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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戏人才培养迎来春天

●“我们以往的戏曲教育分类布局中，确实在地方戏
这一块有忽视、有缺失，投入普遍较少，人才断档严重。
人才兴则剧种兴，只有不断培养出地方戏的高质量后备人
才，才能保证地方戏繁荣发展，才能满足群众多样化欣赏
需求。”

——— 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日前出台
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戏曲教育工作的意见，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巴图说：“相关部门统筹
规划，戏曲院校结合基层戏曲院团的需求，以全国地
方戏曲剧种普查数据为基础，以世界级、国家级非遗
剧种为重点，坚持抢救和发展两条腿走路，一要提高
地方戏进入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数量，二要重
点保证主要戏曲剧种与院校戏曲专业相对应，以优化
全国戏曲专业结构布局。基层院团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量是非常大的，在供需双方联合培养、订单培养的同
时，戏曲院校还应该引导和鼓励毕业生转变就业观
念，到基层院团和戏曲事业迫切需要的地方去。正确
的就业观念教育应当成为戏曲院校德艺双馨艺术人才
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先凯 辑）

齐鲁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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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6月8日讯 今天，2017年“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
山东省文化馆举办。2016年国务院将“文化
遗产日”调整设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今年6月10日是调整后的第一个“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主题是“非遗保
护——— 传承发展的生动实践”。记者了解
到，自启动仪式开始，遗产日期间我省将组
织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活动。

文化交流成为‘一带一路’

合作的重要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地域和文化特色，
成为展示当地文化特点的重要渠道。近年
来，随着非遗保护和展示交流工作的发展，
我省文化工作者日益认识到“同行业而言，
非遗省际交流较少”的局面。为此，在今年
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特地邀请来
自“一带一路”省市的非遗项目为我省观众
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6月8日，“一带一路”非遗交流展演和
“一带一路”7省、市（自治区）振兴中国
传统工艺互动交流展在省文化馆精彩亮相。
马头琴《万马奔腾》、云南《铜鼓舞》和陕
西《华州老腔》等非遗项目，让观众体验到
了来自内蒙古、云南和陕西的非遗表演。浓
郁的地域特色，让观众眼前一亮。

在“一带一路”7省、市（自治区）振

兴中国传统工艺互动交流展上，西藏藏族唐
卡、内蒙古蒙古族皮雕技艺、内蒙古鄂尔多
斯蒙古族头饰制作技艺、海南黎族传统纺染
织绣技艺、辽宁岫岩玉雕、云南纳西族东巴
画、云南鹤庆银器锻制技艺、青海银铜制作
及鎏鑫技艺等8项非遗技艺也由非遗传承人
现场展示，观众现场参与体验，收获非遗知
识的同时也可以将非遗产品带回家。

省文化馆馆长王衍良认为：“目前，文
化交流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内容。
‘一带一路’省份非遗的展演演示，为我省
观众带来丰富的非遗文化知识，也能为我省
非遗保护工作带来经验。”

省地联动开展4100多场次

非遗活动

启动仪式上，嘉宾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群培训基地代表、县及县以下历
史文化展示“十百千”建设工程示范点代
表，2016年度山东省非遗保护十大亮点工
作、十大模范传承人代表，以及山东省省级
古籍修复站点颁牌授证。以表彰他们在非遗
保护工作中的突出成绩，鼓励他们为我省非
遗传承工作继续努力。

启动仪式后，“振兴传统工艺”非遗传
承人群研培成果展、山东省非遗保护成果摄
影作品展、县及县以下历史文化展示“十百
千”示范点建设工程成果展相继开幕，以文
字、图片、视频、实物展示等方式展示非遗
保护的多项成果。

除了省级文化部门集中组织的活动以

外，全省各地也以庆祝“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为契机，举办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
宣传活动，比如济南市举办2017年非物质
文化遗产手工艺技能比赛，青岛市举办
“中国梦 民族魂”非遗进校园曲艺专场
演出，淄博市临淄区举办二十四节气相关
知识及优秀书画展；潍坊市在成都、上海
等地举办“天工核雕·匠心百年”潍坊核雕
艺术全国巡展；莱州市举办了“莱州玉
雕”雕刻技艺大赛等，省京剧院、省吕剧
院、省柳子剧团、省艺术研究院等也将举
办一系列非遗展演展示活动。据不完全统
计，遗产日期间，全省各地共开展3 6 0多
项、4100多场次的非遗活动，参与人数达
1600多万人。

逐步形成非遗保护的

“山东模式”

近年来，我省非遗保护工作坚持立足我
省实际，坚持非遗保护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逐步摸索和形成了非遗保护的“山
东模式”，出现了非遗名录山东现象、非遗
传承山东路径、非遗培训山东探索、非遗利
用山东实践等一大批山东元素的非遗保护内
容，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迈向
深入。

在法规建设方面，国家出台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我省出台了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在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方面，全国有21个国家级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其中包含我省的潍水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我省根据自身情况设
立了9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实施
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方面，我省山东艺术
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被文化部列入中国
非遗传承人群培训试点院校，同时我省在全
国率先启动了省级非遗传承人群培训计划，
目前有6所院校参与，今年将举办各类传承
人群培训班14期，培训600多人。在非遗生产
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方面，我省有3个文化
部命名的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同时我省命名了31个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
范基地。

目前，我省共普查各类非遗线索110多
万条，共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
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8个，国家级名录173
项，省级名录751项，市级名录2778项，县级
名录7513项。我省现有国家级传承人52名，
省级传承人297名，市级传承人1820名，县级
传承人4339名，全省有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即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有
曹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9个省级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

在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中，东阿阿胶股
份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
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共有德州扒鸡
集团等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31个。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各类传统工艺类企业和
经营业户106万个，年营业收入934 . 35亿元，
利税106 . 6亿元，从业人员267余万人。先后
于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成功举办
了第一、二、三、四届中国非遗博览会，交
易额均突破400亿元，全省非遗保护取得显
著成绩。

4100多场次非遗活动集中展示非遗保护成果

“一带一路”非遗展演成亮点

□ 孙先凯

喧嚣的广场舞、飞快的轮滑、火热的象
棋摊……夏日的夜晚，博物馆门前的广场格
外热闹。热闹之余，群众对于文化生活的旺
盛需求不禁引发了笔者对于文化场馆晚间开
放的思考。

近日，美术馆在“六一”儿童节前夜组
织了一场“艺术之夜”。童年游戏、戏曲表
演、舞蹈话剧等一系列文化表演和互动节
目，让晚间的美术馆成为大人小孩的欢乐海
洋，“艺术之夜”办得很成功。

文化场馆夜间开放有没有必要？据笔者
观察，很多人白天工作，晚间空闲时间如果
能够进入文化场馆将是娱乐、休闲的好机
会。文化场馆如果能为有需求的群众提供公
共文化服务，晚间开放倒未尝不可。

笔者了解到，欧美国家的许多博物馆在
多年前已经开始尝试晚间开放。除了举办常
规的展览之外，借助博物馆文化氛围的各类
演出、音乐会、派对等活动，让博物馆在晚

间成为人们休闲的中心。
国外博物馆晚间开放可不可以借鉴？笔

者认为是可行的。但在晚间开放的过程中，
要学习借鉴其成功的经验，不能仅是“为了
开放而开放”。文化场馆晚间开放的形式不
应当同白天开放几个展览一样，应当与文化
场馆的社会教育功能相结合，适当推出寓教
于乐的“艺术之夜”活动。如果文化场馆的
晚间开放不能组织对公众有吸引力的活动，
那这种开放就变成了一种浪费。想要让文化
馆晚间开放提供更加高效的文化服务，就要
有的放矢地针对各个年龄段的群众需求，安
排相应的文化主题活动。

笔者向业内人士了解到，如果是与白天

同等规模的开放，展藏品和观众的安全问
题，人员和设备的开支问题将是两大难题。
在笔者看来，举办不同文化主题的“艺术之
夜”活动，或许能解决这些问题。首先，不
同文化主题的“艺术之夜”活动在规模上不
同于白天的开放，特定展览的开放和活动的
开展不会影响到全部展藏品的安全。其次，
成本问题也因为“艺术之夜”较小的规模而
花费不高。而且，“艺术之夜”活动可以与
社会组织联合举办。因为“艺术之夜”活动
的内容涵盖较多，可以适当引入社会力量在
展览、演出之外举办相关的现场体验、衍生
品售卖等活动。在丰富“艺术之夜”内容的
同时，减少成本的开支。

文化场馆何不来一场“艺术之夜”？

贾流远：让传统草柳编焕发“新活力”

□ 陈彬

贾流远是博兴县锦秋街道湾头村一名
普通农民，今年66岁的他有一手传统草柳
编工艺品编织的好手艺，他从17岁就从父
辈那里传承学习了这种“手艺”。在湾头
村，草柳编编织业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湾
头村是名副其实的一个草柳编编织专业
村。而贾流远由于对草柳编编织技艺的
“痴迷”和喜欢创新，使他成为村里草柳
编从业者中的佼佼者。

据了解，柳编和草编还分别入选了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山东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其

具有环保、健康、实用以及欣赏性，深受市场
青睐，并且出口到海外许多国家。

贾流远刚开始学习草柳编这门技艺的
时候，由于当时经济条件不好，他和父辈
一样，把它当做了一门“吃饭的手艺”。
在那个年代，他所编织的也都是一些类似
草鞋、凉扇、锅盖等纯实用的物品，随着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现在的人们不但喜
欢一些实用性的草柳编产品，更喜欢类似
花瓶、茶几、条屏等既实用又具有欣赏价
值的草编工艺品，把这种草柳编工艺品放
置在家里，不但能提高生活档次，而且能
够营造一种温馨和“返璞归真”的氛围。
在市场的推动下，贾流远开始对草柳编工

艺品的花色品种进行研究创新，他目前已
创新出了600余个花色品种，产品出口到日
本、韩国、美国等20余个国家，他让传统
草柳编焕发出一种具有现代时尚感的“新
活力”。

现在的贾流远已不再靠编织草柳编工
艺品“糊口”，而主要把它当做一种“与
生俱来、割舍不断”的乐趣，并且当做一
种精神寄托，这些年来，贾流远还参加了
国家、省、市草柳编工艺品的展览和比
赛，多次获奖。

上图：在博兴县锦秋街道湾头村，贾
流远(右二)在指导乡亲们学习草柳编编织技
艺。

6月12日至6月18日
6月12日19：30，山东省京剧院在梨园大戏院演出

《八大锤》《六月雪》《访鼠测字》《状元媒》。
6月13日14：30、19：40，山东省柳子剧团在烟台龙口

下丁家镇演出《观灯》《五台会兄》《墙头记》等。
6月14日15：30、19：30，山东省柳子剧团在烟台龙口

龙港街道演出《五台会兄》《观灯》《费姐》。
6月15日19：00，山东省京剧院在菏泽市东明县马头

镇梁坊行政村演出《钓金龟》《三岔口》及经典剧目唱
段。

6月16日19：30，山东省京剧院在东明县马头镇邵庄
村演出《钓金龟》《三岔口》及经典剧目唱段。

6月16日19：30，历山剧院举办历山艺享汇相声大
会。

6月16日19：30，在省会大剧院上演“天空之城”久
石让、宫崎骏动漫作品视听音乐会。

6月17日19：30，山东歌舞剧院在山东省文化馆西广
场，组织精品节目下乡惠民演出。

6月16日、17日19：30，山东省杂技团在本团演艺厅演
出精品杂技晚会。

6月17日10：00，济南市曲艺团在趵突泉白雪楼演出
曲艺专场，17日19：30在明湖居演出《开心甜沫》，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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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18日15：00，在省会大剧院上演儿童剧《七
色花》。

6月17日、18日10：30，山东省话剧院在省话亲子剧场
演出童话剧《灰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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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北韵——— 郭志光艺术作品展（山东汇
报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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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剧院明府芙蓉馆每晚19：30相声专场。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讯 5月20日至31日，“影像·初

心——— 大陆首位人文地理摄影研究生导师吴
思强教授作品全台湾巡回展”首站展览在我
国台湾省南投县成功举办。之后将在台中等
地区陆续展出，展览内容也将不断更新。

本次展览展出摄影作品分为《人文风
情》《山东佛教文化》《千手观音》和《台
湾印象》四大主题。《人文风情》系列作品
在时间上跨越三十余年，涵盖多个不同地
区，内容上涉及人文、地理、社会、历史诸
多领域。《山东佛教文化》系列作品选取山
东淄川普照寺、青岛湛山寺、汶上宝相寺、
济南兴国禅寺、枣庄甘泉寺等作为拍摄对
象，表达了作者对宗教哲学的感悟与阐释。
《千手观音》系列作品通过拍摄聋哑舞蹈演
员的表演，将美学思想进行了惟妙惟肖的影
像外化呈现。《台湾印象》系列作品是吴思
强2015年在台北101大楼举办《影像·心悟》
展览后，在台湾拍摄的作品，希望借此让更
多人了解台湾、走进台湾，推动两岸的文化
艺术交流与合作。

吴思强是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并担任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潍坊科技学院、
齐鲁师范学院等多所高等院校客座教授，
曾获得第15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优秀摄影
师奖、2016世界大学生摄影大赛金驹伯乐
奖，策划编辑我国首部《人文地理摄影丛
书》，出版《瞬间·记录》等人文地理摄
影丛书七部。

吴思强摄影作品

在台湾巡回展出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展

示当下我省学院派中青年画家的创作状态和
面貌，诠释新时代学院派笔墨精神，由济南
文华堂艺术馆承办的“墨韵文华”——— 2017
学院派中青年学术邀请展，将于6月17日在
济南华夏齐鲁文化城美术馆开幕。届时将展
出实力派中青年艺术家孙文韬、李阳、杨
斌、陈靖、陈涛、张健、毕波、赵雷的精品
力作。

学院派中青年画家学术

邀请展将亮相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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