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6号 邮编：250014 电话查询：(0531)82968989 报价全月45 . 00元 零售价：3 . 00元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第01001号 广告部电话：85196701/6708 济南天气预报 今日多云间晴 温度 21℃～32℃ 明日多云 昨日开机3：25 印完5：30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2019年5月1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籍雅文

电话:(0531)85193305 Email:wtzx@dzwww.com文体12 广告

□ 范玉刚

艺术如何为时代定格？这始终是对艺术家
创作能力的一个考验。70年砥砺奋进，中华人
民共和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
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我们
是如何走过来的？什么是中国道路成功的密
码？如何书写中国实践的精彩？如何通过对时
代精神的张扬深刻理解这个时代？新创民族歌
剧《沂蒙山》以“人民性”创作导向的彰显，
回应了时代之问。

这部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和旅
游厅、临沂市委出品，由山东歌舞剧院创排演
出的大型民族歌剧不久前在北京天桥剧院上
演，以其恢弘的英雄气势和卓越的舞台艺术追
求，给全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巍巍蒙山
高，亲亲沂水长。我们都是你的儿女，你是永
远的爹娘……”在婉转壮美的旋律曲调声中徐
徐拉开大幕，全剧40个唱段生动描述了沂蒙山
革命根据地军民生活和抗战场景。歌词情真意
切，结构简约明快。凭借细腻的情感处理和卓
越的唱功，使观众们感受到了民族歌剧的魅
力。贯穿始终的《沂蒙山小调》的旋律，使作

品笼罩在浓郁的山东特色文化中。
歌剧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山革命根据

地发展壮大的真实历史，以大青山突围、渊子
崖战役为原型，生动讲述了根据地军民同甘共
苦、生死相依的动人故事，塑造了海棠、林
生、夏荷等鲜活的感人至深的舞台人物形象，
展示了他们在国家危亡与个人命运的交织中，
如何把个体融入时代大我的心路历程，深刻揭
示了激荡人心的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
的“沂蒙精神”的深刻内涵。

优秀作品贵在以思想内容取胜、以艺术卓
越性赢得口碑，由此才能成为时代的文艺精
品。如何把曾经响彻历史时空的“沂蒙精神”
艺术地展现于舞台？从中解读出中国共产党何
以伟大的密码，凝聚起新时代中国人民实现民
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以艺术精品传达新时
代的民族精神，是艺术的使命担当。只有当艺
术以审美创造切近了时代精神，才能对人的心
灵产生强烈的震撼。

于是，我们感受到民族歌剧《沂蒙山》艺
术地传达了什么是我们的基因？我们是如何走
过来的？红色江山如何永固？看到了海棠、林
生等普通农民是如何拥军参军，以及军民之间
鱼水情深。并以艺术形象和舞台效果生动地诠
释了何谓“真正的一家人”，那就是歌剧反复
吟唱的：这样的人，这样的情。在艺术的深

处、在舞台的空间，一种现实主义的艺术氛围
中，高高飘起了“人民性”的旗帜。在民族危
亡的语境下，觉醒的个体淹没在群体凝聚的大
我中，以个人的牺牲奉献支撑了民族的解放，
成就了不屈的人民的站立。人民推动了历史的
车轮，如林生般个体的人被锻造为革命战士，
成长为保家卫国的军人，军民一心、同仇敌
忾。歌剧着重展示了人民的胸怀、沂蒙的牺
牲，以牺牲筑起了胜利的丰碑。这是以艺术形
式为人民发声、为中华民族放歌！是“为了
谁、依靠谁”的艺术诠释。

精品是衡量艺术成功的标准。歌剧《沂蒙
山》的语言对白、唱腔动作、人物形象塑造可
谓气势不凡，舞台布景和艺术表演如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真正体现了新时代文艺精品“思想
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要求。优秀的
作品不仅以其价值观传达出时代之“大”，更
要写出人性的挣扎和内心的冲突，也就是说要
有情节有故事，以此演绎人物如海棠内心的艰
难的人生选择，直面人性的复杂但不是扭曲的
心理状态，直面敢于牺牲的人性磊落，这是
“沂蒙精神”的展示，更是对新时代精神的召
唤。因而，民族歌剧《沂蒙山》是主旋律创
作，但不是图解政治教化和政策的“机械的艺
术”，而是感人至深的“美的艺术”。

作品所反映的时代是一个苦难的岁月———

驱逐日寇、保家卫国、实现民族解放，个人如
何在民族解放中成为时代新人。“军民水乳交
融、生死与共”的情感表达实现了个人觉醒与
民族解放的统一，个体的“我”与民族解放统
一于家国情怀，个人在融入时代的主流精神中
成为民族解放的主体，个人成为“人民”的一
员，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得到历练而成为时代新
人。新时代的“强起来”意味着中华民族复兴
和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需要更广泛地凝
聚人心，新时代的人民不仅是一个集合名词，
还与个人出彩机会相交融，在包容与共享中续
写个人与集体的同一，这种对时代精神的化育
离不开艺术的引领。

唯有通过美，才能达到自由，才能化育新
人。艺术如果不能打动人，难以震撼心灵，即
使再好的内容也无法实现价值传播，更不会产
生社会影响力，只有艺术的成功——— 以“艺术
性”取胜——— 实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其
对人和社会的文化影响力才能彰显。就此而
言，民族歌剧《沂蒙山》深刻诠释了什么是民
族大义？什么是牺牲？什么是家国情怀？人民
和人的深刻关联，以及家和国、军与民的关
系。它以艺术的感知告诉我们在共赴国难背后
的真情与担当，什么是人类最深沉最高贵的情
感？什么是最值得守护的价值。

（本文原刊于2019年5月13日《中国艺术报》）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济南5月15日讯 “我和我的祖国”———

2019“5·15”中国舞蹈日山东展演活动，15日下
午在济南举行。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表演的大型民
族舞剧《乳娘》片段《欢庆》压轴登场，精彩的
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作为2018年山东省重点打造的四部红色文化
题材作品之一，《乳娘》以山东民间舞蹈元素为
基础语汇，讲述了胶东地区“乳娘”抚育革命后
代的真实故事，讴歌了一群伟大女性在峥嵘岁月
中的人间大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齐鲁情
怀。自2018年6月首演以来，《乳娘》获得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好评。

谈起创作初衷，总导演傅小青说，2016年偶
然看了小品《乳娘》，第一次知道了“乳娘”这
个故事，给自己极大的感动，并觉得这个题材从
人性及女性的角度来刻画，是很适合做舞剧的。
到威海乳山实地采风后，傅小青更加感到震撼。
他说：“‘乳娘’不是个体行为，而是一个群体现
象，300多名乳娘，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哺
育了1223名革命后代，在那血雨腥风、战争残酷
的年代下‘乳儿’无一人夭折，在革命胜利后把
自己用乳汁养大的孩子无偿归还给他们的亲生爹
娘，不求任何回报，直至终老。这在中国革命史
上也是不多见的，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

时代精神的艺术表达
——— 民族歌剧《沂蒙山》的价值分析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济南5月15日讯 民族歌剧《沂蒙

山》简版首场演出将于16日晚在山东剧院举
行，再现“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
蒙精神”的经典故事，为济南观众带来高品质
的艺术享受和激荡人心的精神洗礼。

演出现场，观众将感受到《沂蒙山》在音
乐上的大胆创新。

该剧作曲在传承歌剧优秀传统的基础
上，运用板腔体的同时，加入具有时代感的
元素，吸纳大量山东元素进行艺术再造，《沂
蒙山小调》与全剧音乐的完美融合就呈现出
了独具山东特色的歌剧风格。同时，歌剧还
将民族乐器竹笛、唢呐、琵琶、坠琴等融入

伴奏乐队，让观众陶醉在山东特色的音乐旋
律里。大胆借用音乐剧的表现手法，是该剧
音乐的另一个突破，这种音乐的处理使咏叹
调、宣叙调、重唱更加自然地衔接，具备了
推动剧情的功能性，并让剧情更加流畅。该
剧还将美声唱法、民族唱法有机混用，呈现
出别样的音乐体验。

据悉，作为《沂蒙山》常态化演出的第一
部分，本阶段演出将于16日开始，19日结束，
共演出四场。此次演出结束后，山东歌舞剧院
还将带着该剧走进潍坊、临沂等地演出，并开
展多种形式的进校园演出活动，让更多观众近
距离感受精美红色文艺作品的高超艺术魅力和
深刻思想内涵。

民族歌剧《沂蒙山》简版今晚济南首演

舞剧《乳娘》片段济南演出

□ 本报记者 王 磊

5月15日，山东西王男篮在山东体育学院
球类馆进行了公开训练。接手球队20余天，巩
晓彬坦言依旧需要对球员进行进一步的了解，
再决定下一步的人员配置。随着老搭档莱登和
前NCAA助教周鹏的到来，新教练组的搭建也
基本完成。

巩晓彬亲自训练内线

在巩晓彬的眼里，山东男篮的内线球员还
是有些臃肿。目前，山东男篮的内线球员包括
吴轲、贾诚、陶汉林、朱荣振和潘宁。如果再
加上一名大外援，山东男篮的内线球员会多达
6人。有些打不上球的球员可以适当地租借或
者交易出去锻炼。

巩晓彬没有关注球员们的名气，而是从训
练中重新认识他们。在上午的分位置的训练

中，巩晓彬亲自指挥内线球员训练。连续三组
训练下来，很多球员叫苦不迭。随后，巩晓彬
又训练了内线球员的上篮、投篮技术，尤其是
在脚步上有明确要求。从状态上来看，5名内
线球员距离巩晓彬的要求还是有一定差距。

巩晓彬表示：“训练是比赛的一面镜子，
只有训练好了，比赛中才能打出来。我觉得这
帮球员还是缺练，从训练基础上再下功夫。当
然，训练量也是循序渐进的，竞技体育一定要
有体能保证，教练组也有一定安排，一切都按
照计划进行。”

教练组迎来两名新成员

在公开训练中，负责外线训练的教练组成
员，除了杨文海之外，还出现了两名新面
孔——— 巩晓彬多年的老搭档莱登以及曾经在
NCAA担任过战术助理教练的周鹏。原有的助
理教练鞠维松合同到期，已经离开球队。

对于莱登，山东球迷都比较熟悉。塞尔维

亚人早在2012至2013赛季就是巩晓彬的助手，
两人合作帮助山东男篮打入过CBA总决赛。随
后，巩晓彬执教青岛男篮，莱登也随之担任了
青岛男篮的助理教练。上赛季，青岛男篮主帅
范斌下课，莱登一度担任球队主教练职位。如
今随着巩晓彬再度出山，莱登也前来助阵。

而对于周鹏，很多人一听名字会吓一跳，
但他并不是广东队队长周鹏，而是日照人周
鹏。他曾获得美国春田学院高级教练员硕士学
位，在春田学院篮球队担任过助教，连续两年
帮助球队打入全美NCAA锦标赛决赛阶段。

据悉，周鹏来到山东男篮之后，主要负责
战术方面及日常训练。巩晓彬表示：“周鹏比
较年轻，有国外执教的经历，有助于帮助球队
和国外方面沟通以及信息收集等。从组建教练
组来说，也是老中青结合。”

丁彦雨航是否回归仍未定

参与15日公开训练的山东男篮球员有13

人，分别是吴轲、贾诚、陶汉林、潘宁、朱荣
振、文雁行、张春军、张庆鹏、吴楠、王汝
恒、李泓翰、王冠翔和王文宇。处于伤病恢复
期的张辉以及参加3人篮球国家队集训的陈培
东缺席。

对于球队接下来的人员调整，巩晓彬表
示：“前面我对队员们有一个了解的过程，毕
竟我也离开好几年了，包括球员也有变化，先
通过训练对队员有基本了解之后，下一步就会
有针对性的补强和一些球员的调整。”

外界最为关心的还是丁彦雨航能否回归
的话题。对此，巩晓彬再一次强调了自己的
观点：“小丁回来我们很欢迎，大门永远为他
敞开，但他的问题不是最主要的。球队的态
度，我们上一回也表达了，尽量有一个双赢的
结果。”

而丁彦雨航目前已经到国家队报到。谈到
是否回归山东男篮，丁彦雨航表示：“现在还
没定，一直以国家队任务为主，离联赛还有很
久，这方面还没考虑。”

巩晓彬：这帮球员还是缺练

当地时间5月1 4
日，第72届戛纳电影
节在法国戛纳开幕，
主竞赛单元评委、美
国 演 员 埃 勒 ·范 宁
（ 左 ） 和 评 委 会 主
席、墨西哥导演亚历
杭德罗·伊尼亚里图亮
相开幕式红毯。

□新华社/法新

第72届戛纳电影节

开幕

据新华社西安5月15日电 影片《周恩来回
延安》历经四年精心筹备和拍摄，于15日正式登
陆全国各大院线。

影片根据陕西知名作家曹谷溪的电影文学剧
本《周总理回延安》改编。曹谷溪说：“周总理
一直牵挂延安的发展。1973年，他曾说过，延安
建设好了他再来。”遗憾的是，周恩来总理未能
再回延安。

影片《周恩来回延安》以1973年6月身患重
症的周恩来总理回到延安的历史事件为叙事中
心，回顾了中国革命在延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
件，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血肉相连，不忘初
心、不懈奋斗的伟大精神。

影片《周恩来回延安》公映

据新华社首尔5月15日电 韩国足协15日发
表声明称，韩方已经致函亚足联，撤回对2023年
亚洲杯的举办申请。由此，中国成为2023年亚洲
杯的唯一申办国家。

韩国足协在声明中援引韩国足协官员的话
说，在申办2023年亚洲杯和2023年女足世界杯之
间，韩国足协最终决定专注于女足世界杯。声明
还提到，国际足联和韩国政府将积极支持韩国与
朝鲜联合举办2023年女足世界杯。

退出2023年亚洲杯申办是韩国近来在亚足联
的第二次“失意”。在上月于吉隆坡举行的亚足
联代表大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球
协会党委书记杜兆才成功当选国际足联理事。杜
兆才当选后退出了原本参加的亚足联副主席选
举，蒙古国的甘巴塔尔力压原副主席、韩国人郑
梦奎当选东亚区副主席。

亚足联2016年正式确认中国、韩国、泰国和
印尼四国申办2023年亚洲杯。随后，印尼和泰国
先后退出。随着韩国宣布放弃申办，中国成为唯
一申办国家。

亚洲杯是亚足联主办的亚洲水平最高、影响
力最大、亚洲范围内含金量最高的足球赛事，每
四年举办一届。中国2004年曾举办第13届亚洲
杯，具有丰富的办赛经验。

韩国足协宣布
退出申办2023年亚洲杯


	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