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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遗产利用要接地气

●“儒家遗产要改造提升现有的展陈利用水平，突出
主题形象，保持地方特色，同时开展研学旅游融合发展等
示范性项目。”

———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郑岩说。“找到儒家
遗产‘接地气’的利用方式，是解决当下存在的问题的良
方。儒家遗产一定要亲民，避免曲高和寡，同时要规避浅
表化发展，不能搞一些流于形式的文化活动。儒家遗产应
主动适应社会，深入研究当下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文
化需求和表达方式，彰显对当今生活的辐射、适用性。儒
家遗产的最佳利用形态是将其打造成地域、社区文化传习
活动的综合基地。”

中国电影还需苦练内功

●今年以来，好莱坞强片林立，国产电影未能守住
50%的市场份额。在上海电影节金爵论坛上，专家指出，
中国电影还需苦练内功，要靠品质赢得市场。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陈沁认为：“将人们拉
回电影院，关键是电影本身的质量。一方面中国电影要建
立起科学的、系统的工业化标准，以此提升电影制作水
平；另一方面，要通过对观众数据的分析和洞察，建立起
电影与观众更有效的联系。专心做好电影、提升电影品
质，是中国电影发展的正确路径。中国电影还需要在品质
上进一步打磨、提升，才能在与好莱坞电影进行的抗衡中
保持竞争力。”

（孙先凯 辑）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26日晚，由山东省戏剧

创作室和山东省艺术研究院创作出品、山东
省话剧院演出、山东中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制作的小剧场话剧《请你大声读出来》在济南
省会大剧院演艺厅成功首演。6月27日、28日晚
又连演两场，受到话剧迷们的热烈欢迎。

一次荒诞的聚会，一个诡异的游戏，一
场先锋的话剧，这个夏天有点酷。话剧《请
你大声读出来》，堪称一部令人惊喜的“爱
情恐怖片”。剧中，每个人的秘密被巧妙地
分布在几个一直保持热度的世界性社会问题
中，如婚姻的七年之痒、社会对同性恋的态
度、青春期子女的性教育、婚后与父母同住
等等，这些常见的两性及婚后问题被巧妙地
编排进该剧的各个角色之中，组成了一幅都
市男女的人生百态，妙趣横生中不乏发人深

省的警示。
80分钟的演出，观众被一幕幕精心设计

的巧合与冲突所吸引，沉入其中，随演员一
起煎熬，也一起思考。剧中，父亲宋黎对待
女儿性教育的一番话，堪称处理此类问题的

“典范”，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作出任何重
要决定前，都该这样扪心自问；在朋友们知道
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罗成依然不愿意将

“女友”介绍给他们认识，因为他知道，“如果
你深爱一个人，你会为他挡下全世界的子
弹”；二婚的晓娜依然对爱情充满幻想，却遇
到了“渣男”孙明亮，在得知对方的背叛后，她
甩甩头发，摘下戒指，潇洒离开，继续去追寻
属于自己的幸福……这才是《请你大声读出
来》的真正魅力：它不回避现实社会问题，
追求和张扬的是光明与希望。

该剧由李贝、刘洪涛两位青年导演执

导，主创人员均为年轻人。演员队伍中，既
有张原荣、李伟、李亮、翟兵、孙华颖、薛
佳实力派演员，也有李琦、田憬若优秀青年
演员。近年来，他们一直活跃在话剧舞台
上，既有“高颜值”，又有“硬实力”。此
次演出，他们的表现不负众望，舞台上激情
碰撞，处处充满着张力和惊喜。

山东省戏剧创作室主任、山东艺术研究
院院长张积强介绍，山东省戏剧创作室和山
东省艺术研究院多年来一直坚持做有时代意
义、有当下性的戏剧作品，经过不断探索，
两家单位独创的小剧场话剧“3x”运营模
式，即职能部门创作出品、联合专业团队演
出、专业公司推广宣传的模式，培育出累累
硕果。“我们六年来一直在坚持，培育起了
观众对于山东本土小剧场话剧的观演热情，
创作运营水平也不断提升，在山东本土的戏

剧市场化之路上，迈出了最为坚定的一
步。”

在努力打造话剧品牌的同时，省戏剧创
作室和省艺术研究院也注重通过演出培育话
剧观众群体。《请你大声读出来》在剧本编
排和宣传期间，就从观众角度出发，设置了
观众参与的环节。在本剧演出期间，设置了
两种不同的戏剧结尾，演出当晚，进入剧场
的每一位观众，都被赋予了选择的权利，由
观众自己选择希望看到的结局，然后由演员
们呈现到舞台上。这样的举措，无疑更加彰
显了话剧的艺术魅力与艺术张力，提高了观
众对话剧的热情。

据悉，在省会大剧院进行首轮三场演出
后，《请你大声读出来》会根据演出反馈进
一步打磨提升，并将于9月参加第六届山东
国际小剧场话剧节展演。

话剧《请你大声读出来》成功首演
堪称一部令人惊喜的“爱情恐怖片”

□ 孙先凯

近日，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十一次代表
大会落下帷幕。会议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
文化小康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建设更高水平、更加均衡的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好用好各级各类文化场
馆，深化文化惠民工程，深入实施文艺精品
工程，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步伐，提升文化产

业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同时，要传承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阐
发。

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我省文化建设的
目标明确。发展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文艺
创作、文化产业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
路径也足够明晰。在文化工作中，如何从
“高原”突破成为“高峰”？还需要从普遍
工作到重点突破。

2013年，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在我省举
办。借艺术节东风，我省公共文化场馆和艺
术创作大跨步提升。十艺节后，我省发挥
“后十艺节”效应，公共文化服务和艺术创
作全面提升。虽然在之后的第十一届艺术节
上，收获奖项不多，但已经见到整体水平提

升的效果。
可见，文化强省建设的基础已经打牢，

重点突破的要求已提上日程。下一步的文化
工作中，要寻求重点突破的工作方向。

重点突破，要认清文化工作的优势所
在。对于公共文化服务、文艺创作和文化产
业而言，我省得天独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是其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近年来，我
省推行多项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点工程。
比如，公共文化服务的尼山书院模式、文艺
创作中关注优秀传统文化题材和加大扶持优
秀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等工
作。这些工作成效显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我省文化工作重点突破的正确路径。

重点突破，还要久久为功。对优秀传统
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省

文化工作不能松懈。尤其是某些成效凸显的
工作，不能是一阵风，一场雨，不能因为
未列入将来工作纲要而前功尽弃。对于优
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利用，应当有持之以
恒的工作计划和长远规划。对于已经取得
成效的工作，应当肯定已有的成果，继续
创新发展。

重点突破，更不是一哄而上。近年
来，我省创作了一批优秀传统文化主题的
文艺作品。但是，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许多
主题被拿来重复利用了多次。话剧、京
剧、柳子戏、歌舞甚至杂技都选择同一历
史人物主题，不禁让人产生“同质化”的
疑问。在重点突破的过程中，重点是着力
点，但工作方式应当各有不同，才能将重
点打造成亮点。

如何从“高原”成为“高峰”？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一束灯光，一椅一人，

一曲山东琴书拉开了民族歌剧《檀香刑》
的大幕（上图）。6月23日晚，国家艺术基
金2016年度大型舞台创作资助项目、民族
歌剧《檀香刑》在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成功首演。

民族歌剧《檀香刑》根据著名作家莫
言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山东艺术学院
教授李云涛和莫言共同编剧，历时六年精
心打造而成，也是莫言先生诸多优秀文学
作品中首部改编为歌剧的作品。作品以清

末德国侵略山东半岛引发当地人民抗击外
敌暴行的事件为背景，叙述了带头领导这
起反殖民斗争的民间艺人孙丙被施以“檀
香刑”过程中的情仇家恨。

该部歌剧在音乐创作上突出了民族元
素，大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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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旋律、和
声等方面吸收了高密地方戏曲茂腔的艺术
特色，以塑造具有时代性、地域性特色的
人物性格。《檀香刑》作为一部民族歌
剧，突出了民族、地域特色，生动地讲述
了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

《檀香刑》为广大观众奉献了一台弘
扬民族精神、彰显山东特色、具有国内一
流水平的舞台精品力作，演出现场获得
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观众表示，《檀
香刑》呈现的是一个史诗式的故事，令
人感动和震撼，很好地体现了那个时代
的人性和情感，反映了那个大时代的爱
国热情和抗暴精神，是一台有水准、有
分量、气势宏大、感人至深的大型民族
歌剧。

据悉，该剧首演之后还将于9月至11月
分别在青岛、潍坊等地巡演。

民族歌剧《檀香刑》省城首演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打开“让爱成书”手机应用，选择自己
喜欢的照片上传。然后使用模板简单排版，再
支付下单，几天之后一本自主创作的相册便
快递到用户手中。简单、便捷的方式，让传统
的照片洗印公司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找
到了一条快速发展的新出路。记者了解到，目
前“让爱成书”已经累积了30余万的用户量，
每天有几千本相册直达用户手中。

多年前，“让爱成书”开发公司依特浓
还只是一家从事彩色印刷和照片冲印等传统
业务的公司。“开始有‘触网’的想法，是看准
了这几年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机
遇。”依特浓经理常明旺说，“手机的普及让人
人成为摄影师，每天产生的照片无数。如果部
分照片被印成相册，这个市场就会很大。”

有了这个想法，常明旺集合手下的设计
团队、开发团队和印刷团队，研发了“让爱
成书”手机应用。把自身擅长的印刷业务打
包上线，让设计团队通过手机应用与用户连
接，同时通过电商完成直达用户的全过程。
“一本相册在影楼中要卖几十元上百元，在
淘宝等平台设计一本相册也远没有自己直接
设计、下单来的简单。”策划总监魏雪健认
为，“卖1000人1000本相册，不如卖1人1000
本相册。这就是‘互联网+’的魅力，让传
统企业有了新的生存和发展模式。”

除了将相册直接卖给个人之外，“让爱
成书”手机应用还有一个独特的“广告”模
式。商家可以选择在相册中植入广告，承担
相册的成本，让用户免费得到一本带有企业
广告的属于自己的相册。“用户不用花钱，
企业又做了宣传，这种‘影像+广告’的模
式是一件‘双赢’的好事。”常明旺认为。
目前，“让爱成书”通相册和广告的模式已
经得到了用户的认可。

“互联网+”时代的

“新相册”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莘县讯 6月28日晚，山东省“迎

接党的十九大·共圆小康中国梦”公益电影
主题放映活动在莘县王奉镇举行启动仪式，
随后放映了影片《脱贫路上好支书》和《百
团大战》。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持久、深
入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满足全
省农村地区、城镇社区和福利机构群众的观
影需求，在开展公益电影标准化放映工作的
基础上，我省开展“迎接党的十九大·共圆
小康中国梦”公益电影主题放映活动。从现
在开始至10月份，在全省农村地区、城市主
要广场、大型社区和部分福利机构放映公益
电影，进一步发挥电影文化优势，丰富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

我省启动公益电影

主题放映活动

扫描二维
码，下载
新锐大众
客户端

大众文化
微信公众
号，敬请
关注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赵鹏 报道
本报讯 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

长、教授刘凤君日前应邀赴意大利博洛尼亚
大学发表“中国早期文字——— 骨刻文发现与
研究”演讲。博洛尼亚大学高级研究所所长
Dario Braga教授，代表博洛尼亚大学校长向
刘凤君颁发“荣誉院士”证书，证书用英语
和意大利语说明：“承认和表彰他在考古学
上的杰出贡献，发现并研究中国早期文
字——— 骨刻文”。

刘凤君的演讲精深透彻，引人入胜。物
理与天文系科技考古学家、教授Luca Ciotti
精彩点评：“听了刘凤君教授讲解骨刻文的
发现与研究，使我们对中国有了更进一步的
认识：骨刻文是中国的、也是远东地区的一
种早期文字，与古埃及、苏美尔和古印度等
地早期文字有较强的一致性。骨刻文应该是
甲骨文的源头，中国有自己完整的文字发展
体系。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博洛尼亚大学资深教授、艺术史与考古

学专家Donatella Biagi Maino则评价说：“刘
凤君教授是一位极富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他
发现与研究的骨刻文是远东地区古文字研究
史上重要的发现。他不但发现骨刻文，而且
他还对骨刻文的一些相关理论进行了阐释，
文字发展史将会重新改写。”

博洛尼亚大学坐落于意大利米兰市，
建于1088年，是西方最古老的大学，被誉
为“大学之母”，也是欧洲四大名校之
一。

刘凤君获颁博洛尼亚大学“荣誉院士”证书

7月3日至7月9日
7月3日、4日19：30，山东省京剧院在滨海新区海化

剧场演出《春闺梦》《将相和》《望江亭》。
7月4日至27日，山东美术馆举办西安当代水墨名家提

名全国巡回展。
7月6日至30日，山东美术馆举办故乡山川——— 蒋志

鑫、李宝堂、荆玉成写意画展。
7月6日、7日19：15，济南市京剧院在北洋大戏院演

出京剧折子戏。
7月7日19：30，历山剧院小剧场上演《周末相声俱乐

部》。
7月7日19：30，济南市杂技团在铁路文化宫演出杂技

剧《红色记忆》。
7月7日、8日10：30，山东省话剧院在省话亲子剧场

演出童话剧《木偶奇遇记》。
7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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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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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10：00、15：00，山东省话剧院在历山剧院演
出儿童剧《寻孟奇缘》。

7月8日、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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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10：00，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在济南市群众艺
术馆多功能厅演出儿童剧《小红帽》。

7月9日10：00、15：00，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在宝贝
剧场演出儿童剧《木偶奇遇记》。

7月9日19：30，山东省话剧院在历山剧院演出经典剧
目片段《怀疑》《青春禁忌游戏》。

山东美术馆继续组织第四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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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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