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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可入住”的博物馆APP

●故宫博物院近日推出《故宫社区》APP，整合故宫
资讯、导览、建筑、藏品、展览、学术、文创等10余类
相关文化资源与服务形态，探索数字文化服务的创新模
式，为观众打造一个“可入住”的博物馆APP。在这
里，用户可以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子，创造自己的线上数
字生活：通过发表文章、阅读或点赞他人的文章、完成
任务等方式，用户可以获取积分，使用积分及经验值升
级自己的专属府邸，以现代的方式体验最具古典范儿的
文化生活。

———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通过这款APP，
大家能更容易、更方便地得到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动态消
息。随着线上线下的互动，人们不再仅仅是一个参观
者，而是成为故宫博物院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希望在
《故宫社区》APP里，观众朋友们可以建造属于自己的
‘故宫’。”

数码时代配音演员不应过度依赖技术手段

●“在数码时代，配音演员不应过度依赖技术手段，
而是要注重提高自身修养。声音不仅是一种富有魅力的表
达方式，也是一种能够充分表现人物性格的艺术手法。每
一句台词都是鲜活的，根据不同的背景环境会有千万种演
绎方法。”

——— 中国著名电影配音员、配音导演王蕙君说。“在
目前的数字电影时代，与‘真材实料’的胶片时代相比，
层出不穷的数字处理技术使得演员以及配音工作大大缩
水，口型吻合不上的硬伤也可以通过电脑技术修整。这对
电影配音工作及演员来说并不一定是件好事，不应过度依
赖技术，而要注重提高自身修养。配音员应以导演的创作
初衷为蓝本，充分研究演员的个性特征，利用声音与对白
来补充和完善人物形象。希望演员们在拍摄前不仅对台词
烂熟于心，对对白时的力度以及细微肢体动作也应拿捏精
准，这样才能表演出令人心动的电影作品。”

（孙先凯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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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5月29日至6月4日
5月30日19：30，济南市曲艺团在历山剧院演出情景

说唱剧《孔子说·说孔子》。
5月31日10：00，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在历下区东方

双语清华园小学演出儿童剧《三只小猪》。
6月1日9：00，省吕剧院在洪家楼第三小学演出《姊

妹易嫁》。
6月1日10：00，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在省会大剧院歌

剧厅演出儿童剧《木偶奇遇记》。
6月1日19：30，历山剧院演出儿童剧《寻孟奇缘》。
6月2日15：00、19：30，山东歌舞剧院在德州市平原

县文化艺术中心剧院演出民族乐舞剧《孔府乐舞》。
6月2日19：30，山东剧院演出开心麻花系列舞台剧

《江湖学院》。
6月2日、3日19：30，济南市杂技团在铁路文化宫演

出杂技剧《红色记忆》。
6月3日10：00，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在宝贝剧场演出

儿童剧《丑小鸭》。
6月3日15：00，济南市曲艺团在明湖居演出《开心甜

沫》鼓曲专场。
山东美术馆继续举办：大美别裁：流韵·伦彝·东

华——— 钱流、王新伦、张继东绘画作品展；爱的奇思妙
想——— 银座幼教大型幼儿画展。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简单的舞台布置，口中念念有词的演
员……导演和工作人员也不轻松，一边翻看
台词本，一边叮嘱各位演员所要注意的细
节。在山东省话剧院的排练厅里，话剧《家
事》正在进行修改提升后的联合排练。

去年，话剧《家事》登上舞台。作为山
东省话剧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所
创作的优秀作品，话剧《家事》以共产党员
家庭的“家长里短”演绎他们无私奉献的精
神。一经推出，便收获党员干部、普通群众
的认可。并且，《家事》多次走进大学校园
演出，以贴近生活的风格征服了众多年轻的
观众。

主旋律题材更生活化

话剧《家事》以全新的视角，讲述了以
洪老爷子为代表的一家三代共产党人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坚守理想信念，为社会、为他
人奉献的精神。作为主旋律题材的话剧，
《家事》从一开始就摒弃了以往类似题材说
教多而行动少的弊病，在舞台上通过展现平
实的家长里短的故事，让话剧“多一些故
事，少一些说教”，感动了观众。

此次修改提升，导演房蔚告诉记者：

“主要是修改、增补部分演员的戏份，改变
过去《家事》中生硬的部分，让主旋律题材
的话剧更加生活化，更贴近生活。”

为此，《家事》的创作人员进行了不下
15次的修改。“修改一部戏，要难过新创作
一部戏。”房蔚说，“曾经我们想完全打破
之前的故事框架来重新创作，但是效果没有
预想中的好。就延续了之前的故事，对部分
演员的戏份进行修改。”

比如，莉莉这一角色塑造得太过于理想
化。莉莉想要回青海继续支教并没有给出具
体的理由，修改后，莉莉有了要将她支教的
班级成绩带到前几名这样一个具体的理由。
对于莉莉父母反对她继续支教的理由，也由
过去怕她吃苦增加了为她婚恋大事考虑的因
素。“缺少这些细节，整个剧目虽然也算是
过得去。但增加了之后，却能给观众以更加
真实、细腻的人物观感，也让整部戏更加生
活化。”

话剧《家事》的故事情节集中在两天
内，空间集中在一个家庭中，所用的灯光、
舞美并不复杂。让不复杂的舞台呈现更加灵
活，创作人员想到了用动态的呈现去增加舞
台呈现的容量。比如，洪老爷子帮忙救火的
场景在之前是一笔带过，修改后通过灯光、
舞美等效果将火灾现场搬到了舞台上，增加
了话剧的真实感。

角色转变精益求精

在联合排练的现场，记者有机会提前
“观看”了修改后的《家事》。在现场，感
受到了几位角色的明显变化。其中，洪梅作
为洪老爷子女儿、莉莉的妈妈，这一角色变
化很大。洪梅的扮演者董旋告诉记者，“这
次是让‘洪梅’更像一位全职主妇，更像一
位妈妈。”“董旋这位演员的特点是利落、
干练，她之前在其他话剧中所扮演的都是强
势干练的女强人角色，想转变为家庭主妇，
遇到了不小的障碍。”房蔚说。

“让自己的语速慢下来，让自己的脚步
慢一拍。”董旋不停地提醒自己。如何把这
个角色演好，董旋还尝试把自己作为母亲的
感情融入到角色中。“作为党员奉献的道理
大家都懂，可是让自己的孩子去奉献的时
候，作为母亲肯定是最纠结的。”“正是这
种母性的表达、纠结的情感，让洪梅这一角
色变得更加贴近生活。”房蔚说。

去年7月，王晓丰进场成为莉莉的扮演
者。三十多场戏演下来，她和剧组中的其他
演员又去了一趟青海省海北州进行深入生活
的采风。一开始王晓丰很不理解莉莉这个角
色的设定，因为莉莉的家庭条件要好一些，
她为什么选择继续在艰苦的地方支教让王晓

丰很困惑。在和当地支教老师交流的过程
中，王晓丰说：“虽没有一个很大的事件让
我感动，但是点点滴滴的话语、动作却汇成
了一股洪流，让我感触很深。让我明白演出
要从内心出发。”

即将在全国开展巡演

《家事》剧组共有9名演员，加上舞美
等共21人。整个剧组算得上是轻兵简装，机
动灵活，这样方便了《家事》开展巡演。据
了解，自去年7月1日正式登上舞台之后，
《家事》在省内院线、高校等地开展了50余
场巡演。

此次修改提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
为《家事》排练第三组演员。房蔚告诉记
者，目前《家事》已经有A、B两组，将来
还会有C组。“这三组演员将为省内外开展
巡演打下基础，也是锻炼队伍，尤其是锻炼
年轻演员的机遇。”

据山东省话剧院院长于剑介绍，修改
提升后的《家事》将申报2018年国家艺术
基金巡演计划，计划两年内演出200场。此
外，《家事》还将成为演出季的重点推介
剧目。目前，因为《家事》“剧组小，舞
台简单”的优点，国内多家院线已有意向
引进。

话剧《家事》修改提升更贴近生活
即将开展全国巡演，计划两年内演出200场

□ 孙先凯

戏曲进校园、非遗进校园、博物馆教育
进校园……如今，一系列的艺术进校园活动
如火如荼。为学生带来艺术学习机会的同
时，也发挥了各类艺术的社会教育功能，拓
展了其传承和发展的渠道。

笔者采访了诸多走进校园的艺术老师，
他们都在讲把多少艺术活动带进了校园，让

多少学生接触到了这些艺术门类。按照他们
的考评体系，只要把活动开展就算得上完成
任务。但是对于学校和学生的反馈，进校园
活动带来的真实效果他们则不尽了解。如此
一来，艺术进校园活动和学校、学生的需求
可能不在同一条线上，出现“你讲你的，我
说我的”尴尬局面。

艺术进校园活动如何对接学校学生的实
际需求？笔者认为需要在建立文艺进校园常
态化机制的基础上，探索二者的互动模式。

笔者在与学校和学生沟通时发现这样一
个问题，众多文艺进校园活动在铺开，但这些
活动多数以“运动战”形式为主。虽然有个别
艺术机构和学校的合作坚持了下来，但大多
数受到学校和学生欢迎的进校园活动可能一
年中没有几次。艺术进校园形不成常态、成不

了系列，自然效果也只是蜻蜓点水。
互动模式的基础是满足学校学生的需

求，艺术进校园活动首先要形成常态化的机
制。笔者认为，这种艺术进校园常态化的机
制应当是由文化部门和教育部门联合制定，
在各个层级联合推广。常态化机制将为艺术
机构提供进校园的资金、资源保障，对于学
校也保证了艺术资源的稳定性。

互动模式的核心是沟通和反馈，艺术进
校园活动其次要形成畅通的沟通和反馈机
制。在互动模式中，不是艺术机构提供什么
学校和学生就接受什么，也不是学校需要什
么艺术机构就提供什么。二者需要在符合艺
术传承和发展规律，符合学生兴趣需求，符
合学校课程设置等原则下协商艺术进校园的
内容。以京剧进校园比较成功的济南市纬十

路小学为例，组织进校园的济南市京剧院和
学校都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适合京剧
的学习。如何解决其他学生对于京剧课程的
需求？两家机构合作不光成立京剧演出社
团，还以京剧的美术、手工艺、戏曲故事等
多方面成立课程，让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实际
情况选择接受课程的种类。这种互动机制推
动了京剧进校园有深度、有效果的进行。

此外，笔者认为探索艺术进校园的互动
模式还要打破艺术机构固有的进校园绩效观
念。笔者认为许多艺术机构不关心与学生的
互动，原因在于他们有“只负责送，不负责
效果”的绩效观念。只有打破这种只重数量
的绩效观念，更加看重进校园活动的实际效
果，艺术进校园的成效才能进一步的提升。

文艺进校园需要探索互动模式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崔立来 报道
一鸣惊人、一鼓作气、专心致志……5月12日，淄博市临淄区首届中小学齐国成语大赛总决赛现场，孩子们身着古装，利用情景剧等形式

演绎成语故事。据不完全统计，源于古代齐国的成语典故逾千条，齐国故都临淄堪称“成语之都”。两个月的时间里，，临淄区共有46所中小学
校近3万名孩子参与其中。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省文化厅、中

共山东省委老干部局联合印发《关于在全省
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建设老年大学艺术分校的
通知》。通知指出，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
与老年大学联合开办老年大学艺术分校。到
2020年，县级以上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将全部
开办老年大学艺术分校。

《通知》要求，开办老年大学艺术分校
以扩大老年教育供给为重点，发挥老年大学
的示范带动作用，统筹老年大学与公共文化
服务机构的经验优势、资源优势。联合共建
老年大学艺术分校与公共文化机构免费开放

任务相结合，在积极服务离退休干部学习的
同时，面向社会开放，努力为更多不同年龄
层次、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健康状况的老
年人学习提供机会。引导老年人“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发挥老年人经
验优势和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
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通知》指出，各级老年大学艺术分
校以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为建设主体，
与当地老年大学共同设立，合作办学。符
合条件的县级以上艺术馆、文化馆、图书
馆和其他适合成立老年大学艺术分校的文
化单位，要主动与当地老年大学沟通商定

办学方式、课程设置、学籍管理、师资配
备、安全保障等事宜。设立用于老年大学
艺术分校教学的固定教室和场地，具备教
学必需的硬件设备。本地区老年大学协助
艺术分校建立与本校相统一的教材建设、
课程设置、教学质量、教务管理等方面的
教学管理制度。

同时，老年大学艺术分校建设主体单位
应广开渠道筹集办学资金。在保证财政资金
投入的基础上，鼓励热心老年教育事业的社
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
捐资助学，积极吸引社会资金作为老年大学
办学资金的有益补充。

我省老年大学将开办艺术分校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惠民讯 5月20日晚，由省派第一

书记工作组搭桥，省吕剧院到惠民县苇子高
村送戏进村（上图），受到广大群众欢迎。
此次送戏下基层演出活动将持续到26日，为
惠民、无棣、牟平、福山、莱州等地的百
姓，送上消夏的传统大戏。

在苇子高村，现代吕剧《大脚闹房》立
刻吸引了观众的目光。现场欢笑声不断；反
映家庭和谐和孝道文化的传统吕剧《小姑
贤》，委婉动人的唱腔、洒脱精湛的表演，
将经典唱段演绎得如泣如诉、感人至深，让
群众在家门口好好地过了一把戏瘾。

5月21日，省吕剧院来到无棣县碣石山
镇演出时，由于天气炎热，部分演员出现中
暑的症状，却依然坚持登台，每个动作依旧
非常到位，每个表情依然表现生动。两个多
小时的精彩表演，让数百名村民在家门口过
足了戏瘾，现场笑声、掌声不绝于耳，气氛
异常热烈。

省吕剧院

送来“消夏大戏”

□于向阳 张聪聪 报道
5月19日，端午来临之际，利津县凤凰

城街道双高村龙灯队为村民送上一场精彩纷
呈的舞龙表演。该街道先后组建双高龙灯
队、西冯七巧灯队等10余支民间文艺团体，
培育“草根演员”达1000余名，经常开展各
类文体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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