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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技术深度改变艺术生态

●“网络剧井喷式发展，VR、AR、MR技术成为行
业热点，传统博物馆通过新媒体宣传吸引更多观众……”

——— 近日发布的《2016中国艺术发展报告》显示，
2016年，互联网文化正全方位地影响不同门类艺术的生
产、传播与接受，深刻改变着艺术生态。报告称，2016
年，网络剧在规范中蓬勃发展，网络视频付费模式也取得
前所未有的发展，数据显示，全年视频付费用户超过5000
万。我国网络剧创作从以往的泛化逐渐走向受众细分的差
异化路径，形成青春爱情、犯罪悬疑、古装喜剧等重点类
型，不断变更着传统影视剧的创作格局与传播方式。同
时，一些影视公司尝试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等
新技术评估指导剧本创作。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十二五’期间，国家及各地方古籍保护中心举
办‘册府千华’‘红色记忆’等大型专题展览28场、巡展
500余场、讲座600余场次。”

——— 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韩永进
说，“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国家图书馆(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将进一步提升古籍保护工作水平，继续推
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纳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生产生活的融合，促进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孙先凯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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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先凯

舞剧《齐风·甫田》入选第十一届中国
艺术节；动漫舞台剧山东梆子《跑旱船》入
选“全国基层院团优秀戏曲会演”；吕剧
《兰桂飘香》参加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
会演并荣获银奖；舞蹈《田埂地垄一片云》
入选第十一届全国舞蹈展演……记者从5月
26日召开的全省艺术创作工作会议上了解
到，2016年我省艺术创作活跃高效，作品质
量不断提升，一批优秀文艺作品入选全国展
演展示活动。据统计，自去年以来我省累计
完成新创作剧目50余个、加工修改剧目20余
个。但也存在作品与群众需求脱节的问题，
相关人士指出，文艺创作要经常性听取群众
需求。

为4829个省定贫困村

开展演出6415场

自2013年开始，我省开始实施舞台艺术
“4+1”工程，全方位支持艺术创作。2016
年，省文化厅全面总结实施情况，深入分析
问题不足，对“舞台艺术重点选题创作作品
扶持计划”“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保
留剧目工程”三个工程的实施方案进行了修
订，使扶持对象更加精准、扶持目标更加明
确、扶持程序更加规范、监督管理更加有
效。据统计，2016年我省各级艺术机构完成
了“4+1”工程评选资助，累计为28个创作
项目提供扶持资金1870万元。

去年，我省各级各类文艺单位开展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

实践活动先后举办。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创
作排演各门类扶贫题材艺术作品近百部，先
后为全省4829个省定贫困村开展演出6415
场。“一村一年一场戏”免费送戏工程累计
达5 . 8万场，较好地满足了农村群众文化需
求，推动了基层民营剧团、庄户剧团的繁荣
发展，增强了文艺基层发展活力。其中，省
直艺术院团“送戏下乡”400场次、为全省
儿童福利院和社会敬老院免费送戏1 4 0场
次，“艺术进校园”演出累计在50余所学校
演出170余场。此外，创新设立的“齐鲁大
舞台”城市惠民演出季先后完成3轮340余场
演出，为丰富省城群众演艺生活发挥了很好
的作用。

2016年年底，我省制定印发了《全省
“十三五”艺术事业发展规划》，提前规划
布局今后五年全省艺术创作生产格局。计划
通过“艺术创作全链条扶持机制”，打造推
出一批达到全国一流水平的精品剧目，解决
艺术创作“有高原、无高峰”现象。

艺术创作应当是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省文化厅副厅长张桂林认为，全省艺术
创作生产呈现出积极向上的良好发展势头，
但也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剧目轻人才、
重申报轻实施、重生产轻市场、重形式轻内
容”等问题与不足。

“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资助项目提升目标
不明、艺术追求不高，满足于请三五个专家
简单一讨论，请个有点名气的导演简单排一
排。”张桂林指出有些文艺单位“重申报轻

实施”，“结果重新立上舞台后，新剧目与
原剧目相比，只是改了部分台词、调了几句
唱腔，重做了一点舞美和服装，没有大的根
本性改变和质的提升。”

此外，受多种因素影响，我省文艺院
团，特别是省、市级文艺院团市场意识普
遍不强，艺术创作与观众需求脱节，把全
部精力用于“精品大戏”的创作，面向市
场、为观众量身订做的作品较少，文艺作
品市场竞争力不强，“出生即死亡”的现
象比较普遍。张桂林认为，这是因为部分
文艺院团对两个效益的理解不充分、不准
确，“强调社会效益，甚至借口社会效益
而对经济效益不闻不问，不能正确处理两
个效益的关系。”张桂林说，“正确的艺
术创作道路应当是强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双丰收。”

张桂林认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正
视这些问题，比照自身存在的问题，在接下
来的工作中重点克服苦难，解决问题。下一
步，要坚持艺术创作中心环节，大力抓好关
键重大题材和优秀传统文化题材创作。持续
推进“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
动，狠抓专业艺术人才培养，努力推动我省
艺术创作繁荣发展。

群众需求是文艺作品的最终依据

目前，全国文艺评奖大幅压缩，我省文
艺评奖也只保留了三年一届的山东文化艺术
节这一平台。除此之外，不再组织举办全省
性专业艺术评比活动，而主要通过组织举办
展演展示和文艺评论、专家研讨等方式，指
导各地、各艺术院团，树立正确创作导向，

提升作品创作质量。
如何发挥艺术评论在艺术创作中的作

用？张桂林认为，要建立起“专业评奖、专
家评论和群众反响有机结合”的文艺作品评
价体系。“专业评奖是权威认可，清晰明
确；专家评论是学术把关，理论性强；群众
反响是最终标准，更是院团谋求发展资源、
艺术作品实现自我价值的最终渠道。三者共
同 构 成 文 艺 作 品 评 价 体 系 的 鼎 立 ‘ 三
足’。”

张桂林建议各级文化部门、艺术院团要
像抓创作一样抓评论，特别是要适当前置
评论。在剧目创作之初，就邀请评论专家
介入，对剧目题材选定、主题确定提供专
业指导。在剧目排演过程中，可召开座谈
会，让评论家与主创团队面对面交流，对
作品进行点评。这些有的放矢的批评，使
创作具有可塑性，有利于保证艺术创作具
备较高质量，帮助艺术家提升创作水平、
打磨艺术精品。

群众是文艺工作的服务对象，群众需求
是文艺作品的最终依据，群众口碑是评价文
艺价值的最高标准。张桂林认为，要重视以
市场反应为代表的群众反响。“院团开展艺
术创作，要更加关注以普通观众、文化经纪
人和演艺院线、文化媒体为代表的群众意
见，探索建立全过程式的群众参与艺术创作
的研讨论证机制，经常性听取群众需求。”
以丰富多彩、可看性强的演出类剧目拓展演
出场、提升演出收入，蓄积更多发展资源。
还要注意设立观众维护机制，利用各种契
机、通过各种平台，努力建立、持续维护好
与观众的互动关系，努力培育相对稳定的观
众群体。

去年以来，我省艺术创作活跃、质量不断提升，但也存在作品与群众需求脱节问题，相关人士指出———

文艺创作要经常性听取群众需求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六年前，作家莫言与山东

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教授李云涛一拍即合，计
划把小说《檀香刑》改编成歌剧。近日，民
族歌剧《檀香刑》即将上演的消息，引发广
泛关注。莫言作诗为贺：“一曲高歌动九
霄，檀香郁勃气缭绕。兴叹今朝山河好，谁
知当年泪如潮。”

小说《檀香刑》出版于2000年，据莫
言介绍，《檀香刑》和《红高粱》一样，
都是根据历史真实发生的事件改写的。
《檀香刑》主角孙丙是在近代史志上能查
到的农民领袖。当德国人把山东半岛当作
他的殖民地，修建一条以掠夺为目的的铁

路时，当德国人对百姓的庄稼、坟墓进行
破坏的时候，他带领忍无可忍的农民开始
起来反抗。“我作为一个高密人从小就听
到过这个故事，很想以艺术的形式将其表
现出来，这个念头在脑海里存在了好多
年。”莫言说，“他们的斗争是可歌可泣
的，《檀香刑》也成为了一部弘扬爱国主
义主旋律的作品。”

莫言和李云涛共同为歌剧《檀香刑》编
剧，陈蔚执导。在此之前，莫言的多部作品
曾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但这是莫言诸多优
秀文学作品中首部改编为歌剧的作品。据导
演陈蔚介绍，歌剧《檀香刑》运用山东琴书
这种传统说唱形式与歌剧构成双重叙事结

构。歌剧部分，从旋律、和声等方面吸收了
地方戏曲茂腔的艺术特色，突出了民族元
素。陈蔚认为，歌剧《檀香刑》呈现了三大
特点，即中国气质、地域特色和当代审美。
“其中，中国气质是这部歌剧的主题。”陈
蔚说。

“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就从地方
戏曲茂腔中吸收了很多元素。创作时就有
一种声音一直在我耳边缭绕。”莫言说，
“作家和艺术家受到文化潜移默化的影
响，变成了他创作的原动力，呈现出来的
东西肯定不一样。在民族歌剧《檀香刑》
中，我们会在恢弘的音乐中听出熟悉的音
符a。我想，不管是写小说和创作歌剧，我

们都从民间获得了丰富的营养。”莫言认
为，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的重要的保
障，就是要源源不断、孜孜不倦地从民间
文化中吸取营养。

作为这部小说的原创者和编剧之一，莫
言非常期待能在舞台上看到这部恢弘的大
戏。“演员们天天都是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
磨，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调整，自己能体会
到他们的辛苦，能够体会到他们在这个辛苦
过程中的喜怒和幸福感。歌剧艺术是迷人
的，它的迷人就在于它的每一次演出都是一
次新的创作，在每一次演出和与观众的交流
中都会获得新的灵感。”莫言期待歌剧首演
时自己能坐在台下热泪盈眶。

歌剧《檀香刑》引发广泛关注
莫言：文学艺术要源源不断地从民间文化中吸取营养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临沂讯 由大众日报、山东师范大

学主办，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临沂市文广新
局承办的“新现实主义水墨研究展”巡展首
站展览，5月27日至6月10日在临沂市美术馆
举行。展览展出山东师范大学当代水墨艺术
研究中心28位艺术家创作的58幅精品力作，
集中展示了我省艺术家在新现实主义水墨艺
术方面的最新探索和成果。

“新现实主义”水墨艺术创作理念的提
出者，是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张望，他现在
同时担任山东美术馆馆长、山东省美协主
席。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他不断探究和
寻找传统水墨艺术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的可
能性。张望认为，美术创作一不小心就容
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些现实题材的创作，
常常落入窠臼，摆脱不了概念化、模式
化、套路化，而有些年轻人为了摆脱这种
困境，又容易走向个人表达的另一个极
端。他希望可以把二者的长处结合起来，
在艺术创作中，能够既充满关注现实的情
怀，又不失艺术表达的个性。在这种思考
中，“新现实主义”的内涵渐渐丰满。张
望说：“概括而言，新现实主义水墨艺术
应该具有四个清晰的特征，即新的人文关
怀、新的社会形态呈现、新的观察视角和
创新的语言表达。”

在张望看来，“新现实主义”水墨艺
术，并非一个非常玄虚或空洞的概念。恰恰
相反，里面蕴含着可以描述又可以感知的
丰富内涵。这一创作理念的提出，吸引来
一批志同道合、艺术趣味相近的艺术家。
在相互交流与切磋中，有了如今“新现实
主义水墨艺术”的丰硕成果。这些艺术家
们通过多种题材、多种角度的创作，呈现
当代水墨艺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新语
言、新生态、新方向。在对水墨艺术深度
思考的基础上，倡导并实践着“新现实主
义绘画”理念的艺术家们，视野早已超越
对现实场景的简单再现，他们不断尝试新
的观察角度，创新水墨艺术的语言、材料
和技法，从而丰富和延伸了水墨的艺术表

现力，赋予水墨艺术以时代的新意和独特的
学术价值。此次展览展出的“新现实主义水
墨”作品，既体现出传统水墨艺术的含蓄
美，又兼具对当下生活的丰富想象和直率表

达，从中既能体味到传统艺术的情感与韵
味，又能深刻感悟在传统文化涵育下，水墨
艺术创新发展的广阔空间。

艺术家们还举办了新现实主义水墨研究

学术研讨会，梳理水墨艺术的流变，探讨水
墨艺术发展的多种未来可能性。

临沂站展览结束后，还将在潍坊、东
营、菏泽等地举行巡展。

“新现实主义水墨研究展”展示水墨艺术新理念

□李伟伟 宋静 报道
5月31日，利津县举办“中国梦·校园情”传统文化校园艺术节活动，喜迎“六一”儿童节。该县注重传统文化教育，通过开开展“经典作

品诵读”“弟子规课堂”等活动，拓宽学生的国学视野，增强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6月5日至6月11日
6月5日19：30，山东省话剧院在百花剧院演出《家

事》。
6月9日19：30，历山剧院举办历山艺享汇相声大会。
6月9日、10日、11日19：30，山东省杂技团在省杂技

团演艺厅演出精品杂技晚会。
6月9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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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10：00，济南市曲艺团在趵突泉白雪楼演出

曲艺专场，10日19：30，在明湖居演出《开心甜沫》，11
日10：30，在济南市群众艺术馆多功能厅演出“曲山艺
海——— 星乐汇”周周演系列曲艺专场。

6月10日14：30，济南市吕剧院在群星剧场演出吕剧
《桃李梅》。

6月10日19：30，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演出《铮
语——— 王中山古筝交响乐音乐会》。

6月10日19：30，山东省京剧院在山东省文化馆演出
京剧经典唱段及折子戏《拾玉镯》、《赤桑镇》。

6月10日、11日10：30，山东省话剧院在亲子剧场演出
儿童剧《丑小鸭》。

6月11日10：00、15：00，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在宝贝
剧场演出儿童剧《青蛙王子》。

6月9日—7月2日，山东美术馆举办“南风北韵——— 郭
志光艺术作品展(山东汇报展)”。

6月9日—6月29日，山东美术馆举办“纪念山东美术
馆建馆40周年馆藏精品陈列展之五年馆藏油画精品(201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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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炊
烟——— 山东美术馆馆藏年画、剪纸精品展”；山东美术馆
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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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奇思妙想——— 银座幼教大
型幼儿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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