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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刘丽丽 郭俊峰

  又到一年雁南飞。“天寒夜长，风气萧
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渊明笔下的鸿
雁南飞有些许凄凉。“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
江北早鸿飞。”在李白笔下却体现出生命与时
间的流动。大雁，古称为鸿，从古至今都受到
人们的喜爱。
  大雁在我国古代文化里被认为是禽中之
冠、吉祥之鸟。先秦时期“雁”开始进入文化
领域，最早见于《诗经·小雅·鸿雁》，逐步
又被赋予了人格化的形象和原始的归属意向。
大雁被认为是仁、义、礼、智、信俱存的一种
动物，其形象在陶瓷、青铜器、漆器、玉器中
均有广泛运用。
  在济南市考古研究院，有一件与雁有关的
宋代银带扣。带扣的正面是高浮雕打马球图，

扣环外侧是高雕刻牡丹蹴鞠图，而背面为芦雁
图。一湾水塘边，芦苇丛生，岸边有三只大
雁，两只低头在水边觅食，一只昂首远望，空
中又有一只振翅飞来，整个画面宁静悠远，安
谧祥和，充满诗与远方的意蕴。带扣整体制作
精美，保存完整，集艺术性、实用性于一体，
不失为一件文物珍品。
  在中国传统禽鸟类纹饰中，鸿雁为常见题
材，多为组合形式，如芦雁纹、荷雁纹、云雁
纹、花雁纹、鶺鸽雁纹、兔雁纹等，不同的组
合搭配蕴含着不同的情感与指向。春秋晚期，
雁纹多饰於鼎、簋、尊、卣、爵、觯、觥、
彝、壶等青铜器物的颈、口、腹、足等部位。
汉代的雁纹更加丰富，在丝织品、漆器、画像
石、陶器等中都有其图案和形象，在搭配元素
的选取上注意寓意的表达，做到美学价值与文
化意蕴并存。
  辽金时期，伴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狩猎活动
的兴盛，“春水秋山”题材应运而生。“春
水”活动主要是借助猎鹰、猎犬捕捉大雁、天
鹅、野鸭等，因而鹰捕鹅雁纹、雁衔芦纹等装

饰纹样骤兴，在瓷器、玉器、绘画中都有表
现，构图巧妙，形象生动，野趣十足。
  清代“扬州八怪”名闻后世，其中的边寿
民一生以芦雁自命、以画芦雁传世，人称“边
芦雁”。他曾在画作《芦雁》中题诗：“秋风
白雁下黄芦，要作无人看处图。廿载江湖边塞
客，于今衰病息菰蒲。有人征画自携钱，宿食
飞鸣要画全。老我孤踪少俦侣，只图只影落秋
烟。”边寿民笔下的泼墨芦雁，苍浑生动，朴
古奇逸，曲尽其态，出神入化。2012年发掘的
济南高新区埠东村清代壁画墓中，亦有一幅大
雁图，题为“大雅不群”。
  大雁，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中激励
人奋进的斗志，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中
的轻盈身姿，是“雁字回
时，月满西楼”的思乡感
叹，是“天高云淡，望断南
飞雁”的家国情怀……大雁
文化已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
之中。你在大雁身上寄托了
自己怎样的感情与志向呢？

落雁之美醉世人

全世界都在用中国货
  世界杯进入倒计时，浙江义乌以及其他产业带
的世界杯周边产品订单量激增。近一个月以来，在
巴西市场，中国投影仪销售额同比增长了250%，国
产舒适型沙发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156%。“双十
一”期间，相关网购平台特地开设了“世界杯专
场”，并联合物流企业推出“世界杯专线”，让消
费者最快可以在2～7天内收到世界杯相关商品。据
了解，义乌制造占世界杯周边商品市场份额的
70%，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已经成为中国体育用品走
向世界的窗口。
  评论区都在为中国制造自豪，“看来这届世界
杯义乌有得忙了。”“来义乌，做地球人的生
意。”也有人调侃称：“中国足球闯进世界杯了。
只可惜球进去了，踢球的人没进去。”

吃饭从此“自带”咸味
  很多人都喜欢吃口味重的食物，又担心过度摄
入食盐会对健康不利，以后可以两全了。在2022年
第五届进博会上亮相的“电子减盐餐具”，通过向
舌头发送电信号，可提升1.5倍的咸味感知效果，
减少30%以上的实际盐分摄入。这对于因健康问题
需要保持低钠饮食的消费者而言，无疑是一个好
消息。
  评论区网友纷纷表示，钱包已经准备好，静等
发售。也有网友“得寸进尺”：“想要个糖果味或
是冰淇淋味的勺子。”“希望未来会有‘我吃一块
肉，结果舌头以为我吃了一大碗肉’的黑科技。”

一起来看天狗吃月亮
  11月8日傍晚，2022年第二次月全食天象现身
天宇。此次月全食初亏始于17时09分，18时59分达
到食甚，20时49分复圆。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
到全食阶段的“红月亮”。此外，这次月全食发生
时，还“附赠”了一个趣味天象——— 月掩天王星，
通俗一点讲就是月球会“吞掉”天王星，过一段时
间再“吐出”。下次看月全食要等到2025年，而下
次月掩天王星出现要等到4344年之后。
  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的观月囧事：“说是全国
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没想到自己竟被排除在大
部分地区之外。”“阴雨天没看到，只好明早看个
红太阳弥补一下遗憾。”天涯共此时，也有不少摄
影达人“秀”出自己拍摄的红月，与广大网友分享
美景和观景的喜悦。

你是真的胖，也是真的帅
  11月8日，新一代空中加油机运油-20首次亮相
中国航展。运油-20在运-20A平台上拓展而来，具
有航程远、速度快、储油量大、兼容性高等特点。
飞机起飞后快速爬升，展示了快速俯冲、蛇形机
动、带管转弯等动作。基于运油-20厚重的身形，
广大网友为其起名“胖妞”，并纷纷开启“夸夸”
模式：“我们胖妞帅气又优雅。”“胖妞胖妞，加
油无忧。”盘点历届珠海航展，1996年，歼-8IIM
战斗机亮相首届珠海航展；1998年，歼轰-7“飞
豹”亮相；2014年，运-20首次亮相；2016年，歼-
20亮相；今年，新一代空中加油机运油-20首次亮
相中国航展……中国航展从不缺少精彩和震撼。

敢于“献丑”，其实真不丑
  近期，湖北省随州市文旅局局长解伟火了，他
根据每一期推介的不同文旅项目，亲自下场角色扮
演文人雅士、教书先生、舞剑侠客，网友们一边嘲
笑，一边“路转粉”，甚至开始“催更”。不少网
友鼓励支持：“敢于‘献丑’，其实真不丑！”
“不管丑与美，尽最大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好样
的。”日常工作中的解伟是个再正常不过的中年男
子，但他为了推广随州的名胜古迹甘愿扮起古装，
以一个并不完美的形象示人，让广大网友眼前一
亮，也让人记住了随州这座城市。有网友表示：
“一直想去看看、听听曾侯乙编钟，解局长这么
‘献丑’，这种愿望就更强烈了！”
          （□记者 王臻儒 整理）

观看视频
扫描二维码边寿民国画《芦雁》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本报实习生 陈晶晶

  吕剧，百余年前诞生于山东省的一个
小乡村的一支民间小戏，曾以破竹之势扩
展开来，一度出现了“村村唱吕剧，户户
听扬琴”的景象。吕剧根植于温柔敦厚的
齐鲁文化，承载着齐鲁儿女的故土记忆，
却也留下了“‘吕’字何来？‘鲁剧’何
去？”等普通人不明就里的有趣话题。
  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
长陈谨之，多年来倾心吕剧研究，并著有
《鲁声玉振》等专著。近日，在记者的采
访中，他回溯了山东吕剧的百年变迁。

“驴戏”正宗

  2002 年，山东省吕剧院演职员赴台参
加“海峡两岸戏曲会演交流”。临行前，
著名吕剧演员、山东省吕剧院前院长郎咸
芬嘱咐时任院长的栾胜利：“人家要问起
吕剧起源，千万不要说‘驴戏’，就说
‘黄钟大吕’。”
  谈起这段历史场景，陈谨之不无遗憾
地说：“现在看来，依然有很多人不愿意
承认‘驴戏’是吕剧的祖宗。”他认为，
吕剧有 3 个发展阶段：驴戏、吕戏、吕
剧，驴戏是吕剧的祖宗，这是不能回避的
历史，不能因为祖上“穷”过，就不认家
世，更不需要牵强附会地“攀高结贵”。
  山东吕剧本是草根艺术，其由来学界
众说纷纭，界定模糊。有人认为来源于
《王小赶脚》的“驴戏”，有人认为应是
顺藤摸瓜捋到底的“捋戏”，有人甚至认
为该剧种多表现家庭伦理，两口为吕，所
以应是“吕戏”……而陈谨之则从山东琴
书说起，以青州府广饶县时殿元的琴书改
革做引，认为吕剧的生身之母应该追溯到
“驴戏”。
  广饶北部是毛驴之乡，时殿元戏剧改
革的最大亮点在于将家乡的毛驴搬上了戏
剧舞台，吕剧的开山大戏《王小赶脚》，
就是时殿元借鉴琴书的音乐曲牌和“跑
驴”表演的创新之作。 1917 年，东营车里
村的张凤池将家乡的驴戏带到济南，风风
火火地办起了“车里班”，在自家的戏园
子里演出，一票难求，自此驴戏也从乡村
走向了城市。为了迎合市场化需求，驴戏
修正了地方口音，以济南官话作为标准
音，剧种名称也从繁琐难懂且难登大雅之
堂的“驴戏”，变成了更文雅的“吕
戏”——— 陈谨之戏言，吕戏的解释就简单
多了：就是两口子嘴对嘴的戏呗。但从驴
戏到吕戏的变化，并非仅有字的改变，曲
牌体到板腔体的提升，才是最关键的
改变。
  风云变幻，时局动荡，随后在连年战
火中，吕戏的香火留存下来，又在新中国
的春风吹拂下重现生机。 1953 年，周扬将
吕戏改名为吕剧，同年11月22 日，山东省
吕剧团正式成立。再往后的几年，山东省
吕剧团赴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接演郭沫
若的剧本《蔡文姬》，奉调进京在人民大
会堂、国务院小礼堂演出，受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接见……吕剧的曲音走出山东，
抵达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等多个城
市，这个来自山东乡村的草根剧，终于登
上了全国舞台，成为著名戏剧理论家马少
波口中名副其实的“山东的黄钟大吕”！

缘浅“鲁剧”

  “我想到‘吕剧’这个名字有必要改
一下……地方戏应当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改名鲁剧，就可以达到这种要求。”1957
年，山东省第一届人大代表、省政协副主
席徐文园在给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的建议书上如是写道。但遗憾的是，这一
建议并未得到首肯，“从官方的批文答复
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各界对吕剧
缺乏相应的认知。”陈谨之说。
  为什么吕剧在当时不能获得足够认可？
原因首先在于山东剧种之间竞争激烈，而吕
剧年纪太“青”。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省有
三十六个地方戏，山东梆子、柳子戏等土生
土长的剧种有着深厚的传统和基础，而根据
现代作家王统照的批评，那时的吕剧太小，
难以体现整个山东的戏曲特色。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吕剧的创作和排演
的速度过于滞后，无法满足群众需求。
1956年7月26日，《大众日报》刊登的文章
《山东省吕剧团应排演新节目》反馈了人
民群众对于吕剧的意见：“山东省吕剧团
自从成立到现在，经常上演的节目，除了
《李二嫂改嫁》《小姑贤》和《王定保借
当》，就是《李二嫂改嫁》《小姑贤》和
《王定保借当》，这实在太使人失望。”
  事实上，在官方复函后没几年，山东
省鲁剧研究院就盛装挂牌，时任山东省委
书记舒同提出“先混后化”的思路，以吕
剧、柳子戏、山东梆子为基础，吸收山东
其他地方戏所长，形成一个全新的鲁剧。
但因为种种原因，该设想并未实现。并
且，鲁剧实验剧团出演首部鲁剧《抢伞》
后，便无下文。陈谨之细细思索背后的缘
由，他认为鲁剧实验剧团未能成功的首要
原因在于其简单粗暴地“搞了一锅地方小
戏的‘乱炖’”，要想形成山东代表戏
曲，当务之急在于挖掘现有的资源，而非
另起炉灶搞综合。
  鲁剧实验剧团退出历史舞台后，吕剧
就成为山东省文化局重点发展对象之一，
省鲁剧研究院对吕剧创作加大支持力度，
促使吕剧剧目不断丰富。20世纪80年代，
由国家一级编辑孙悦遐创作的剧本《画龙
点睛》由李肖江、董家岭、王媛媛主演，
该剧到北京演出后，轰动一时，成为老牌
剧目《李二嫂改嫁》之后的又一高峰剧
目。但吕剧的名气进一步打响了，“鲁
剧”之名也就黯淡下来，现在更多指向的
是具有山东省文化地标的山东影视剧。

反求诸己

  在《鲁声玉振》中，陈谨之毫不避讳
地表达出对于吕剧即将走向没落的隐
忧——— 迅猛发展的山东鲁剧已经凭借优质
的影视作品蜚声中国影视界，而作为地方
戏的吕剧为什么不能乘其东风，杀出一

条惊鸿之路？陈谨之揭开了新媒体环境
下吕剧发展滞后性的问题，同时也为吕
剧未来的发展指明了一条可行之路：只
有紧跟时代脉搏，创新求变，才能找准
现代观众的频道，让地方戏不老，让艺
术常青。
  过去为了演好一场戏，整个戏曲研
究室全员动员，现在却连独立排演一台
戏的市县吕剧团都少之又少。陈谨之调
查发现，日照吕剧团仅有十余名在编演
员，年龄均在四十岁以上；山东省唯二
所开设吕剧班的戏校，长达两年未招收
学生；而基层剧团好不容易排演一场新
戏，却因剧本的质量原因而被市场排
斥；2018年首演的吕剧《铁门关》，前
前后后花了二百多万元，最后只演出了
两 场 … … 吕 剧 的 发 展 现 状 着 实 令 人
唏嘘。
  究其实质，正在于新编吕剧大多虽
以现代题材为噱头，却在同质化的剧目
中自我陶醉，与观众的审美趣味相悖。
正如老艺术家于鹤咏所言：“剧院要靠
剧目支撑，靠人才支撑，抓好剧目，就
培养了演员，就是有了人才支撑。”没
有好剧本、好演员，自然不能演好戏，
所以要想实现吕剧的可持续发展，首先
要解决编剧、导演、演员队伍青黄不接
的难题。如何解决这一难题，陈谨之认
为：“政策倾斜是必要的，地方扶持也
不可少，但最关键的是反求诸己。”
  为了给吕剧突围找到好的学习样本，
陈谨之以昆曲的创新性发展为例，以求更
好地阐释传统艺术与时代审美之间的关
系。青春版《牡丹亭》实现了唱腔、服
饰、动作、舞美、音乐的有机配合，使古
雅的昆曲艺术与现代气息相辅相成，准确
找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契合点。陈谨之
提出，要想实现吕剧的创新性发展，就要
找到继承和创新的平衡点。过去的吕剧过
于强调大制作、大题材和大阵容，而忘记
了吕戏靠“小戏”起家。“吕剧如果想翻
身，就必须先把四平二板，依字行腔的行
当学精，提高演员的整体专业素质，健全
演职员工的队伍建设。在此基础上，再转
变视角，通过创作体现新时代正能量的题
材剧目，搭上信息化时代的网络快车，让
吕剧真正走进观众的生活里去。”
  如今，一代又一代吕剧人跟进时代的
步伐，用他们的执着与坚守抢救一份将逝
的文化遗产：自2014 年起，山东省东营市
垦利区与山东电影发行放映集团联手拍摄
了四部吕剧电影，8 年间在全国22 个省放
映超34 万场，观众累计达5000 余万人次；
吕剧演员王玲玲在吕剧的家乡时家村办起
了吕剧培训班，将吕剧动漫视频引入课
堂，她辅导的学生张钥茹以吕剧小段《买
水》摘得地方戏业余组中国少儿戏曲“小
梅花”金花奖……
  众人拾柴火焰高，山东吕剧虽历经百
年起伏，但它并未垂暮，正如陈谨之所
说：“吕剧虽然正经历着时代的阵痛，但
是我们不能否认，吕剧和京剧等戏曲一
样，已经深深嵌入了国人的灵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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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14齐邯线高唐东铺村至赵庄村段中修工程已由

聊城市交通运输局聊交[2022]105 号文件批准建设，自

2022年11月3日至2022年12月31日养护施工。项目起

点为高唐北环东铺村南G514与G105线交叉口（K59+

369），向西经谷关屯社区，在颜辛庄村西转向南，经

太平庄村、杨庄村、房庙村，项目终点为高唐西环赵

庄村东G514与G308交叉口(K66+959)，路线全长7 . 59公

里。施工期间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过往车

辆可绕行G105线、G308线。

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请谅解！

        聊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

  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高唐大队

             2022 年 11 月1日

公告

S248 临观线冠县杨寺地至莘县丈八段路面改造

工程已由聊城市交通运输局以聊交[2022]104 号文件

批准建设，自2022 年 11 月1 日至2022 年 12 月25 日进

行养护施工，施工段落为K48+386 ～ K55+897 ，全

长 7 . 511 公里。施工起点为冠县杨寺地村，向南经

贾六庄村、邹六庄村、西大杨村、丈八村，到达终

点丈八桥与S249 相交。施工期间全幅封闭，禁止社

会车辆通行。过往车辆可绕行G309 线、 S247 线、

S248 线。

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请谅解！

        聊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

            2022 年 11 月1日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