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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题材创作还应“不负好时光”

●“应当看到，今天也出现了一些只是展示私人生
活、个人想法的剧，我认为，这不是现实主义，这可以说
是对现实题材创作的一种倒退。”

——— 导演毛卫宁说。“即使现实题材影视创作进入了
一个黄金期，但当今影视创作中一些‘伪现实’‘伪精
品’现象仍然存在，它直接影响到现实题材作品的严肃性
和权威性，有的更亟待反省和改进。”

青春电影不妨多些励志

●“这些青春片的特征是‘怀旧’和‘感伤’，更像
是以过来人的眼光回望青春，受众也并非正当青春的少男
少女，而是普遍年龄偏大。”

———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说。“一部影片能否大
众化、市场化，不只取决于题材，也受制于内容、元素的
广度。可以肯定的是，将青春、励志尤其是竞技题材相结
合，将会放射出别样的光芒，也足以自成一类。”

（孙先凯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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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先凯

我省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文化志愿服务，通过政策引导、打造品牌、壮
大队伍等一系列措施，充分调动了广大文化
志愿者的积极性，取得显著成效。5月16日，我
省成立山东省文化志愿服务中心，并开通山
东省文化志愿服务网站，推进文化志愿服务
管理体系制度化、运行机制规范化、服务开展
常态化，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水平。

完善文化志愿服务政策制度体系

记者了解到，截至5月底，全省县以上
文化志愿者组织机构达到25500个，注册文化
志愿者30 . 6万余人，年服务群众8500万人次，
有影响力、知名度高的文化志愿服务品牌项
目达到80余个。在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国琳看
来，尽管各地组织开展了经常性、多样化的文
化志愿服务活动，但在志愿者和活动管理上
主要还是以松散式、项目式为主，制度化、规
范化程度不高，连贯性不强。“下一步，要从活
动组织、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加强管理指导，
进一步推动文化志愿服务常态化开展。”

今年初，依据文化部《文化志愿服务管
理办法》，省文化厅印发了《山东省文化志
愿服务实施办法》，明确了文化志愿者队伍
的目的宗旨、主要职责、人员条件、吸纳对
象、招募方式、组织机构、权利与义务以及
退出机制等，为开展好文化志愿服务提供了
基本遵循。各地、各单位也都从本地区、本
单位实际出发，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办

法。
对照《山东省文化志愿服务实施办法》

和实际情况，临沂市制定出台了《文化志愿
服务实施办法》，形成了文化志愿者管理、
服务活动开展及保障等相关制度体系。但从
全省来看，文化志愿服务政策制度体系还不
完善，各文化单位已形成的规范、标准等差
别较大，不利于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下一
步，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家和省文化
志愿服务管理办法要求，建好用好统一要
求、科学规范的工作平台，健全管理制度和
运行机制，建立统一的运行规范和工作流
程，完善保障措施。省文化厅要求，各地要
依照《山东省文化志愿服务实施办法》，研
究制定符合本地工作实际的具体实施方案，
积极鼓励所辖公共文化单位、文化场馆开展
机制创新、制度创新。

建立健全文化志愿服务激励制度

文化志愿服务不仅是送到群众身边的演
出，也不仅是特定活动所需的一次性培训。
李国琳认为，着力推进长效机制建设，促进
文化志愿服务持续健康有序开展，才是确保
文化志愿服务永葆发展活力的关键。“要通
过完善文化志愿服务管理和活动运行机制，
健全志愿者招募培训和注册管理制度，建立
志愿者星级认定、嘉许制度和志愿服务回馈
制度，探索形成制度化的文化志愿服务，成
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力量。”

《山东省文化志愿服务实施办法》对文
化志愿者招募方式和条件作了原则要求，明

确了每一个岗位对志愿者知识、技能、年
龄、教育背景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把合适的
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使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完善志愿者退出机制，建立严格的制度
流程，避免出现志愿者不能以责任心约束自
身而随意进入退出的情况，保持文化志愿服
务队伍稳定有序。

一直以来，文化志愿服务缺乏有力的保
障措施，限制了活动扩展，降低了服务品
质，影响了各方参与的积极性，阻碍了文化
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对于文化志愿保障机
制，李国琳认为：“要建立健全文化志愿服
务激励制度，形成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
为辅的完整体系。”

自2014年起，省文化厅开展“山东省文
化志愿服务年度人物”、“山东省文化志愿
服务项目品牌”、“优秀文化志愿服务组
织”、“优秀文化志愿团队”等评选活动，
对优秀志愿者给予肯定和表扬，激发志愿者
的参与热情和服务动力。在接下来的工作
中，文化部门要将文化志愿活动纳入年度考
评指标和年度经费预算，为文化志愿活动提
供必要的资金、人力支持。充分发挥政府投
入的引导作用，积极拓展社会筹资渠道，鼓
励社会力量以赞助或捐赠形式支持活动开
展，为文化志愿服务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保障文化志愿者的合法权益。

推动文化志愿服务

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成果共享

近几年来，我省积极推动文化志愿服
务，丰富活动开展形式，形成了一些有特色、
有亮点的品牌项目。比如，德州市“携手小学，
共览历史”志愿服务活动、枣庄市“五色花”志
愿服务活动、菏泽市定陶区“文化暖心 点亮
生活”关爱特殊群体文化志愿活动、省文化馆

“精彩生活 幸福使者”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省图书馆面向特殊群体设立针对性志愿服务
流通站等，都取得了很好成效。但总体上来
看，大多数活动形式内容相对单一，有亮点、
有特色、有示范带动能力的活动品牌还不够
多，特别是有持续影响力的品牌项目较少。

山东文化志愿服务网站正式开通，并设
立微博公众号、微信服务号、手机APP等登
录渠道，为全省文化志愿服务实现统一化管
理和监测搭建了良好的网络平台，也为探索
“互联网+文化志愿服务”模式奠定了基
础。下一步，我省各级文化部门将推动“互
联网+文化志愿服务”模式的建设。比如，
通过互联网实现文化志愿服务的“订单式服
务”，精准对接群众文化需求。通过填空式
服务重点关注特殊群体文化需求，通过流动
式服务将优秀文化产品送到城乡基层。助推
志愿服务专业化、特色化、精准化。着力推
动服务项目从“共性”到“特色”的转变，
从一般化到专业化的转变。

同时，要发挥好网站管理平台作用，推
动文化志愿服务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成果
共享。充分利用公共电子阅览室、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等平台，积极完善文化志愿服
务网站平台建设，为文化志愿者提供更快
捷、有效的服务。

我省成立文化志愿服务中心，开通文化志愿服务网站

打造“互联网+”文化志愿服务模式

□ 孙先凯

近日，中宣部、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印发
《关于戏曲进乡村的实施方案》，在全国范围
力推戏曲进乡村制度化、常态化、普及化，增
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量，解决农民看戏难
问题，提升基层群众文化“获得感”。

戏曲进乡村，对于基层乡村是一件“文化

惠民”的好事。通过一台戏，十里八乡的男女
老少聚在一起听听戏、聊聊家常。戏曲除了给
乡村观众带来艺术的润泽，更是一次难得的

“集会”，凝聚成了了乡村特有的“公共活动”。
然而，笔者发现文化惠民中，经常是一

说起“送戏”就是“下乡”。是城镇戏曲演
出丰富，还是乡村戏曲演出匮乏，抑或是乡
村只需要戏曲？

对于文化活动相对匮乏的乡村，送戏下
乡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不一定是“唯一”
的办法。对于文化活动相对丰富的城镇，未
必不需要戏曲演出。在文化惠民过程中，
“城镇”和“乡村”固然有着不一样的情
况，需要差别对待。但在整体原则上，笔者
认为需要“一碗水端平”。如何在原则上一

碗水端平？笔者认为，一方面要根据城乡居
民的实际需求提供相应的文化活动，另一方
面需要把戏曲当作文化活动的一种而不能简
单地将其切割区分。

文化惠民在原则上一碗水端平，要从实
际情况出发，为城镇和乡村的居民提供合口
味的文化活动。在有着深厚戏曲基础的菏泽
市，一场在市区剧场演出的戏曲能吸引城镇
居民坐满剧场，戏曲剧团在乡村的演出场面
更是人山人海。城乡居民对于戏曲的需求都
很旺盛，在这种情况下单单的“送戏下乡”
远远不够，还需要“送戏进城”。然而，在
一些戏曲基础不是很深的地区，比如我省东
部地区，城乡居民普遍不喜欢戏曲而喜好秧
歌、曲艺。这时候，“送戏”的效果则可能

没有预想的好。就需要及时调整文化惠民活
动的类型，不能呆板地根据政策一刀切。

文化惠民在原则上一碗水端平，要把戏
曲作为文化活动的种类之一来对待，不单单
只送戏，更要开阔眼界送各类文化活动。戏曲
在基层乡村受到欢迎，但随着人们文化生活
的丰富，其他的文化活动也逐渐走入乡村。乡
村居民的欣赏水平和文化需求也在多样化，
之前只存在于城市剧场中的话剧、歌舞甚至
交响乐，在乡村也可能受到欢迎。所以，不能
把乡村单单想象成“送戏下乡”的目的地，更
要把乡村当作各类文化活动的目的地。通过
对于乡村文化惠民的倾斜，带动更多种类的
文化活动走进乡村，丰富乡村居民的文化生
活，弥合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差距。

单单“送戏下乡”还不够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讯 第十五届中国戏剧节6月18日晚

在宁夏银川市开幕。开幕式上，山东省吕剧
院著名吕剧表演艺术家郎咸芬被授予“中国
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

因身体原因，郎咸芬未能到现场参加颁
奖典礼。山东省吕剧院院长蒋庆鹏代为领奖，
并代为宣读获奖感言。郎咸芬在这份获奖感
言中说：“几十年的艺术创作之路让我体会
到：只有深入生活贴近群众，才能真正体会他
们的内心感受，才能演得有根有据、声情并
茂。这些年我演的‘李二嫂’、‘冯大娘’、‘薛逢
春’等农村妇女形象，她们年龄不同、年代不
同、生活经历不同，对我这样一个生活在城市
的学生来说，要创作这些角色有一定难度。为

此在创作《李二嫂改嫁》时，我在博兴县和寡
妇刘大嫂一起住了好几个月，通过相处使我
真正从心理上理解了她的痛苦和挣扎，在那
里学会了拉碌碡、挑水、磨面、绱鞋，这个角色
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得到了专家和群众的
认可。”在创作表演其他角色时，郎咸芬同样
认真地深入生活，她自称这对于自己德、艺的
提升都起到重要作用。

郎咸芬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要求，要创造出思想性、艺术性
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我们吕剧是有这个
特色也是有这个能力的。我现在年龄大了，
大事做不了，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培养下一
代，在有生之年多为吕剧做点实事，并为吕
剧事业奋斗终生。”

今年82岁的郎咸芬，现任山东省文联名
誉主席，山东省剧协名誉主席，山东省吕剧院
名誉院长、艺术总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她的表演，把深切的内心体验
与准确的程式体现相结合，形成了真实质朴、
富有激情的风格。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由郎
咸芬主演的《李二嫂改嫁》就蜚声大江南北，
也使得吕剧艺术赢得了经久不衰的社会声誉
和群众喜爱。1957年《李二嫂改嫁》由长春电影
制片厂拍成戏曲艺术片，获当年全国“百花
奖”。如今，《李二嫂改嫁》已先后在全国演出
5000多场。之后她主演的《苦菜花》等剧目同样
深受赞誉。2009年，吕剧《李二嫂改嫁》《苦菜
花》双双被评为“山东省建国六十周年最有影
响和最受广大群众喜爱的优秀剧目”。

郎咸芬获颁“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称号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杜昱葆 报道
 图为沂南县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的

学生根据《景阳冈》中武松打虎的故事创作
出的泥塑作品。日前，该校鼓励学生展开想
象的翅膀，用泥塑捏出语文、历史等教材中
的有关故事、情景、典故，寓教于乐，激发
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艺术素养。

2017年6月26日至7月2日
6月26日、27日19：30，历山剧院上演京剧《方志

敏》。
6月26日、27日、28日19：30，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

演出话剧《请你大声读出来》。
6月28日19：30，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演出芭蕾舞

《天鹅湖》。
6月29日18：00，济南市歌舞剧院在泺口服装城广场

演出综艺晚会。
6月30日19：00，济南市吕剧院在美里湖社区演出吕

剧综艺。
6月30日19：30，历山剧院大剧场上演话剧《捕鼠

器》；小剧场上演相声《历山艺享会》。
6月30日、7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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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19：30，济南市曲艺团在省会大剧院演出情

景说唱《孔子说·说孔子》。
7月1日、2日19：15，济南市吕剧院在铁路文化宫演

出吕剧传统戏。
7月1日15：00，济南市曲艺团在明湖居演出《开心甜

沫》鼓曲专场，19:30在明湖居演出《开心甜沫》。
7月1日19：30，济南市京剧院在省会大剧院演出京剧

《邓恩铭》。
7月1日、2日10：30，山东省话剧院在省话亲子剧场

演出童话剧《海的女儿》。
7月1日、2日19：30，山东省杂技团在本团演艺厅演

出精品杂技晚会。
7月1日至14日，济南市美术馆在一楼1号、2号展厅展

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展”。
7月1日至15日，济南市美术馆在二楼3号展厅展出

“龙山黑陶艺术作品展”。
7月2日10：00，济南市曲艺团在济南市群艺馆多功能

厅演出“曲山艺海星乐汇”周周演曲艺专场。
7月2日10：00，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在宝贝剧场演出

儿童剧《戴“星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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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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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届“青未了——— 山东省高等学校美术院系应届毕业生优
秀作品展暨刘大为艺术奖评选活动”。

山东剧院名府芙蓉馆每晚19：30相声专场。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月17日，由山东省文化

厅主办，山东美术馆、山东省油画学会、东
营市委宣传部共同承办的“画什么·怎么
画——— 2017山东油画作品展巡展”（东营
站）在东营黄河口美术馆开幕，展出油画作
品70余件。本次展览是系列巡展活动的收官
之站。

“画什么·怎么画——— 2017山东油画作
品展巡回展”是山东美术馆和山东省油画学
会联袂组织举办的一次巡展活动，也是省文
化厅系列文化惠民活动的重点项目之一。集
中展示了近两年来我省油画家深入民间、深
入基层、深入生活采风创作的优秀成果。

2017山东油画作品展

巡展收官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入选2016年度国家艺术基

金资助项目的原创话剧《生命密码》，正在
展开2017年全国巡演，将于8月13日在济南
历山剧院上演。

《生命密码》改编自真人真事，以一家
保险公司员工“最美保险人”林萍为原
型，讲述了林萍把近一半的肝脏移植给完
全没有血缘关系的8岁女孩，将其从死神
手中抢救下来的故事。编剧深入剖析了剧
中原型人物“林萍”的心路历程，在创作
过程中对人物的处境、感情处理到位，情
节设置合理令人感同身受。矛盾冲突步步升
级，这些细腻的表达，真实反映出人物的内
心世界，也令观众在欣赏该剧时能够真正
“入戏”，深切感受这一善举背后的爱是多
么无私伟大。

话剧《生命密码》

将在历山剧院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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