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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着力解决民族歌剧创作中

“唯洋是举”“唯洋是从”问题

●“中国民族歌剧不是把意大利歌剧拿来，穿上中国
衣裳，贴上中国标签，唱洋调调就行。‘撒上中国佐料的
西餐’味道，这样的歌剧作品只会是观众不喜欢、立不起
来、传不下去。”

——— 文化部召开的中国民族歌剧创作座谈会上，中国
交响乐团团长关峡说。文化部部长雒树刚说：“民族歌剧
创作要坚持正确创作方向，努力攀登中国民族歌剧的新高
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满足中国人民精
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群众喜不喜欢、满不
满意、认不认可作为作品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向中国戏曲、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学习；正
确处理好民族歌剧与西方歌剧的关系，坚持以我为主、洋
为中用、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坚持继承创
新，体现时代特色，反映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影视作品合作会越来越多

●“影视作品在促进民心相通、深化文化交流方面具
有独特的优势，未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影
视作品上的合作会越来越多。”

———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说。截至目前，
我国已与15个国家签署了电影合拍协议，与新西兰、英国签
署了电视合拍协议。近年来，中外媒体机构合作创作了一批
丝路题材的影视精品力作，如中印合拍电影《功夫瑜伽》、中
捷合拍动画片《熊猫与小鼹鼠》、中俄合拍电视剧《晴朗的天
空》和中英合拍纪录片《孔子》等，受到了观众欢迎。“我们要
加强影视剧的译制播出工作，用对象国观众熟悉的语言，以
及用对象国喜爱的演员来完成中国影视作品的配音。将来
也会用适当的方式引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作品译成汉
语播出，这样对促进民心相通有很直接的效果。”

（孙先凯 辑）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5月22日至5月28日
5月22日10：00，省杂技团在德州市陵城区文化艺术

中心演出精品杂技专场。
5月22日10：00，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在济南市育贤

小学演出儿童剧《小吉普变变变》。
5月24日19：00，省吕剧院在烟台市福山区门楼镇塔

寺庄演出《姊妹易嫁》《大脚闹房》。
5月25日19：00，省吕剧院在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肖家

村演出《墙头记》。
5月26日19：30，山东歌舞剧院在剧院音乐厅举办于

涛笙独奏音乐会。
5月26日，山东美术馆举办《爱的奇思妙想——— 银座

幼教大型幼儿画展》。
5月27日19：30，省京剧院在南京江南剧院演出剧目

《八大锤》。
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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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站)在莱芜市美术馆开幕。
5月27日、28日10：30，省话剧院在亲子剧场演出童话

剧《青蛙王子》。
5月2 8日1 4：3 0，山东剧院举办《庆六一文艺汇

演》。
5月28日10：00，济南市吕剧院在济南群众艺术馆演

出《曲山艺海星乐会》曲艺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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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成功举办，取得丰硕成果，展示了美好发
展前景。我省精心谋划，积极参与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文化交流被看作是“一带一路”建
设的灵魂，我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
交流密集展开。5月8日至16日，短短两周时
间，我省先后与澳大利亚南澳州代表团、德国
巴伐利亚州代表团、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开展
了文化交流，赴意大利举办“张望水墨艺术
展”，受到广泛关注，取得显著成效。

6月中旬，按照文化部统一部署，我省
还将赴瑞典举办“2017中国·山东文化年”
的第一阶段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今年，是我省与德国巴伐利亚州结好30
周年。今年下半年，省文化厅将组织文化代
表团，赴巴州举办系列文化活动，通过形式
多样、内涵丰富的乐舞、民乐、杂技、声乐
等文艺演出以及日照农民画展览等，充分展
现山东传统文化魅力、地域文化特色、现代

文化风貌，加深两省州人民的相互了解，推
动鲁巴文化交流。

5月11日，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圣马力诺
国家馆张望水墨艺术展开幕，圣马力诺共和
国前国家元首、威尼斯双年展圣马力诺文化
部官员等出席开幕式，展览吸引了大批意大
利当地知名艺术家、收藏家、社会名流在内
的国际嘉宾观览。本次展览为本届威尼斯双
年展友谊计划“圣马力诺与中国的水墨艺术”
的展览单元，由圣马力诺共和国主办，以中西
方艺术家“参与与对话”形式举行。展览以西
方国家的视角解读中国传统绘画方式的国际
化可能性以及在当代文人画、抽象水墨等方
式之外的新探索。现担任山东省美协主席、山
东美术馆馆长的张望，作为新现代主义水墨
的倡导者，将传统中国文化精髓融于当代生
活呈现于作品之上，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开
拓了新的领域、新的语汇，充满时代感和生
气。他的作品在表现中国水墨前沿的成果的
同时，也实现了与国际潮流当代艺术的对话

与对接，是一次深层次意义上的国际文化艺
术互动。这样一次文化艺术的对话与交流，不
仅展示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妙，同时也呈现
了传统艺术探索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对优秀
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生动实
践，正诠释了文化“走出去”的意义和价值。

我省与澳大利亚南澳州也是友好省州。
1986年，双方建立友好省州关系，30多年
来，两省州友好交往稳固发展，人员往来频
繁，增进了双方的理解与友谊。南澳州1996
年派出了100人组成的阿德莱得交响乐团在
济南、青岛举办了音乐会。山东省民乐团
1997年赴南澳州演出。近年来，两省州不断
提升文化交流的层次和深度。根据两省州签
署的《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备忘录》，双
方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2014年9月3日至
13日，两省州在南澳州首府阿德莱得市成功
举办了以“聚焦山东”为主题的“澳亚文化
节”活动，这也是澳亚文化节第一次举办以
一个省份为对象的“聚焦”活动，这些包括

中澳儒学论坛、“孔子的智慧”展览、手工
艺展示、日照农民画及文艺展演等多个板
块。2016年，南澳州在山东举办“南澳州文
化周”，举办展览、电影展映等活动。双方
图书馆等文化机构开展馆际交流活动，互派
人员到对方单位进行培训学习。

前不久，南澳州代表团再次来我省访
问，我省与南澳州在美术创作、展览、出
版，设立尼山书屋、尼山书院，人员交流、
影视交流，文艺演出、艺术管理研讨会等方
面达成合作意向，决定明年在南澳州举办
“山东文化周”。

山东省文化厅厅长王磊表示，近年来，
山东省文化厅与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友好省
州积极举办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取得丰硕成
果，有力促进了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为
双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下一
步，双方将本着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原
则，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
不断巩固扩大合作成果。”

文化交流助力“一带一路”大格局
我省与沿线国家开展密集文化活动成效显著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对于泉城京剧戏迷来说又

迎来一场不可错过的精彩演出。国家京剧院
由于魁智、朱强、李胜素等名家领衔的强大
阵容，带着获得“文华大奖”的现代京剧
《西安事变》（右图），5月21日将亮相济
南省会大剧院歌剧厅。在这台现代题材大戏
中，余派、马派、梅派、裘派等京剧流派都
有特色鲜明的展示。

该剧2016年荣获我国舞台艺术政府最高
奖——— 第十五届文华大奖。这也是“西安事
变”这一历史事件首次搬上京剧舞台。

著名编剧孟冰担任《西安事变》编剧。
他为此集中阅读了40余本有关“西安事变”
的书籍和史料，感觉故事与人物在胸中喷薄
欲出，方才动笔写作。不过，创作还是花了
长达8个月的时间，随后又18次易其稿，最
终打磨出这个剧本。

剧中，名家表演自然备受关注，他们的
表现也不负众望。尤其是于魁智的唱与演俱
佳，将张学良刻画得惟妙惟肖，他自称这得
益于与张学良生前两次接触。1993年，于魁
智随中国京剧院代表团首次赴台湾演出时，
曾受邀前往张府，张学良面对这位“沈阳小
老乡”，一见如故，甚为欢喜；1996年，于
魁智带领贺寿小组远赴夏威夷，与张学良朝
夕相伴十天，谈戏说艺话故乡。艺术造诣精
湛，又能够亲身观察感受人物的言行举止，
于魁智塑造的张学良获得专家与观众高度认
可。

著名马派老生朱强扮演周恩来，在语言
上运用“风搅雪”的表现手段，将京剧唱腔
与方言口音糅合穿插，让观众在听后既能感
受到周恩来的语言特征，又能体验到京剧的
特有韵味。

著名梅派青衣李胜素扮演的宋美龄，雍
容典雅，又时尚大方，自有别样风姿。那句
掺杂着京味儿的英文“darling”，更是引来

观众会心的笑声。
王越、胡滨、吕耀瑶、朱虹等青年演员

的表演也都各具神采，都有上佳表现。
舞台呈现上，继承了传统京剧的表现手

段，注重人物内心刻画和人物间的交流。伴

奏则运用了京剧乐队加交响乐队的配置，巧
妙穿插过渡，为京韵添了不少新意。

1936年，在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在中
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
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

位将军毅然于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谏，要
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经过中国共
产党及各界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获得和平
解决，为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创造了重要历史条件。

于魁智李胜素领衔来济演出《西安事变》

□ 孙先凯

近年来，在文化展会、文化场馆中，版
画、衣物、杯具、丝巾等各种艺术衍生品随
处可见。作为包含一定艺术附加值的衍生
品，也存在着受众少、价格高、创意缺乏等
“叫好不叫座”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让艺

术衍生品走向大众，走进大众生活还需多方
面努力。

朝珠耳机、萌萌哒手机座、如朕亲临行
李牌……这些故宫文创产品着实火了一把，
并且达到了一年10亿元的销售规模。这是艺
术衍生品的魅力，也是故宫这一品牌的魅
力。目前，很多地方的博物馆都在以故宫为
榜样学习开发艺术衍生品，故宫有“皇帝亲
亲之宝”的手机座，其他博物馆就有镇馆神
兽、戏曲人物的手机座。“你做手机座我也
做手机座”，艺术衍生品虽然看起来不一
样，但创意的本质上却有雷同之嫌。

艺术衍生品是以艺术作品为基础的二次
开发，其附加值来源于艺术品。而艺术品的

价值则各有不同，其开发出来的衍生品也应
特色鲜明。在笔者看来，让艺术衍生品为大
众所接受，首先需要塑造衍生品自身鲜明的
品牌影响力。学习故宫搞衍生品开发，需要
学习的是其守着IP富矿进行开发、打响故宫
品牌的方式，而不是简单学习故宫所开发的
产品。打响自身艺术衍生品的品牌，才能激
起消费者购买的欲望。

在文化展会、文化场馆中常见的艺术衍
生品，在平时想买一件并不容易。想要让艺
术衍生品面向大众，在笔者看来，不能局限
于一定的艺术空间、针对特定的艺术爱好
者，需要拓展艺术衍生品的销售渠道。目
前，文化与休闲消费，文化与旅游融合的趋

势明显。人群聚集的休闲购物场所、旅游集
散地，都是很好的艺术衍生品展示和销售的
渠道。除此之外，网络电商渠道也不能忽
视。

一件艺术衍生品几十元、几百元甚至更
贵，也有几元、几十元的山寨艺术品衍生
品，在笔者看来其价格的区别本源自于艺术
价值，但也是品牌效应、版权保护的问题。
开发者在打造艺术衍生品品牌的同时，也需
要有可执行的政策法规保障其权益。让艺术
衍生品走向大众，需要供给高品质的产品，
也需要保护开发者的创作热情。打造健康有
序的艺术衍生品生产、销售环境，才是艺术
品市场发展、向大众普及的有效道路。

艺术衍生品更需创意创新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丝绸扎染、蓝印花布、面

塑手工……5月14日，“接棒——— 非物质文
化遗产进校园校本课程暨美术教育‘高参
小’成果展”在山东美术馆开幕，这些来自
全国各地15所中小学生之手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成品精彩亮相。

本次展览呈现从全国“非遗”校本课程
精选出来的部分教学成果，不仅展现“非
遗”转化为校本课程的成果——— 囊括了校本
课程的教材、学生的习作、非遗项目的新闻
报道，文献手稿、笔记，图片样式，原样范
本；而且还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向校本课
程转化的过程，力图全面呈现非物质文化遗
产转换过程中非遗项目的材料、工艺、图
案、拆解流程等。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教育
委员会主任、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高洪认
为“非遗”课程正是基于传承与创新的双重
任务，进入中小学课堂的。高洪说：“一方

面可以通过课程‘接棒’，使得‘非遗’得
以传承，另一方面，又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
艺术资源的现代转换，培养青少年的审美创
造能力。”

在潍坊市寒亭区外国语小学的展示区
域，摆满了小巧玲珑的风筝和精心制作的年
画。潍坊市寒亭区外国语小学校长肖秀梅告
诉记者，自2011年起，杨家埠风筝和年画开
始进入该小学的课堂。学校成立了研究团
队，与风筝传承人面对面交流，走进杨家埠
年画制作工坊学习，形成了《杨家埠文化》
和《杨家埠的年画与风筝》等校本教材。
“学生们也组织了风筝、年画技艺社团，我
们也定期邀请杨洛书等非遗传承人到学校进
行指导，非遗课程已经开始让越来越多的青

少年了解并热爱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肖
秀梅说。

今年年初，济南、德州、聊城等地纷纷
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越来越多的非遗
保护机构也开始重视与学校的联合，通过邀
请传承人现场展示、让孩子们参与互动，甚
至编写教材等方式，推动非遗在校园“扎根
开花”。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国琳认为，本次
展览展示的丰硕成果充分证明了课程的“接
棒”，使得非遗得以顺利传承，并通过非遗
资源的现代转换，培养了青少年的审美创造
能力，建立了非遗现代传承新形式的契机，
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深层次地讨论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语境中进行的体验、
传承、转换与创新。

展览开幕后，知名专家和来自全国15所
中小学的非遗项目进校园相关负责人对展览
进行了学术研讨。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
教育学院院长余丁认为，非遗如何转换为课
程还需要进一步体系化、系统化，因为每个
非遗项目和学校都各有特点，还需要按照实
际情况进行结合。在华东师范大学艺术教育
研究中心主任钱初喜看来，非遗项目成为校
本教材不能只停留在知识和方法上，非遗传
承需要创新，进入校园同样也是需要进行创
新。专家一致认为本次展览将在项目成果展
示的基础上，更加重视青少年对材料与创作
过程的认知，有利于他们思维的创新，把非
遗从碎片化和个人化的体验转化成课程体系
化和系统化的理论认知。

推动非遗在校园“扎根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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