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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应重在活化

●“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拓展中，往往存在着某
种误区，以为拒绝了西方的东西，就能做好传统文化的继
承。”

———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说。“应当看到，时至今
日，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与传统已有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们已经真实地生活在一个全球语境之中，那种退回
到旧日时光，重新困囿在某种窄小的园地之中，满足于假
古董式的模刻仿造的想法，应当引起警惕。比如，中国传
统绘画向有‘课徒’的传统。所谓‘课徒’，即在授课之
时，边解说边示范，言不足时图之，图不尽处书之。所有
的揖古追远和玄览探秘，都是为了开启心灵，以与古典文
明精微相通，在不可见处达至高境。如此师心独造，不是
跟着师傅走，而是要跟着自己的心走。此正是中国文化的
根源，中国精神的根性。这种根性不应该是过去时，而应
该是进行时。它应该活在今日、活在年轻一代心里、化生
为各种艺术品类的新创造。”

作曲应以老百姓为服务对象

●“其实民族音乐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民族音乐发
展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二三四五是一个时期，再一个时期
是二三四五六，一不见了，新出来了六，但二三四五是保
持下来的东西，它是一步一步发展变化的。”

——— 著名作曲家王立平说。“我们为今天的人服务，
同时还要想到明天，这也是艺术家的担当。如果只是继承
了，你可以当教授，当专家，当资料王，但当不了作曲
家，作曲家要知道你写给谁听，一个敢于担当的艺术家要
敢于求最大的公约数，就是社会上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
分天南海北，你要在其中求得最多的人懂你，了解你，爱
你的作品，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孙先凯 辑）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学术成果展示，现场才艺比拼……5月4
日，省文化厅青年拔尖人才展演展示活动现
场好不热闹。14名来自我省各文化单位的青
年拔尖人才，把他们的拿手好戏搬上舞台，
展示了靓丽的青春风采。

省文化厅厅长王磊在展演现场鼓励青年
人才树立高标准、提升新境界，不断增强思
想积累、知识储备和文化修养，为我省由文
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转变贡献力量。

促进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加快成长

记者了解到，在青年拔尖人才展演展示
之外，省文化厅已印发《山东省文化厅青年
拔尖人才选拔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
法》）。据省文化厅文艺处处长张东林介
绍，《管理办法》将进一步完善人才发现、
培养和评价机制，为文化领域青年专业技术
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机会、提供平台，促进文
化艺术领域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加快成长。

来自山东省吕剧院的青年演员查涛入选
第一批省文化青年拔尖人才，他在展演现场
带来的是吕剧《宣言》片段。80后的查涛在
省吕剧院的大戏《宣言》担当主角，他感受
到了近年来青年人才的压力和动力。“在之
前，青年演员去演大戏的主角，是想都不敢
想的。”查涛说，“当成为大戏的主演后，
有要把戏演好的压力，也有了督促自己在以
后更加努力，更进一步的动力。”

此次入选青年拔尖人才，查涛认为对自
己有了更高的要求，对吕剧的发展也有很大
的推动。“作为青年演员的责任更大了，不
光要在业务上更精进，还要给更年轻的演员
做表率。”查涛说，“作为青年拔尖人才，
要时刻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演好吕剧，还要
借各种展演的机会传播好吕剧。”

《管理办法》规定，在青年拔尖人才的
选拔之外，还要做好展演展示、提升培养、
鼓励创作等配套措施。入选省文化厅青年拔
尖人才的人员，将以培养文化领域高层次领
军人才为目标，鼓励通过跟班学习、学术交
流、名家拜师、创作实践资助、业务进修等
形式，加大对青年拔尖人才的培训力度，使
青年拔尖人才在实践中加强学习，增长才
干。同时，将鼓励青年拔尖人才申报国家和
省关于文化艺术方面的创作、科研项目或奖
励项目，同等条件下省文化厅优先予以推
荐、立项或支持。

青年人才迎来利好政策

在青年拔尖人才的选拔管理之外，对于
舞台艺术青年人才的创作支持政策也落地实
施。近日，《山东省舞台艺术青年人才创作
项目扶持办法》（下称《扶持办法》）发
布，其中提出主创团队青年人才占三分之二
以上的创作项目，最高可获50万元扶持。

“长期以来，舞台艺术创作团队里青年
人才占比少、缺乏锻炼机会的情况极为普
遍，成为阻碍后备力量成长的一大因素。”

张东林介绍说。为破解上述瓶颈，“山东省
舞台艺术青年人才创作项目”近期启动，
《扶持办法》为配套文件。

《扶持办法》明确，“青年人才”是指
山东省舞台艺术领域中，从事剧本创作、导
演、作曲、舞美设计、表演等工作的45岁以
下专业技术人员。在项目申报时，主创人员
应以山东省青年人才为主，且45岁以下人员
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

《扶持办法》鼓励青年人才进行创造
性创作，要求所扶持项目应为原创作品，
或由小说、影视剧等其他文艺样式改编创
作的作品，但不包括对其他剧种的一般性
移植。此外，《扶持办法》把扶持的领域
扩大，不仅艺术院团、文化馆、艺术院校
可以申报，具有相应制作能力的演出公司
也可以申报。

以前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基层院团的年
轻人需要“熬资历”，等老演员退休才能崭
露头角。山东省吕剧院院长蒋庆鹏认为，
《扶持办法》为青年人才提供了更多在舞台
上展示的机会。“将为有志于在戏曲舞台奋
斗的青年人才撑腰鼓劲，有助于培养推出更
多高水平艺术人才。”

为青年人才的成长创造条件、

营造环境

近几年，山东高度重视舞台艺术人才的
培养。先后组织多期戏曲音乐、地方戏表

演、舞美设计等高研班，为舞台艺术人才提
供技艺再提高的机会。据统计，自2010年以
来，省文化厅先后组织举办了戏曲音乐、地
方戏表演、京剧表演、编剧、导演、舞蹈编
导、文艺评论、舞美设计、舞台灯光、音响
操作等十余期艺术人才培训活动，累计各艺
术门类近300人参加培训。这些人才培养活
动的成功举办，对于提高现有专业艺术人才
队伍整体水平，加强全省人才队伍建设发挥
了积极作用，很多已经在自己的艺术领域崭
露头角。

我省还实施“大师引进工程”，引领文
化队伍建设，尤其是带动高端人才的培养。
支持青年演员拜名家为师，这些名师包括梅
葆玖、郎咸芬、李岱江、章兰等省内外名
家，对年轻演员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记者了解到，近期省文化厅将汇总全省
青年编剧、导演、作曲、舞美设计、表演、
艺术评论等艺术工作者信息，建立“全省舞
台艺术青年人才名录”，支持青年创作人员
密切联系、加强沟通、深化合作。同时，不
定期举办青年艺术人才座谈会、研讨会、集
体采风及其他学习交流活动，加强青年人才
沟通联络，形成青年人才聚合效应。

“要正确看待青年人才，多用‘望远
镜’、少用‘放大镜’，破除论资排辈、求
全责备等陈旧观念，对青年文化艺术人才给
予更多的信任和支持。”王磊认为，青年人
才的培养和管理单位要积极为创造宽松的外
部环境，不断压担子、给舞台，千方百计促
进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出台政策 完善机制 搭建平台

为青年文化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机会

□ 孙先凯

哪些文化产品值得购买？近期有什么文
艺演出？能从哪里获得文化讯息？笔者对于
这些问题也经常为难，因为文化产品良莠不
齐，文化演出分散，文化资讯也分散或不及
时。路径困难，成为阻碍文化消费提升的一
大因素。

“酒香也怕巷子深”，文化消费的提

升离不开便捷的路径。具体来说，离不开
对于文化消费的宣传，离不开便捷的消费
方式。

自去年开始，省文化厅尝试举办“齐鲁
大舞台”城市惠民演出季。在演出季期间联
合多家剧团、剧院和演出公司推出几百场惠
民演出，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供给，带
动了文化消费的提升。

在这期间，文化演出资讯、媒体相关
报道也同时集中推出，让演出季着实火了
一把。但遗憾的是，宣传的效果并没有火
爆到“占领朋友圈”的程度。在笔者看
来，提升文化消费，首先要重视宣传的力
量。演出季联合了多个院团、组织了各地
演出，其宣传工作也是需要走联合、创新

之路。一方面要有一个能够联合各种文化
演出资讯的平台，以专栏、网站、微信公
众号的形式把各演出单位的资讯汇总、分
发；另一方面，需要突出文化活动的特
点，创新宣传的方式，探索动漫、视频等
新媒体形式，力争打造霸占朋友圈的爆款
效应。

近些年，各种音乐节在各地开花。大型
文化节庆对于当地文化、城市品牌的带动效
应显著。提升文化消费，这种相对集中、规
模较大的文化节庆模式值得借鉴。大规模的
文化节庆能够吸引全省、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的优秀文化演出，提升文化消费供给的质
量。此外，集中的文化节庆能发挥集聚效
应，观众持续关注文化节庆，提升文化消费

的空间。
除了密集的宣传，集中的文化节庆，

笔者认为还需要关注文化消费过程的便捷
程度。如何让观众方便快捷地进行文化消
费，也是影响文化消费热情的重要一环。
目前，青岛市黄岛区联合银行发行文化惠
民卡，持卡人可在文化惠民卡签约合作的
电影院、剧院、书店、图书馆、博物馆、
文化景点、教育培训、电子商务等多类文
化消费场所使用，并可享受特定折扣。这
一文化惠民卡的方式，既保证了政府文化
惠民的精准，也让群众有自主选择、方便
消费的便捷，可谓是共赢。笔者认为，只
有文化消费过程更简单、便捷，文化消费
的积极性才会被保持和提升。

提升文化消费需要便捷的路径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山东省与澳大利亚南澳州

是友好省州。作为双方文化交流的最新活动
之一，由省文化厅、南澳州发展部艺术局主
办，山东省青年美协、南澳州当代艺术节承
办的“南澳州风景与印象”画展，5月10日
下午在济南大舜美术馆举行，共展出山东省
与南澳州艺术家创作的画作40余幅。

2016年是山东省与南澳州结好30周年。
当年9月，山东7位年轻画家赴南澳州写生一
周。带队的省美协副主席、省青年美协主席
杨晓刚表示，这次展出的作品，就是他们当
时在南澳州创作的。青年画家樊磊参加了那
次写生活动，他的几件风景小品参加了此次
展览，“因为都是那时候现场创作的，所以
作品尺幅都比较小。”

这些青年画家分别从事国画、油画创
作，题材上有的擅长人物画，有的擅长山水
花鸟。在南澳州写生的过程中，他们的艺术
触角伸展到这里的方方面面。从这次展出的
作品中，可以看到买蜂蜜的妇女，正在作画
的托尼，市场上的鱼，街边盛开的花，阿德
莱德市的免费巴士，以及南澳州的天空、远
山和森林小屋，可以很直观地了解南澳州当
地的风土民情。

此次来山东写生的南澳州艺术团也带来
了自己的作品参展。相比较而言，这些作品更
抽象，像露易丝·菲尼利《上升的好奇心》等，
充满想象的张力，笼罩着一层朦胧的梦幻色
彩，带给大家一种非常新鲜的视角。

南澳州发展部副首席执行官艾里克斯·
瑞德女士表示，2014年、2016年，山东省和
南澳州分别来到对方城市，展示自己的音
乐、舞蹈、电影等艺术，交流不断走向深
入。“今天，在这里，我看到中国画家眼中
的南澳州的样子，从中辨识出我熟悉的那些
场景，真是感到非常荣幸。现在，南澳州的
艺术家又来到山东，感受古典而美妙的文
化，更是一件幸事。”

南澳州当代艺术节总经理佩妮女士则表
示，艺术可以穿越语言的障碍，是双方交流
中最有意义的事情。“如今，南澳州艺术家
们有机会亲身体验山东的风情，我们期待

着，他们的创作成果明年在南澳州展出。”
南澳州画家沈东龙是赴山东写生团的成

员之一。他介绍，自己有一半中国血统，所
以登上飞往中国的飞机前，心情特别激动，
因为这是一片与自己有血脉亲缘的土地，有
一种要见到亲人的感觉，“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世界越来越小，但除非踏上这块土地，

体会不到最真实的那种感觉。”他说，非常
期待着与山东艺术家的对话交流，通过参加
写生活动扩大对山东的认知，更希望交到一
批新朋友。

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廷琦说，在两省州交
流中，文化交流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这次双方艺术家联袂参展，标志着双方文化

交流形式越来越活泼，内容越来越丰富，
“这几天，来自南澳州的艺术家已经先后到
济南、泰山写生，我们同样期待着，两省州
艺术家这次活动中创作的作品，明年在南澳
州举办的大型展览中展出。我们还将挑选优
秀作品出版画册，帮助双方民众进一步加深
了解，增进感情。”

“南澳州风景与印象”展在济南亮相

共画鲁澳景 同叙鲁澳情

□于国鹏 报道
5月10日下午，“南澳州风景与印象”画展在济南大舜美术馆举行，艺术家们现场进行交流。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5月15日至5月21日
5月15日19：30，省会大剧院演出“琴动好莱坞”电

影音乐视听音乐会。
5月16日9：30、14：00，省吕剧院在济南市历城区彩

石镇玉清泉村演出《小姑贤》《墙头记》。
5月16日10：00、14：00，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分别在

唐冶小学、易安小学演出儿童剧《丑小鸭》。
5月17日14：30，济南市吕剧院在市委党校演出吕剧

《逼婚记》。
5月18日，山东美术馆举办家园——— 黄格胜国画展(济

南站)。
5月18日—21日，省会大剧院演出8场加拿大手影剧

《影子梦工厂》。
5月19日10：00，“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山东省中国

画作品展”山东巡回展(临沂站)在临沂市美术馆开幕。
5月19日19：30，济南市歌舞剧院在省会大剧院演出

《我把世界来周游》民族音乐会。
5月20日19：30，山东剧院举办宫崎骏动漫视听音乐

会《天空之城》。
5月20日19：30，济南市京剧院在群星剧场演出京剧

《邓恩铭》。
5月21日16：00，济南市曲艺团在明湖居举办“好客

明湖”旅游演出。
5月2 1日1 9：3 0，省会大剧院演出京剧《西安事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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