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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山东省首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

验交流大会日前在济南举行。会议期间，除全省17市代
表深入交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好经验好做法外，
还邀请来自北京、河北、江苏等18个省区市代表参加。
这次活动，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展示了山东省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实践。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将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生产生活，为推动优秀齐鲁文化实现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一份特别助力。

活动中，全省各地来自社区乡村、学校、医院、企业
等组织和单位的代表，讲述分享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经
验、心得和鲜活的故事，可以切实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涵
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硕成果，可以深刻感受到优秀
传统文化是如何丰富和提升了一个人乃至一个社区、一个
单位的文化层次和思想境界。

山东省尼山书院任蒙介绍，作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
一个新平台，最大的感受就是知行合一、行为关键，把古
圣今贤的传统和成果与群众日常生活相结合。山东省创新
推动“图书馆+书院”模式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截至
今年2月，山东省内公共图书馆已全部建成尼山书院，乡
村(社区)儒学讲堂达到9200多个，举办各类活动逾4万场
次，参与群众超500万人次。

各级党委政府综合发力。菏泽市政协副主席孙凤
云介绍，菏泽市以民革菏泽市委和致公党菏泽市委为
主要牵头单位，先后动员菏泽当地的爱心企业家捐款
数百万元，在2014年至2016年连续举办了六届大型传统
文化公益论坛，受众多达15万余人次。“通过传统文
化论坛的教育，一个个不孝之子终于回头，一对对感
情破裂、形同陌路的夫妻冰释前嫌，一个个濒临破碎
的家庭和好如初。市直机关普遍开展传统文化讲座。
例如，市中医院正在把传统文化引进医院，并已经开
始分批分期将医护人员送出去封闭学习，通过学习培
训，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得到了明显提升，医患矛盾
有了明显改善。”

在这方面，寿光市也有丰富经验。寿光市传统文化宣
教中心主任王茂兴介绍，该市通过开办“道德大学堂”，
着力弘扬传统文化。其中，有一项内容，是抓好结婚青年
的婚前教育和离婚人员的辅导。该市以传统文化志愿者讲
师团为主体，组建了170多人的婚姻家庭志愿者辅导中
心，分为14个小组开展工作。“从今年1月10日开始，每
天接待离婚夫妻近20对，经志愿者苦口婆心的劝导，劝合
率近40%。”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生态建设也找到了很好的结合
点。茌平县韩屯镇党委书记商程鹏介绍，学习传统文化净
化心灵的同时，镇上还开展“丢掉的是垃圾、捡起的是品
质”活动，“结合酵素技术，将建筑垃圾，厨余、秸秆等
按一定比例混合发酵，制作成海绵式永续性土壤，既解决
了土壤板结问题，告别了农药、化肥、除草剂等，同时把
垃圾变废为宝。”

学校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通过把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实际的教育教学行为中，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内
化到学生心中。齐河县三中利用校园广播在课下、放学、
用餐等时段播放德音雅乐，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感受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三年的实践，学生在校园内的坐、
立、言语、行为都变得儒雅谦和。

肥城慈明公学是一所全日制私立学校，校长刘秀霞介
绍，通过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就是“本性教育”，培养
学生“知行合一”，“我们还特别提倡社会实践教育，因
为传统文化贵在力行，通过德育素质实践周等活动，培养
合格人才。”

医院等单位也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获益。菏泽市中
医院院长郝敬忠说，该院组织全体医护人员学习，并分批
次组织集中培训，还曾组织中层护士长35人赴山西垣曲、
曲阜、河北饶阳进行为期七天的封闭学习。“学习传统文
化的目的不仅仅是让职工受益，更重要的是通过职工正面
传播能量，提高服务质量，促进医患和谐，让更多患者受
益。”

还有众多民间机构也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力
军。淄博正心学苑传统文化教育中心袁立君说，学苑同仁
足迹遍布都市与偏远的乡村，甘作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
“愚公”。截至目前已面向社会举办传统文化学习班等
200余期，直接受益者约3万人次。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5月18日是第41个“国际博物馆日”，今
年主题是“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
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重点关注博物馆的
角色，体现博物馆如何使社会受益。

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山东
博物馆通过公益性文物鉴定活动、年度重磅
大展、互动主题活动和流动博物馆四大亮
点，向公众全方位展示文物之美。在突出体
验和互动参与的同时，让博物馆走进生活，
让公众从文物中感悟中国智慧。

知名专家免费来鉴宝

5月18日上午，山东博物馆南广场西南
角有不少收藏爱好者在排队参加“公益性文
物鉴定活动”。记者在现场发现，不少收藏
爱好者携带自己珍藏的宝贝来请文物专家鉴
定藏品的真伪、时代，并且咨询文物收藏的
有关知识及文物保护法律法规。

据了解，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五位故宫博
物院知名文物鉴定专家。他们分别是珐琅
器、漆器类文物鉴定专家陈丽华，铜器类文
物鉴定专家丁孟，书画类文物鉴定专家杨丹
霞，玉器类文物鉴定专家徐琳、瓷器类文物
鉴定专家陈润民。

专家在鉴定过程中向收藏爱好者答疑解

惑，更多的是普及相关知识。虽然前来鉴定
的“宝贝”不少，但真正有收藏价值的并不
多见。相关专家表示，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
收藏中需要有一定的知识指导。记者了解
到，山东博物馆举办公益性文物鉴定活动已
经有七年时间，在提升收藏爱好者文物鉴赏
水平的同时，也增强了全民文物保护意识，
指导了民间收藏的健康发展。

明代官窑瓷器惊艳亮相

“世界博物馆日”当天，山东博物馆将
联合故宫博物院、江西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
所举办《御窑·皇家——— 明代官窑瓷器
展》。展出故宫博物院、景德镇陶瓷考古研
究所、山东博物馆极具代表性的明代官窑瓷
器200余件。展览是近30年来全国规模最大、
展品最丰富、最为精美的明代官窑瓷器展。

《明代官窑瓷器展》以时间为序，展出
了明代早、中、晚三期具有代表性的瓷器精
品。在展览设计方面，将来自故宫博物院的
皇家收藏、来自山东博物馆的传世收藏与来
自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御窑出土品进
行对比展出，让观众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出皇
家正品、传世品与落选品的区别，更好地了
解明代官窑瓷器，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展览中最大的亮点是将展出景德镇出土
的御窑瓷器——— “成化斗彩鸡缸杯”(半成

品)。今年是丁酉鸡年，成化元年同样也是
鸡年，这件特殊的展品为观众带来一种不一
样的时空体验。据专家介绍，此次展出的
“鸡缸杯”虽是一件半成品，但其釉下青花
已全部完成，经高温烧造所得，足以展现明
成化斗彩鸡缸杯的基本风貌和神韵。

本次展览中有相当数量的大件器物，比
如明洪武釉里红折枝桃缠枝菊纹盘，口径约
46厘米。这种口径近半米的大盘在展出时既
要让观众看清楚它的全貌，更要特别注意文
物的安全。山东博物馆工作人员为大件器物
特别设计制作了辅助展具，在保证文物安全
的同时，也可以让观众更好地看清文物的造
型和纹饰。

作为山东博物馆献礼“国际博物馆日”
的重磅展览，展览中还向观众展示了明代不
同时期的官窑瓷器珍品，如明洪武釉里红缠
枝牡丹纹军持，其造型独特，纹饰色彩纯
正，堪称洪武釉里红瓷器中的珍品。又如明
永乐甜白釉罐，瓷器胎体薄如卵壳，白釉甜
润具有白糖的色泽，前人对这种白釉较形象
地称为“甜白”，为一代绝品。同时展出的
诸如明宣德青花螭龙纹蟋蟀罐、明正统青花
龙纹大缸等景德镇考古出土瓷器珍品，向观
众传达了不同的关于明代皇帝的精彩故事。

社会教育活动丰富多彩

随着时代的发展，博物馆逐渐成为公众
获取知识、感受文化、寓教于乐的时尚之
地。近年来，山东博物馆打造了多项公益活
动品牌。

在“世界博物馆日”当天，两场体验活
动在山东博物馆内举办。“塑变柔美，浴火
天青——— 素胎勾青花瓷艺体验活动”，将带
领参与者全方位了解中国青花瓷。参与者在
老师的带领下，运用烘托主题的方法装饰预
先准备好的青花瓷盘素胎，感受其独特的色
调美、纹样美以及匠心工艺。瓷盘素胎绘好
青花后，回窑烧制成独一无二而又永不凋谢
的青花瓷盘。在“书写‘好’文化——— 字里
行间学论语”活动中，参与者制作了论语经
典名句乙瑛碑体标红帖，既可以在阅读描写
中感悟论语中所蕴含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
值观，感悟中国书法艺术，又可将描红帖作
为研学旅行纪念带回家。

在开展体验活动的同时，流动博物馆也
走进了学校、社区。5月18日当天，山东博
物馆流动博物馆走进“西营镇小学”，把国
际博物馆日丰富的活动带到中小学生身边，
宣传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把山东博物馆更
多、更优秀的历史文化带进学校。此外，流
动博物馆还开到了文庄公租房社区。更多、
更优秀的历史文化走进社区，参与社区文化
建设，让社区居民都能了解博物馆，爱上博
物馆。

全方位展示文物之美，突出体验和互动参与

山东博物馆走进公众生活

□ 张丽军 妥东

2016年底，李宗刚教授主编的《郭澄清
研究资料》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这
部五十多万字的研究资料汇编，对郭澄清的
个人创作、评价研究等方面作了细致的勾
勒，反映了郭澄清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基
本面貌。《郭澄清研究资料》的编选让研究
者重新关注到这位被文学史忽略的著名作
家，重新认识和定位郭澄清之于当代中国文
学史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作为一位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名的作
家，郭澄清的文学创作代表了当时文学的发
展变化，呈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从创
作实绩来看，郭澄清是继赵树理、柳青之
后，在中国社会变革中践行“为人民写作”
宗旨的卓然独立于时代的当代文学家。郭澄
清的短篇小说成就甚大，有很多值得新世纪
作家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从发行、传播、以
及读者的接受层面来看，郭澄清的长篇巨著
《大刀记》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这样
一位在上世纪50—70年代成长起来的最具代
表性的山东作家，在当代中国文学史叙述中
却被一再忽略，这是需要引起我们思考的。

事实上，自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兴起，
尤其是当代批评界受到海外汉学的影响以
来，很多现当代文学历史上被忽略的作家也
被重新发掘。有不少读者和研究者也渐渐注

意到了郭澄清之于当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2005年，《大刀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
版；2014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大刀
记》在各大卫视热映。这在很大程度上，使
得郭澄清的作品得以再次呈现在读者的视野
中，掀起又一次阅读和研究郭澄清文学作品
的热潮。事实上，像《大刀记》这样的上世
纪50年代的红色经典得以重返当代文学的阅
读场，为新世纪研究者和读者提供新的阅读
体验和对话契机。

值此之际，李宗刚教授主编的《郭澄清
研究资料》出版，可以说是一件非常有价值
的系统性工作。它对我们了解郭澄清的创作
发展，以及如何深入历史语境，结合作者当时
的创作条件和创作背景构建一种新的对话关
系，从而发掘其创作的新的价值和意义等都
提供了非常详细的参考。该书分为上、中、下
三编，从个人、研究者的研究以及作者的创作
手稿这三个方面呈现作家个人背景及其作品
研究和接受状况。正如编者在前言中提到的，

“为了便于读者对郭澄清研究有个清晰的了
解，在编选过程中，我们把郭澄清研究资料分
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郭澄清文学道路；第
二部分是郭澄清文学研究；第三部分是郭澄
清手稿。”《郭澄清研究资料》基本上汇集了郭
澄清的主要研究成果和个人的自述性质的资
料，做到了全面、详细、精致、准确。

《郭澄清研究资料》开篇收录的由郭洪
志与其爱人梁临平合作撰写的《舍命追求文
学梦 根植泥土颂人民——— 回忆父亲郭澄
清》一文，在对父亲浓浓的怀念和追忆中勾
勒出郭澄清平凡而伟大的人生道路，为这本
“拓荒之作”奠定了温情的基调。上编收录
的郭澄清自传及其发表的文章以及同代人不

同的评价，不仅提供了必要的时代语境和话
题，也为我们相对完整地把握郭澄清的人生
道路以及创作背景，从而建立对话、评价标
准等提供了比较直接的参照。从郭澄清本人
在自传中所回忆的个人经历来看，他的文学
创作道路十分曲折。他在当时艰苦的创作环
境中，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写作
去歌颂时代。可贵之处在于，郭澄清用生命
所坚守的写作，在强大的外力逼迫之下，依
旧保留了自己的个人表达，坚守住自己的创
作底线。这一点在那个时代正是一位优秀的
创作者所具有的、超越时代的精神品质。

中编主要收录的是郭澄清的小说研究，
包括同代人的批评和历代学者的研究资料。
自1959年到2016年，《郭澄清研究资料》将
近60年的郭澄清研究在不断拓展新思路、新
方法的发展过程中，也清理出一条文学批评
方式方法的演变轨迹来。郭澄清小说研究主
要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上世纪50—70
年代普遍侧重主题和人物形象研究，而自上
世纪80年代起，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研究方
法开始趋向多元。新的研究方法，如审美、
民族化、政治伦理、国民性、影视、乡土性
等理论思路，被不断地运用到小说研究中。
这对郭澄清文学艺术价值的发掘起到了相当
重要的作用。其二，郭澄清小说研究，一个
非常突出的特点是短篇小说的研究成果要好
于长篇。近60年的小说研究中，最有突破性
的研究成果几乎都集中在其短篇小说上。而
长篇小说的研究则比较集中，几乎大多数的
研究都是基于《大刀记》的，除此之外只有
少数的研究，如对《社迷传》、《龙潭记》
的讨论。尽管围绕着《大刀记》这部长篇小
说的研究数量较多，但关于郭澄清本人创作

方式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却一直以来未能深
入。尤其是郭澄清的创作积累以及他个人所
处的时代环境以及价值立场，很少有研究者
注意到其中蕴含的资源。这或许也是郭澄清
一直被埋没的重要原因，研究者还未能清理
出其内在的脉络和缘由。

下编主要收录了作者的《大刀记》《纪
晓岚演义》以及作者的通信手稿，这是让研
究者和读者比较喜欢的部分，是主编的艺术
匠心所在和该书独具特色之处。手稿可以比
较直观地体现作家的小说创作过程，从修改
到成熟，再到付诸于笔墨，作者与作品的每
一步都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字体的变化，往
往就能捕捉到作家在创作时复杂的情况。这
是一个创造性过程，因而观赏其成果，不但
可以从欣赏笔迹的愉悦层面出发，也可以在
欣赏作者的“删改”过程中，看到作家的取
舍、拿捏以及营造故事的能力等。郭澄清的
笔迹特别工整，在翻看其《大刀记》的创作
手稿时，我们会相当惊讶，这样一部百万字
的长篇小说，竟从他的笔间誊写了五遍之
多，而且前后没有代笔，均是自己一个人仔
细地誊抄修改。但也有稿件笔迹相对凌乱
的，我们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在写作中经历
病痛的折磨时惊人的毅力。

总之，《郭澄清研究资料》不论从内容
还是其编选的角度方式，都弥补了郭澄清研
究中系统性的研究资料匮乏的局面，从整体
上呈现了各个时期郭澄清研究的全貌。重新
发现和解读郭澄清的文学创作，既为我们重
返历史文本提供了审美路径，也为当下批评
与历史文本、现实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为
当代文学史的重新书写提供了新的精神契机
和新的精神资源。

郭澄清之于当代文学史的独特价值
为当代文学史的重新书写提供了新的精神契机

□记 者 孙先凯
通讯员 李 峰 张卫堂 报道

本报高青讯 在高青县马扎子黄河风景
区，马扎子庄户剧团团长石秀祥和他的团员
们忙着扎戏台、化妆、布景、调试音响……
最近一段时间，几乎每一天他们都要来黄河
边上热闹一番。剧团里有签约演员，有附近
村爱好曲艺的村民，只要你敢唱想唱、会跳
想跳，都可以上台“露一手”。《小苹
果》、二人转、大秧歌，人群越聚越多，黄
河滩变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

67岁的石秀祥，担任过二十多年的村干
部。退休后，便专心经营他的“乡村大舞
台”。每到农闲时节他走街串乡为人们张罗
各类庆典事宜，娶妻嫁女、老人祝寿、小孩
生日、子女升学，他都会上门服务，助兴添
彩。粗算下来他一年要下乡演出150多场。
除了在高青本地，他沿着黄河大堤，把欢声
笑语送到惠民、邹平、齐河、滨州等地。在
石秀祥的日记本上，演出订单已经排满，二
十四田家庄，二十五李子镇，二十六田镇汇
演，二十八青城汇演……

从小接受戏曲熏陶的石秀祥，小时候就
跟着老人们唱戏、拉弦，后来便登台唱戏。
青衣花旦，吹拉弹唱，导演主持，他样样拿
手。一首新歌，只要听三遍他准能学会。
2015年，他投资3万多元，更新了音响设
备，一些有名气的庄户演员也加入到他的团
队，团队成员达到三四十人。除去包场演
出，很大一部分是义演。每隔一段时间他会
组织团员到敬老院、乡村文化广场、马扎子
景区免费唱戏，“黄河滩大剧场”声名远
扬。

高青：黄河滩上的

马扎子庄户剧团

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生产生活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省作协与济南市城市园林绿化局共同

建立的山东作家济南园林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在济南城市园
林规划设计院举行。

山东作家济南园林创作基地是省作协在全省城市园林
行业建立的第一家作家创作基地。创作基地启用之后，将
经常性地组织山东优秀作家深入园林绿化生产生活一线，
开拓视野、激发灵感、挖掘素材、提炼形象，创作精品佳
作。同时，还将通过主题征文、文学评奖、文学名家报告
会、文学创作座谈会、作家作品研讨会、文学培训班等形
式，为济南园林绿化行业培养文学人才、提高文学队伍水
平。

自2013年开始，省作协着手探索建立山东作家创作
基地，先后建起了山东作家沂源创作基地、济南铁路局
创作基地、黄河口创作基地、单县创作基地、兰陵创作
基地等，打造了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定期开展文学采风
活动的长效机制和有效平台，取得明显成效。

山东作家济南园林

创作基地揭牌

□记者 逄春阶 报道
本报讯 作为国内设立最早、影响较大的诗歌专业奖

项，《星星》诗刊2016年度奖日前揭晓。我省诗歌评论家
燎原凭借《昌耀评传》获得年度诗歌评论家奖，大学生诗
人蔌弦和诗人哑石分别获得了年度大学生诗人奖和年度诗
人奖。

燎原现为山东威海职业学院教授，出生并长期生活
于青海，1992年移居山东威海工作至今。主要从事现当
代诗歌批评、当代重要诗人个体的研究。享誉诗歌批评
界的是《海子评传》《昌耀评传》。此次获奖，评委会
给予燎原的授奖词是：“燎原用独立、客观的学术良知
体悟复杂幽微的诗歌经验，并用恢弘的气度、丰沛的内
容以及小说般的悬念，精准、明晰、严谨地叙述和评介
了诗人昌耀。他独特的文化关注和阅读选择，赋予诗歌
评论以‘开放性’，实现了语言和生命的组合与互通。
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诗歌评论者，没有寻求真相的疼
痛与苦楚，是很难写出有思想和力度的诗评来的，燎原
是这个时代诗歌的痛感神经。”

我省作家燎原

获得“诗歌评论家奖”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5月13日至14日，青岛市2017年新壹百创意“市集”分别在五四广场和新壹百创意文化产业园举办。100多名创意达人将自己的作品以“市
集”的形式展销。最时尚的文化体验、富有民俗风情的手工艺术品，以及机器人、插花、布艺等，吸引了近千人来到现现场“逛市集”。

创意“市集”


	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