、亲
子组和少年组三个组别，通过多轮选拔，分
别决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阅读，需求高质量的图书。本届“奎虚
图书奖”共评出优秀奖图书4种，其中人文
社科类3种、科普类1种、少儿类空缺，以及
推荐奖图书10种，特别奖图书1种。

特别奖是本届新增加的奖项，授予获
奖图书的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因编辑
出版《老照片》系列图书，获得首个特别
奖。《老照片》从 1 9 9 6年推出第一辑至
今，已经连续出版20多年，收获了图书出
版界多项殊荣，也赢得不同读者群体的广
泛好评。评论者认为，《老照片》系列图
书，风格素雅质朴，以普通人的视角记忆
过去，解读历史，能够从个体故事中，找
到时代印记。

《老照片》主编冯克力说，这本图书属
于“另一种目光的回望”，正如入选“共和
国60年60本书”时的评语所写，“以朴素而
温情的独特方式记忆和见证历史，……重新
认识和反思切身的社会生活。”正是在阅读
中，读者感受作者的人生经历、家国情感，
对历史与时代会有更丰富的观察视角，也有
助于形成更准确的历史观、社会观。他说，
“这就是一本好书的作用。”

与国家图书馆的“文津图书奖”相比，
“奎虚图书奖”资历尚浅。这一奖项由山东
省图书馆发起，全省17市图书馆共同参与，
目的是从上年度全省出版图书中遴选佳作，
荐之于众，以供读者阅读收藏。为了确保推
选出高质量的图书，还开展了观众线上评选
投票等活动。其中微信投票参与读者超过13
万人次。为确保这一奖项的学术独立性，评
奖不接受任何商业性或功利性的冠名、赞

助。山东省图书馆馆长冯庆东说：“我们致
力于从专业收藏和阅读推广的角度，推选精
品，引领阅读。”

获奖图书类型多样，比如获得优秀奖的
4种图书中，有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
科普类图书《我们生活的地球》，也有山东
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花月令》。《花月令》
相对轻松，内容就是记录四季中常见花卉的
生长开花情况，由此能见花而知时节，文字
细细讲述各月的缤纷花事，以及与之相关的
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让人生动体悟传统文化
的魅力。

多部获奖图书，都包含有丰富的山东元
素，并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山东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台儿庄大战》，获评为人文社
科类图书的优秀奖。责任编辑高以芹介绍，

这部书以台儿庄战役为表现对象，“故事发
生在山东，目前也是国内第一本比较全面详
细描写台儿庄战役的图书，出版后受到学术
界广泛好评。”

济南出版社出版的《齐鲁名医谱》，获
得人文社科类图书的推荐奖。担任主编的尹
常健，是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他介绍，《齐鲁名医谱》收录了20位齐
鲁名医，包括国医大师2位，“山东省有突
出贡献的名老中医药专家”10位，“山东名
老中医”10位。这本书中，主要对山东省先
后两次评选当选的名中医药专家和第四批全
国名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独特技能、
名医学术风采进行梳理，“突出山东地域特
色，彰显齐鲁名医风采，介绍这些名医从
医、从药、从学的精湛技艺和学术成果，介

绍他们良好的医德、医风，以及在传统中医
药领域的贡献。”

据介绍，本届“奎虚图书奖”自启动以
来，共汇集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驻鲁出
版社出版图书1184种，经过专家评审等多个
环节，最终评选出15种入选图书。这一奖项
之所以取名“奎虚”，取“奎星主齐，虚星
主鲁，奎虚者，以齐鲁之分野，括齐鲁之疆
域”之意。山东省图书馆老馆藏书楼，即名
为“奎虚书藏”。

“奎虚图书奖”沿用奎虚之名，寓意齐
鲁文脉源远流长。前来为获奖者颁奖的省文
化厅副厅长李国琳评价，这可以看作是一个
个文化支点，“通过这些优秀图书，引导阅
读取向，培养阅读兴趣，传承山东优秀传统
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发展。”

引导阅读取向 培养阅读兴趣 传承优秀文化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个文化支点

□ 孙先凯

老旧的厂房能有什么样的文化产业用
途？文创空间、艺术空间、文化休闲空间等
都是目前已有的模式。近日，笔者在威海见
到另一种模式。老旧厂房被改造成为艺术写
生基地，为艺术家和艺术学生提供写生空

间、后勤服务、文化服务贸易、艺术衍生品
开发等一系列的文化服务。

近年来，类似于北京798的文化创意园区
遍地开花。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有着相似
的模式，并且贴上当地798的标签。但据笔者
观察，此类模式相似的文化产业园区有很大
一部分抵挡不住商业化侵袭，文化的元素不
断减少，沦为一种单纯的空间聚合，以至于丧
失文化产业园区的特色，没了文化。

不是所有的文化产业园区都能成为
798，也不是所有的园区必须走798的道路。
笔者认为，文化产业园区首先必须走以文化
为专业的道路，有能够讲出文化故事的基
础。在此之上，文化产业园区需要有精妙的

特色，有能够讲好文化故事的潜质。
据了解，文化部门对于文化产业园区的

设置、运营有多方面的规定，并且有定期巡
检制度。近年来，文化产业示范园区被撤销
命名的新闻屡见不鲜。近日，省文化厅印发
《山东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管理办法》
和《山东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
法》。《管理办法》对于文化产业园区中文
化企业数量提出要求，并且对企业文化产业
主营业务占比进一步量化。笔者认为，文化
部门的这些政策和措施正是引导文化产业园
区走专业道路的信号。文化产业园区走专业
道路，需要围绕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
创意做文章。尤其需要发挥园区的聚合作

用，整合文化产业的上下游。以文化为根基
讲出故事，才能保持文化产业园区的活力，
保证其文化的内涵。

统计数据显示，在我省各级文化产业园
区中，动漫类、数字服务类、创意设计类达30
家，占总数的近30%。这些文化产业园区以文
化与科技融合为特点，显示出了自己精妙的
特色。文化产业园区有自己的特色有利于与
其他园区进行差异化竞争，正如写生基地的
例子，当其他老旧厂房被改造成文创空间时，
被改造成写生基地的园区更具独特性，也更
具吸引力。文化的魅力本就在于特色不同，有
特色才更有魅力。文化产业园区亦如此，需
要有自身的特色，才能讲好文化的故事。

文化产业园区不能“没文化”

4月23日，在省图书馆举行的“奎虚图书奖”颁奖典礼上，小读者们登台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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