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

17

视点｜繁花·艺评｜新潮 第129期

2021年6月24日 星期四

主编：薛颖旦 / 责任编辑：傅秋源 / 版式：司马安芯

邮箱：624349467@qq.com

二维码

声明：本周刊来稿一经刊发，即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本单位及所属平台、本单位合作平台使用，不再另行支付费用。

□ 本报记者 王慧
通讯员 王乐爽

不屈不挠的草原儿女，忠
诚勇敢的骑兵战士，一部内
蒙古骑兵战斗成长史徐徐展
开 ⋯⋯6 月 20 日 晚 ，江 苏 大
剧院歌剧厅内，内蒙古艺术
剧院红色题材舞剧《骑兵》深
深感动着南京观众，掌声经
久不息，不少观众在现场洒
下热泪。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
党 100 周年之际，江苏大剧院
进一步加强演出及活动策划，
汇聚红色剧目、创排自制剧目、
开发艺术党课、举办艺术展览、
展映红色电影，以有分量的史
诗之作，有力量的精神丰碑，为
建党百年献礼。

75场红色剧目
致敬峥嵘岁月

用艺术充分展现中国共产
党百年光辉历程，江苏大剧院
今年特别策划了“百年征程”系
列展演，以经典之作，致敬峥嵘
岁月。

75 场红色剧目展演中，上
海芭蕾舞团舞剧《白毛女》、苏
州芭蕾舞团原创舞剧《我的名
字叫丁香》、上海歌舞团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广东歌舞
剧院舞剧《沙湾往事》、中央芭
蕾舞团舞剧《红色娘子军》等
脍炙人口的舞蹈名剧将悉数
亮相，在红色故事中起舞，留
下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继

“江南之声音乐节”之后，一系
列红色主题音乐会也在“百年
征程”系列展演中接踵而至，
江苏交响乐团中国红色经典
交响作品专场音乐会、江苏省
演艺集团民族乐团“国乐华
章”民族音乐季《征程——永
恒的记忆》经典歌剧舞剧民族
管弦音乐会、北京管乐交响乐
团《前赴后继跟党走》交响音
乐会、南京民族乐团《影视金曲经典怀旧》专场音
乐会、大型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等振奋人
心的音乐作品奏响红色旋律，呈现恢弘华章；上海
歌剧院歌剧《江姐》、北京京剧院京剧《红灯记》《沙
家浜》、安徽省歌舞剧院音乐剧《龙潭三杰》、天津
人民艺术剧院话剧《上甘岭》等一批家喻户晓的文
艺经典或新创剧目也将轮番亮相。

原创自制剧讲好红色故事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华西坝上依然弦歌
不辍，星火不灭，两个孩子建立起纯真而美好的情
谊弥足珍贵⋯⋯5 月 28 日，根据黄蓓佳同名小说
改编、江苏大剧院原创青春剧《野蜂飞舞》首演，
现场座无虚席。这是国内首部讲述“华西坝”历史
的青春群像剧，许多观众被孩子们身上充沛的情
感、博爱的胸襟感染，他们勇担当、善作为，更流
露着浓浓的家国情怀。江苏大剧院总经理廖屹表
示，文艺是培根铸魂的工程，他希望通过剧院的不
断打磨，将《野蜂飞舞》的精神内涵真正立在舞台
之上。

除青春剧《野蜂飞舞》外，原创儿童声乐套曲《因
为爸爸》也在紧锣密鼓地创排中，将于8月上演。该
剧根据著名作家韩青辰同名小说改编，选择声乐套
曲的形式，对《因为爸爸》进行二度创作，把公安队伍
中英雄父亲的故事传唱开来，感动更多的人。

建院以来，江苏大剧院始终致力于原创剧目
生产。自《青衣》之后，去年创排的话剧《朝天宫
下》，首演推出后就引发热烈反响，并入选江苏省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展演剧目。

用“艺术党课”助力党史学习教育

“我们体验江苏大剧院定制的一整套创新党课，
深深感受到艺术的魅力，通过演出活动、自制剧、展
览、电影为载体传播红色文化，既新颖又鲜活。”自 5
月28日正式开讲以来，千余名党员干部走进江苏大
剧院参加“永远跟党走 就是幸福路”主题艺术党课
的学习、观摩，通过“艺术+党课”的形式，让“浸入
式”党史学习更走心，引发更多的共鸣。

艺术党课课程分为“革命岁月”“建设年代”“改
革之路”和“伟大复兴”四讲，通过诗意讲述、情景再
现、纪实视频、现场观众互动以及声光影视多元融合
等沉浸式手段，把舞台变成了讲台，把剧本变成了课
本，把红色文化的传播，深入到课堂、居民的生活和
精神活动当中。

一个剧院也是一座城市的公共文化客厅。6
月 28 日起，为期一个月的“红色印迹——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国经典版画回顾展”将
在江苏大剧院美术馆举行，展览以 107 件经典版
画作品，讲述建党 100 年来的时代变革、社会发
展、人民生活。接下来，以“建党百年”为主题的 6
场摄影、书画等展览还将陆续在大剧院美术馆与
艺术爱好者见面。在水滴影院内，以“学百年党
史 观红色电影”为主题，精选聚焦百年党史中重
大事件、重大成就、典型人物及动人故事的红色经
典电影展映展播活动，为广大群众带来丰富的精
神文化食粮。

廖屹表示，大剧院将进一步加强与党校、高校及
红色场馆等社会各界的合作，通过舞台艺术的鲜活
呈现，建立文艺助力学党史的长效机制，为党史学习
增添文艺范儿，让各种形式的“艺术党课”成为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赓续精神血脉、汲取信仰力量的重要
方式。

每一场演出

，都是一堂生动的党史课
一批红色剧目亮相江苏大剧院

挥毫运笔书写百年党

史，饱蘸浓情奏响伟业颂

歌。6月19日，由中国文

联、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

馆、中国书法家协会共同

举办的“伟业——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书

法大展”隆重亮相国家博

物馆、国家图书馆，这是中

国书法界倾心为建党百年

献上的一份厚礼。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顾星欣顾星欣

百年辉煌笔端凝萃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史诗
性书写党的百年历史，数百名书家集体用
功用情写作，这场震撼人心的“伟业”大展
分四个篇章。第一篇章《百年辉煌》于 6 月
19 日-7 月 18 日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第二
篇章《崇高信仰》和第三篇章《光昭九域》
分别于 6 月 19 日、7 月 3 日陆续在国家图
书馆开展；第四篇章为地方系列展，一题
多展，覆盖全国。

展览集合全国书坛大家名家、骨干书家
以及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专家、中国
书协各团体会员书法工作者等共同参与，深
情讴歌中国共产党的卓越贡献和伟大成就，
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记者了解到，在国博展出的《百年辉煌》
篇章，是本次大展的“重头戏”。书法家们以
时间为线、以事件为点，将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153个重大历史事件一一呈诸笔端。

百年风雨，初心如磐。在重要的历史关
键点，共产党发挥着巨大而深远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开天辟地的大事。著名书法家沈鹏书写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主题，内容为毛泽东《七
律·到韶山》中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
教日月换新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
新纪元。著名书法家张海书写了“开国大
典”主题，内容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公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
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新时期。著名书法家苏士澍书写
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
折”主题，内容来自邓小平的重要讲话《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共创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未来的崭新征程。著
名书法家孙晓云书写了“中共十八大的召开
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主题，作品内容节
录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
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为了生动讲好百年大党的故事，这次展
览尤其注重书写内容的可读性，在选择对象
时精心选择、多方论证，没有采用口号标语
式书写，而是让一幕幕历史细节，随着书法
家们的创作，重新回到我们眼前——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主题，书写内容
来自于毛泽东与安源工人的交谈内容：“一
个小石子，一脚就踢开了；要是把很多小石
子，用石灰凝结在一起，结成一块大盘石就
不容易搬动了。我们工人只要团结得紧，就
是有座山压在我们头上也能推倒。”

“你们的身影是民族性格的缩影，你
们的脚步是一个国家成长的历程⋯⋯”

“ 中 国 女 排 首 次 获 得 世 界 冠 军 ”主
题，书写的是《二〇一九感动中

国人物中国女排颁奖词》。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主题，其书写内容则来自于《国家主席习近
平发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我们以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诠释了人间大爱，用众志成
城、坚忍不拔书写了抗疫史诗⋯⋯”

可读、可知、可感，一幅书法作品就是一
段值得认真学习的党史。重温这部伟大历
史，更能让人受到党的初心使命、理想信念
的生动教育。

崇高信仰永不磨灭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
着而为信念。在国图展出的《崇高信仰》篇
章，以崇高信仰为指引，深入挖掘党史，探
寻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
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战争
中的革命先辈事迹，以微观人文视角再现
为党和国家奋斗、奉献、牺牲的革命先辈的
悲壮史诗。

井冈山斗争时期县委书记的杰出代表
刘仁堪，大别山的女英烈肖国清，“从顶燃到
底”的巴渝巾帼游曦⋯⋯这些英雄英烈通过
书法家们的倾情书写，仿佛从历史的教科书
上走了出来，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书写这些英雄英烈
的感人故事，全国各地一百多位书法家，深入
生活、寻访历史细节，带着充沛的感情写作文
章，再进入到书法创作阶段。这是一次全身
心沉浸的创作，更是一次生动的党史教育。

“辛丑正月，春寒料峭，我踏上了回乡追
寻先烈陈天章革命缕痕的行程。自童蒙时
期便耳濡目染，被陈天章的英勇事迹激荡着
少年情怀，而今重踏当年英雄战斗足迹，拜
访革命者后人，穿越历史硝烟，英雄形象愈
加清晰与丰满。”这是一位书写作者的感
悟。回到现场，一位位烈士的故事从“天上”
瞬间落入了“心底”。

“如果我们有一百发子弹，要用九十九
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
虏。”书写作者在寻访袁国平烈士事迹时，被
深深感染，“站在烈士墓前，想象那握惯笔杆
的手举枪的一幕，我们惋惜才子，更崇敬英
雄。这视死如归的一刻，必将与他的精神一
起，永载史册，辉焕天地。”

既是追寻，更是追随。“任脚下响着沉
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
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本
次展览中，书写作者面对这封陈然烈士的

《我的“自白书”》，思绪万千，“希望《我的自
白书》像《义勇军进行曲》一样，永远传颂，
唱响中国！”

新疆克拉玛依油田李保孚老人，现年
95 岁，他少年时参加革命、多次荣立战功，
退休后做起了弘扬书法艺术的工作，加入
中国书法家协会，数十年如痴如醉遨游在
书法艺术的海洋里，孜孜不倦地书写着对
党的信念。这一次，他的人生故事也被写
入了书法作品，见证着一代代中国书法人
的初心传承。

怀着感动、怀着感情、怀着热泪，书法家
们进行着沉浸式的书写。中国革命历史是
最好的营养剂，每一次书写，书法家们都在
重温这部伟大历史，受到党的初心使命、理
想信念的生动教育。

光昭九域百年如新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在国家图书馆展出
的第三篇章《光昭九域》，展现时代伟人马克
思、恩格斯、毛泽东的珍贵手迹和接受过共
产主义思想洗礼的进步人士、文学艺术界巨
匠的相关手稿尺牍，回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传播与影响以及当时文学艺术界进步人
士的理想信仰之光。

一代代文艺工作者，追随着共产党的步
伐，为人民、为时代而创作，他们的赤诚信念
让人动容。展览中，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鲁
迅、郭沫若、曹禺等人的经典作品的手稿墨
迹，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藤野
先生》，郭沫若《屈原》、老舍《龙须沟》、曹禺

《北京人》、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名
篇，唤醒大家的共同记忆。

墨痕依旧，百年如新。《光昭九域》篇章
中，我们还能看见当代书法家重新书写的先
贤手稿。

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陈独秀回答
掷地有声：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文艺
工作者责任是什么？茅盾先生说：“我们文艺
工作者，以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
政的新中国尽其所能而感到骄傲，但同时也
深深感到责任的重大。”老舍的名言更让人感
动：“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
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
洒在纸上。”⋯⋯一幅幅今人重新书写的书法
作品，定格下这些前辈的坚定信念。

古今对照，更加鼓舞激励当代文艺工作
者，不忘初心使命，共燃信仰之光。

“书法展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气神，要积极体现其记言录史功能的时代
表达形式。”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驻会副主席李昕表示，本次展览采用浸入
式感受、体验式书写、主题性创作的策展理
念，凸显引领性、学术性和人民性，采用宏
观叙事与微观人文呈现相结合的方式，广
泛凝聚发动全国书法工作者，集体完成这
场“全民共赏”式党史主题书法大展。除了
即将在国图、国博展出之外，还将联合全国
各地共同举办同主题展览，为庆祝建党百
年营造浓厚氛围。

“书法艺术不仅仅是书斋里的陶然自
乐，也要因时而书、因事而为、因人而作。”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表示，“书以载
道”是我们中国数千年书法史的传统。全
国书法工作者在中国人民追逐梦想的伟大
实践中激发灵感，在新时代蓬勃向上的生
活中获得素材，在对人民真挚持久、发自
内心的热爱中坚定自信，努力创作出
有生活、有情感、有风骨、有魅力的
书 法 作 品 。 值 此 建 党 百 年 之
际，全国书法工作者凝心聚
力为党的百年华诞献上
真诚贺礼，大家以党
史感悟初心，以笔
墨渲染时代，于守
正创新中饱蘸浓
墨书写精彩壮美
的时代华章。

““伟业伟业””大展大展，，
浓墨书写党的百年芳华浓墨书写党的百年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