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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传统曲艺，上演新传奇

曲艺作为一门特有的说唱艺术，群众基础深厚。 最近，第十届
安徽曲艺展演在淮北市濉溪县举办，当地群众一饱耳福———

近期，一批优质主旋律战争影
视剧密集推出，传递出昂扬向上的
民族精神———

主旋律战争片
如何回应时代之需

·文苑微谈·

·文化播报·

风雨河岸柳：《长津湖》的观影热度仍在延续，热播
剧《功勋》的首个单元《能文能武李延年》也连上热搜，纪
录片《1950 他们正年轻》话题度颇高……近期，一批优质
主旋律战争影视剧密集推出。 在新中国的影史上，战争
电影曾诞生过诸多优秀作品，比如《上甘岭》《英雄儿女》
《高山下的花环》等，这些电影无论在艺术层面还是精神
层面，都给人带来丰富的收获。 如今，影视工业技术升
级，对于宏大战争场面的展现，给观众带来了更为丰富
的沉浸式体验。 但是，今天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让成熟
的电影工业为精深的思想内核服务。

芳草不曾歇：塑造英雄，是文艺创作的母题之一，观
众渴望英雄的心理需求一直存在。 过去，有一些表现战
争题材的影视剧喜欢讲述“超级英雄”的故事，文艺创作
可以进行艺术加工和适度夸张，但如果脱离历史真实只
为塑造“超级英雄”，肯定是偏颇的。 透过《长津湖》《能文
能武李延年》所讲述的故事，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有勇
有谋的战士个体，更是凭着“信任就是战斗力”所凝聚起
的伟大集体。

白云深处： 未来的主旋律战争影视作品该怎么拍，
《长津湖》《能文能武李延年》等提供了好的经验，也提供
了可供继续讨论的空间。 主旋律战争题材影视剧在短时
间内密集上映，能够引发如此多的话题讨论，恰恰说明
了展现我军过硬素质与人民英雄伟大精神的作品还不

够多。 要找到经典何以跨越时代激励人心的密码，更重
要的是本着深沉的爱国情怀与对英雄的崇敬之心不断

创新，通过文艺作品传递出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

唐豆：厚植正确的历史价值观，讲清楚“为何而战”
“为谁而战”， 主旋律战争片必须首先回答好这个问题。
《长津湖》接过《战狼 2》的枪，在投资规模、制作体量方
面，创造了国产战争片的各种新纪录，但在故事叙事、精
神内核展现等方面，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而能否回
应当代观众的审美欣赏需求与思想精神需求，则需要影
视主创对自身有着高远追求，来完成向英雄致敬、向历
史致敬的目标。 （本报记者 晋文婧 整理）

安徽画廊将常态化引入乡村专题展览
近日 ，由省文化馆指导 ，阜阳市文化旅游体育局 、太和县

委宣传部等主办的太和县李兴镇书画暨文旅产品展 ， 在安徽
画廊展出。 太和县书画艺术源远流长 ，群众基础根深叶茂 ，先
后被授予 “中国书画艺术之乡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
“中华诗词之乡 ”等称号 ，其中太和县李兴镇是全省第一个市
级“书法名镇”。 此次展出作品的作者大部分来自李兴镇的农
民书画家和青少年书画爱好者，他们中既有资深美协会员 ，也
有全县诗书画艺术人才“万人计划”培养的新人新秀。 据了解，
除了 “书画名镇 ”的荣誉称号 ，李兴镇还是 “全国桔梗之乡 ”，
2020 年，“李兴桔梗”被评选为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以文促
农、 产文融合， 目前正在成为当地助力乡村振兴的一种新模
式。 据悉，省文化馆安徽画廊专题艺术展览的策划举办将向基
层倾斜，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力量。 （晋文婧）

第十届黄淮七省考古论坛在合肥举办
日前，第十届黄淮七省考古论坛在合肥举办。 来自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 、科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 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以及黄淮七省考古院所的专家出席
论坛。 黄淮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区域 ，论
坛开幕当天， 七省专家分别汇报了各地 2020 年以来的重要考
古新发现并展开深入交流。 河北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河南
渑池仰韶村遗址第四次发掘、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 、陕西江村
西汉大墓 、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 、江苏徐州土山汉墓 、安徽阜
阳岳家湖遗址等项目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 。 与会专
家还参观了安庆博物馆新馆安庆古代文明等陈列 、 引江济淮
工程考古发掘出土文物标本 ， 并专程参观了陈独秀墓园和陈
独秀生平事迹陈列。 据了解，黄淮七省考古论坛 2011 年由豫、
鲁 、皖 、苏 、冀 、陕 、晋七省共同发起 ，旨在加强区域合作 ，展示
考古新发现与新成果。 （文讯）

淮畔花鼓 薪火相传

■ 实习生 黄港

本报记者 晋文婧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台花鼓
灯的代表性传承人，从艺 60 多年来，邓虹一
直致力于花鼓灯的传承和创新，至今已经培
养出 300 多名学生，其中很多学生都已成为
花鼓灯艺术领域的中流砥柱，为弘扬、传承
凤台花鼓灯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她的努力
下，如今在凤台学习花鼓灯已经形成一种良
好氛围。

秀丽的淮河孕育出独特的花鼓灯艺
术，它以舞蹈为主要内容，集灯歌、锣鼓、戏
剧为一体， 是一种将情节性双人舞和情绪
性集体舞及后场小戏完美结合在一起的综
合性民间歌舞表演艺术， 具有独特的艺术
风格和丰富的艺术语言。 每逢佳节、庙会、
灯会和农闲时， 各个流派的花鼓灯班都相

聚淮河岸边演出，完美演绎着“千班锣鼓百
班灯”的盛况，这也让从小生活在淮河岸边
的邓虹对于花鼓灯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接
触 。 1957 年凤台县推剧团来怀远招生 ，年
仅 13 岁的邓虹凭着聪慧机灵的表现被考
官一眼相中，成为剧团的一员，邓虹就这样
开启与花鼓灯结缘 60 多年的艺术生涯。 到
了剧团以后，她边学推剧边学花鼓灯，由于
勤奋用功很快就迎来了登台演出的机会 。
《白蛇传 》 小青一角是邓虹演的第一个角
色，首次登台演出就广受好评，这也给了她
莫大的鼓励， 激励着邓虹在以后的艺术道
路上继续前行。

凤台花鼓灯是安徽花鼓灯众多流派中
的重要一支， 主要分布在凤台及周边地区。
它的特色是表演细腻， 讲究人物情感的交
流。 邓虹在学习花鼓灯的过程中，吸收了老
一辈花鼓灯艺人的艺术精髓，再通过自己的

理解加工逐渐融合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从
艺 60 多年来， 邓虹在花鼓灯艺术上成果丰
硕，独舞《送茶》、群舞《代代花》、双人舞《小
花场》等都是她的代表作品。

在现代多元文化的浪潮中，花鼓灯艺术
一度走向没落。 1984 年，为抢救花鼓灯，凤台
县率先在全省开办了花鼓灯艺术培训班，邓
虹与恩师陈敬芝、搭档张士根一起来到条件
艰苦的农村培训班任教， 而这一教就是三
年。 1992 年，凤台县成立了全省第一个花鼓
灯艺术学校， 邓虹又被抽调担任学校里的
“兰花”老师，最忙的时候，每天甚至要教近
两百名“兰花”学生。 在从事教学期间，邓虹
十分重视对花鼓灯传承人的培养。 她参与组
建的凤台县花鼓灯艺术团，培养出的青年演
员把传统的花鼓灯艺术与新时代、新生活相
结合， 编创和演出了大量优秀的花鼓灯作
品，多次参加市、省、全国的演出及国际性的

文化交流活动。 2009 年，数十年如一日致力
于传承花鼓灯艺术的邓虹， 被文化部授予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花鼓灯 （凤台花
鼓灯）代表性传承人”。

多年来， 邓虹在教授花鼓灯过程中，不
论学生年纪大小、专业与否，都是以同样的
教学标准来同样对待。 一个眼神、一个脚尖
都要到位，学不会就一遍遍地示范、纠正，直
至确保学生们都能掌握正确的技艺。 日前，
西安音乐学院 2019 级舞蹈编导专业研究生
柴秀妍正式拜邓虹为师。 “我读研期间的研
究方向是花鼓灯的传承研究。 而邓虹老师作
为国家级花鼓灯传承人， 是独树一帜的存
在。 ”柴秀妍说。常年的舞台表演和教学经历
使邓虹落下了严重的颈椎病，但只要锣鼓音
乐一响，她便会暂时忘记病痛，跟随音乐再
一次跳起花鼓灯。 在柴秀妍眼中，老师对花
鼓灯的那种痴迷、 敬业非常值得自己去学
习，她希望自己以后也可以在传承花鼓灯上
尽一份力量。 而在邓虹的眼中，徒弟柴秀妍
则是一个努力用功的姑娘，邓虹希望花鼓灯
可以更好地被传承下去，既要保留传统花鼓
灯的精髓，又要紧跟时代步伐，在传承中发
展创新。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文 ／图

10 月 13 日至 14 日，第十届安徽曲艺展演在淮北市濉溪县举办。 全省广大曲
艺工作者继承曲艺传统、促进曲艺创新、打造曲艺精品，记者结合活动开展情况，在
现场展开深入采访。

曲艺的“粉丝”多吗？
本届曲艺展演由省文联主办，省曲协、淮北市

文联和濉溪县委、 县政府承办， 濉溪县委宣传部
（文明办）、县文旅体局、县文联协办，来自全省各
地市曲协、企业工会、曲艺团（社）等单位报送的
24 个节目参加，分 2 场进行。

河南坠子《老船工》，曲调铿锵。 表演者一开口，
便把观众拉回到茨淮新河的建设现场；淮河琴书《一
块马骨头》，讲述的是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激励着
人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淮北大鼓《茶馆里的故事》
再现了人民调解员在临涣茶馆里的工作场景……

随着一个个节目精彩上演， 现场不时响起雷
鸣般的掌声。记者注意到，此次展演所涉及到的曲
种有对口快板、淮北大鼓、相声、小品、太和清音、
界首渔鼓等。

在网络时代， 拥有传统表演形式的曲艺还有
没有观众缘？ 10 月 14 日下午的一场演出，让这个
问题的答案浮出了水面。

秉持“惠民、为民、乐民”理念，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要求，10月 14日下午，在
濉溪县古城，“九九重阳节·暖暖曲艺情———第十届
安徽曲艺展演惠民演出暨‘到人民中去’安徽文艺志
愿服务活动走进濉溪古城活动”举行。当地离退休干
部群众、各界先进模范代表等 500多名现场观众与
线上 11万网友共同观看了演出。 中国曲协副主席、
梅花大鼓表演艺术家籍薇，相声表演艺术家、曲艺作
家韩兰成，省文联副主席、省曲协主席孟影，省文艺
志愿者协会主席李慧桥，省曲协副主席孙铭泽等名
家纷纷登台献艺，梅花大鼓、淮河琴书、相声、快板等
各展其姿，交相辉映，精彩纷呈，不时引起阵阵掌声、
欢笑声。热情的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 “曲艺相对于
其他传统艺术形式，更为短小精悍，更有观众缘。 而
今天的作品更是老少咸宜，贴近时代，很接地气。 淮
河琴书《家与妈》、相声《语言的艺术》、梅花大鼓《二
泉映月》等节目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来自临涣
镇的观众陈文章说。

省文联副主席、省曲协主席孟影介绍，此次展
演是全省广大曲艺工作者两年来创作成果的一次
集中汇报和展示，对于丰富和拓展全省曲艺界的交
流合作，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满足人民文化需
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有重要意义。

曲艺传承，后继有人吗？
第十届安徽曲艺展演的 24

个节目中，有两个节目特别引人
关注。 一个节目是 《新时代里好
人多》。 11 岁的女孩王文慧以淮
北琴书形式，敲着扬琴，用自己独
特的嗓音，有板有眼地诠释着自
己心目中的“好人”。

王文慧今年 11 岁， 在濉溪
县南坪中心小学 6 年级读书 。
三年前 ， 王文慧随爷爷学起了
淮北琴书。 “孙女学这个很有天
赋 ， 现在经常去敬老院等地表
演 。 ” 她的爷爷王夫启告诉记
者。 身为一名农村艺人，73 岁的
王夫启最大愿望便是让自己的

这门手艺传承下来 。 让他高兴
的是 ， 现在孙女所在学校的老
师也非常支持孩子学习琴书 。
老王的一些亲戚朋友也纷纷将
孩子送来，随着他学习。 本次展
演的另一个节目群口琴书 《老
师 妈妈 》是杨姗姗和她的两个
妹妹表演的 。 故事原型是中国
好人李平。 三姐妹的年龄不大，
都只有十多岁 ， 但清脆的声音
配上栩栩如生的表演 ， 很快便
将一个爱生如子的老师形象呈
现给现场观众。

“和往届相比，本届参演节目
具有红色主题多、 现实题材多，

参演曲种更加丰富， 参演地市、
行业覆盖面更加宽广，参演演员
更趋年轻等特点。 ”在孟影看来，
曲种丰富 、作品质量好 ，演员年
轻化是本届展演不得不提的亮
点。 “看到众多曲艺新苗茁壮成
长，我非常开心。 ”更让孟影高兴
的是 ，近年来 ，各级党委政府对
曲艺传承发展越来越重视，不断
加大投入，为曲艺事业发展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保障。 “我们也在
发掘新人、 扶持新人上下功夫，
包括‘一对一’指点。 ”孟影说。

“传统艺术一定要从娃娃抓
起。”这次展演中的诸多年轻面孔
同样给中国曲协曲艺之乡（名城）
建设委员会秘书长芦明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古老曲艺，如何创新？
古老的曲艺在今天如何彰显

更大的活力呢？ “创新”是不可不
提的关键词。

“《新时代里好人多》这个剧
本是我们最近精心创作的。”老艺
人王夫启认为， 曲艺创新首先是
内容创新， 要创作出更多有新时
代特色的作品来。 也只有这样的
节目，才有活力，才有市场。

茶馆文化是濉溪的独有文化。
本次展演中，表演者姜灵慧和她的
大鼓老师曹廷虎等人一起表演了
节目《茶馆里的故事》。 “一个人，一
面大鼓， 这是我们以往的表演，这
次我们有两个创新，一个是团体表
演，并且配了三弦、二胡、琵琶等增
强效果；二是实景演出，让观众们

身临其境，一下子就回到了古色古
香的茶馆中。 ”曹廷虎说。

值得一提的是 ，10 月 14 日
上午，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们还
对展演节目从作品的立意、 结构
的搭建、包袱的设计、表现的手段
以及演员的台风、 服饰等方面逐
一进行了点评指导， 打磨提升作
品质量，发现培养人才，提高展演
实效。

“我们当地的曲艺都是自编、
自说、自唱，创作者是表演者，表
演者也是创作者。 创作者和表演
者的‘二合一’，有助于曲艺的进
一步创新。”濉溪县文联主席李磊
介绍，在“安徽省曲艺之乡”濉溪，
有一支五六百人的曲艺工作者队

伍活跃在皖北平原和淮北大地
上， 为当地的文化事业和曲艺创
作发展不懈努力。 该县社区、企
业、机关的文化活动，往往都会专
门安排淮北大鼓、淮北琴书、坠子
等曲艺节目参与表演， 培养了大
量的观众群体及传统曲艺爱好
者。同时，该县以传统文化人才培
养、队伍建设为重点，通过举办淮
北大鼓培训班， 鼓励民间名艺人
以师带徒等形式， 发掘、 培育新
人， 努力改变目前民间艺术队伍
后继乏人的现状，尤其是“曲艺进
校园”活动，使传统艺术普及工作
取得重大成果。如今，在濉溪县的
公园、西大堤等处，经常可以看见
拉二胡、吹唢呐、说大鼓、唱琴书
的人们。

题图： 第十届安徽曲艺展演
现场。

106项国产纪录片、人才、机构
获广电总局推优

第九届优秀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推优活动日前在京举行。
12 类 106 项 2020 年在国产纪录片繁荣发展中成绩突出的作品、
人员和机构获广电总局推优。

活动由广电总局主办，旨在回顾国产纪录片年度成果，扶持
鼓励在纪录片繁荣发展中成绩突出的作品、人员和机构，以发挥
带动示范作用，促进国产纪录片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副局长杨小伟表示，纪录片人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用更多优秀作品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
神力量，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推动中国纪录片发
展实现新的跨越。 此外，第五届北京纪实影像周也于 10 月 18 日
至 24 日在京举办。 据介绍，本届影像周围绕“纪录·百年荣光”主
题，将举办专业论坛、展播展映、互动体验、项目洽商、人才培训等
活动。 （王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