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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又进入国家艺术基金
申报时间。

从 2013 年底成立以来，国
家艺术基金申报为全国文艺创
作的繁荣增添了不少活力，3年
来共立项资助项目2087个，资助
资金总额约18亿元，资助项目呈
现“多点开花、健康发展”的良好
态势。尽管如此，还是有些人、
有些申报主体对国家艺术基金
项目的申报原则不太清楚，或
者说不理解。

主题性是国家艺术基金项
目的重要申报原则。何为主题
性？是申报项目的主题引导和
价值要求。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资助要体现党和国家对文艺创
作的意图、要求，体现人民意
志和社会需要，也就是说，国
家艺术基金的资助，是有价值
判 断 的 。 无 论 何 种 体 裁 、 题
材，什么内容、形式，哪种流
派、风格，都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
求。要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扣时
代精神、反映时代风貌，追求真、善、美，坚持
正能量。要有坚定清醒的文化自信，弘扬优秀的
传统文化，绝不能“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
英雄”“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
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

主题性不是要搞“命题作文”，主题性是主题
创作，要很好地体现创作的导向、作品的方向。
我们以往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并非平均的流
过，并非均质的分布，更不是虚无飘渺或任人打
扮的小姑娘，它真实、醒目、充满力量而又波澜
壮阔，是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心灵家园。同样云
蒸霞蔚、气象万千，同样群山巍峨、大河奔腾，
有无垠的泥土和稀珍的宝石……这些都值得认真
提炼、挖掘和表现，值得描绘、讴歌和缅怀。大
时代呼唤大作品，人民需要黄钟大吕。“历史和现
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
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
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
祖国鼓与呼”。那些震古烁今、流传至今的优秀文
艺作品，其长生不老、青春永驻的奥秘，就在于
在这样的作品中，流淌着的是历史的血脉、民族
的血脉、人民的血脉、生活的血脉。为艺术而艺
术，躲在象牙塔中孤芳自赏，迷失于一已悲欢、
杯水风波而不能自拔，不可能有大出息，不可能
出大作品。

不能否认主题和题材在艺术作品中的重要价
值，重大的主题和题材，往往包含更深厚的思想
力量、更广阔的社会容量、更巨大的社会价值，
但重大的主题和题材，必须通过艺术的方式呈现
出来，必须充满艺术的创造性和感染力，才能称其
为艺术品。所谓大手笔，不仅是指瞄准大主题、大题
材，也是指艺术上匠心独运，有雄心壮志。大手笔更
擅于以小见大，朴素中现繁华，平凡里出真谛。要避
免陷入主题决定论、题材决定论的窠臼，避免简
单生硬、盲目跟风、重复雷同，避免概念化、标
签化、表面化。一棵大树，要立起来，必须生机
蓬勃、根深叶茂，有无限的风姿和气蕴，经历过
风霜雨雪、电闪雷鸣，否则就只是一根倒在地上
的枯木。

鲁莽冲动的猫小宝、憨厚贪吃的呆萌小满、傲娇小公
主巴丽……这些角色个性鲜明，造型活泼可爱，深受少儿
观众的喜爱。它们正是儿童动画片 《猫村狂想曲》 的“主
人公”。

《猫村狂想曲》 故事背景设定在广阔无垠的大海中的
小岛上，有个村庄叫猫村。猫村面朝蔚蓝的大海，背靠
神秘的猫耳山，居住着一群猫族居民，世世代代以打渔
为生，自给自足。影片用幽默有趣的方式，讲述猫小
宝、小满等小伙伴在生活、探索过程中，一起陪伴、共
同成长的故事。

据海狸工坊创作团队介绍，他们制作这部动画片的
初衷，就是要为少年儿童量身定制一部适合他们的动画
片，撇去成人化的内容和视角，用小朋友们乐于接受的
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故事，传递朴素的道理和高尚
的品格。

这部片子为3D动画，角色外形可爱，配音各有不同但
富有磁性，画面以鲜亮的蓝、橙、橘三色为主，为少儿观
众营造出明快、积极的氛围。从内容上看，每一集片子都
有一个主题，比如第一集突出“友谊”，第二集主讲“诚
信”，让小朋友在跟随故事情节的发展中理解了这些优良品
格。其中像第一集中的“星星 （手工仿制品） 没了还可以
再做，可是朋友没了，就可能再也找不回来了”台词，就
是对教育少儿观众“珍视友谊”的提炼。

在片子中，每个角色都有自己明显的人物特征，优缺
点并存的设定让角色形象更丰满立体，没有正反两派方式
设立角色的 《猫村》 给孩子们带来的猫族小伙伴们，他们
跟每个观看动画片的孩子一样，善良却有着小缺点，不断
地犯错，不断地学习，在平凡又精彩的生活中一路探索着
心灵的成长。

《猫村》故事中还充满着冒险、探险情节。主创们坦言，
希望孩子们能去大自然中进行更多探索，而“冒险”只是猫村
故事的推进方式，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个性鲜活的角色来
传递“不要去磨灭对任何事物的好奇心”。

“我们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孩子和家长呈现出一
部温暖、积极向上的作品。”创作团队接受采访时表示。

近日，第四届“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
写作大赛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举行，各个奖项随
之揭晓。

“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自
2014 年起成功举办 4 届。本届大赛突出了赛事
的公益性，并增设现场赛环节。大赛自 2016年
11月启动以来，参赛学校和人数达到新高，共
有 2000余所学校、20万学生踊跃参与、积极投
稿。通过网络初赛和分赛区现场赛的环节，共
征集了 20余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稿件，最终共评
出中文奖项600名，英文奖项300名，其中，中
文特等奖 10 名、一等奖 50 名，英文一等奖 30
名。 （文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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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东方卫视热播的大型古装剧《醉玲珑》，从
《山海经》《淮南子》 等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和再创
新，加上细致入微的制作，赢得不俗口碑。

《醉玲珑》亮点颇多，小到道具、服装，大到建筑、外
景，众多大大小小的元素都成为了传统文化最直接的载
体。首当其冲的便是视觉效果极好的画面。“布景真的
很心水，没有乱七八糟的颜色，也没有浓浓的影楼
风，有古朴的感觉。”豆瓣网友“拉米拉多”表示。该
剧在角色服装道具上的打磨也堪称苛刻。比如，为了
突出凤卿尘性格、身份，造型总监张叔平将风琴褶元
素与古风融合，选择了克重较大、密度较高的纱质面
料，多层次的搭配将飘逸和厚重做到平衡，甚至精细
到帽子绳结双耳蝴蝶结的大小、腰封腰带错落的角度
长度都要精准调整。

配乐的处理也十分用心。“除了用到钢琴、吉他等

常规乐器外，竖笛、竹笛、箫、驼铃、祭祀铃等特色
乐器，为不同场景制造出独特的氛围。尤其是为凸显
巫族之空灵音色的手碟，首次出现在国产古装剧配乐
中。”音乐人谭旋在现代制作融合古典中国风方面下足
了功夫。

在场景上，该剧也坚持敦煌实地取景、主要场景
自己搭、所有道具自己设计。最终，大到汉唐时期皇
族宫殿的建筑格制，小到宫殿内铜灯、幔帐的摆放位
置，美术总监陈浩忠都事必躬亲，把研读的历史经典
运用至服化道和布景等方面。

据剧方工作人员介绍，编剧团队与原作者在小说
基础上做了很多创新，两年时间数易其稿，在完善人
物与情节的同时，将“家国大义”融入了故事的思想内
涵中。另外，该剧在节奏明快的剧情上，摆脱了不少
古装剧在男女情爱上大洒狗血的平庸与俗气，跳开了

“

古装玛丽苏”“古装杰克苏”的套路，重申“一生爱一人”
的古典爱情观。

“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当前很多电视剧把传
统文化元素当噱头，粗制滥造，胡编乱造，丧失艺术担
当。而《醉玲珑》，通过跨界、融合等创新手法，让传统文
化在观众的陶醉中焕发活力。传统文化是影视的沃土，
也是‘热土’，只有不断从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融入
当下、服务时代，才能创作出更多具有鲜明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

精耕古装剧 传统文化“醉”人
□ 海 莹

“北大培文杯”揭晓

越剧小镇的艺术构想

作为一个以戏剧和山水为核心的文化小镇，越剧
小镇沿剡溪而建。山水田园之外，小镇最希望把这个
地方打造成一个世界级的戏剧生态环境，吸引全世界
的艺术家聚集到这里来。

目前，越剧小镇规划的核心有五大艺术板块，包
括剧场、工坊、艺术大学、工匠艺术村和影视娱乐等。

最重要的剧场部分，有3种不同风格的剧场——晚
宴剧场、经典剧场、音乐剧场，它们将保证小镇每晚
都有演出。晚宴剧场是亲民的戏剧体验空间，用的是
水乡戏台的概念，源于草班戏台、水上船坞。戏台可
以容纳千名观众，他们环绕水上舞台而坐，与夜晚的
山水风光融为一体。晚宴剧场将有常驻演出，目前打
算第一个在此上演的是经过全新舞台技术包装的越剧
经典名剧《追鱼》。

经典剧场是专题性的戏剧体验场所，以演出元杂
剧、明清传记、莎士比亚戏剧等为基础。这个剧场的
舞台比较特别，有两个观众席共享，中间通过一道幕
分隔。届时，有可能一半舞台演出中国经典剧目，另
一半舞台演出外国剧目。

近十个小型戏剧工坊也是越剧小镇的核心所在。
小镇未来将邀请海内外戏剧、音乐、舞蹈、民间艺术
等大师，来此免费实验、教学、研究、演出，尽可能
地呈现实验戏剧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小镇表示
还将专设一座剧场，上演并接待各种国内外濒危剧
种，以此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实质性传承与扶持，改善
当下稀缺剧种的生存状态。

越剧小镇上还将创办艺术学校，兴办高端艺术培
育，为戏剧事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同时，小镇
将引进和创立国内先进影视娱乐基地并建立戏曲博物
馆和戏剧数据库。对于小镇的原住村民来说，他们的孩
子将可以从小听戏，从小在学校里学戏，而大人们可以
发挥各自的长处，参与到小镇建设中去，维护小镇文化

的原生态，比如可以在剧场中从事保洁工作，可以发
展农家乐，还可以充当群众演员参与演出。

戏剧文化复兴创新之地

去年3月，越剧小镇被列为浙江省重点建设的三个
文化小镇之一。110多年前，越剧从施家岙走出去，再
回来的时候已然通过艺术、休闲，和科技生活形成了
新的生活方式，不禁让人对小镇未来创造的戏剧生
态、文化形态充满想象。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十分看好越剧小镇的发
展。他表示，越剧代表了越人的生命质感和生命温
度，也代表了中国江南某种历史的情怀和诗性的经
验。嵊州是越剧的原乡，越剧小镇最重要的意义就是
促使越剧不断发展，重回它的原乡，在这里激活它的
根源，以戏剧活动作为原乡生活的实验方式来构造全
新的文化奇迹。

“我想这个小镇不仅仅是几个戏台的汇聚，也不仅
是几个剧种的汇聚。大家来这里不仅能看戏，而且能
够在延绵的戏剧空间中，体验戏剧的精神。他们在这
里能够亲自去唱、去演、去感动，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个戏剧小镇是生命的情景之所，是一个延绵无尽的
舞台，是千万戏迷心灵的原乡，到那个时候这个戏剧
就不仅仅是越剧和戏剧的创新之所，而且是戏剧产业
的兴盛之地。”许江说。

作为小镇文旅公司董事长，导演郭小男用“梦里
桃源，不负江南”八个字来概括对小镇未来的期许。

“梦里桃源”喻指小镇带来的新的生活形态，“不负江
南”则是指对文脉的延承和发扬，指不负传统、不负
文化，不负先人打造出的几千年文脉的担当与创新。

“无论是建设小镇还是复兴文化，我们都要用十
年、百年的概念去看待，去寻找方向。”中国戏剧家协
会主席濮存昕说。在他看来越剧有这么深厚的群众基
础，应该好好把它发展起来，并且在中国文化复兴的
当下起到转型先锋的作用，今天只是一个开始。

梦里桃源，不负江南——

江南小镇的越剧梦
□ 本报记者 郑 娜文/图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国家大剧院
历时 3年精心打造的中国红色经典民族歌剧 《金沙江
畔》 迎来首演。民族色彩浓郁、旋律动听优美的音
乐，感人至深、扣人心弦的故事，充满历史质感与现
实代入感的舞台视觉呈现，刻画了红军长征跋涉的艰
苦卓绝以及和少数民族同胞深厚的鱼水情谊。

《金沙江畔》 改编自红军作家陈靖创作的同名小
说，讲述了红军先遣团在团长金明的带领下突破敌军
江防渡过金沙江，红军严明的纪律和民族政策消除了
藏族姑娘卓玛对红军的误会，并赢得藏区土司桑吉的
信任成功借道，使红军主力得以继续北上的故事。该
剧是国家大剧院继原创歌剧《方志敏》、歌剧《长征》
之后推出的“红军三部曲”中的又一重磅力作。

为了铺展出红军长征的壮阔历史画卷，使得这部
歌剧在音乐的旋律性和舞台视觉充满民族特色。创作
过程中，《金沙江畔》的主创艺术家深入故事发生地，
将独具康藏色彩的音乐、文化、自然风光等融入到歌
剧创作中。

作曲家雷蕾为剧中主要人物谱写的咏叹调与重

唱，充满了戏剧张力与情感力量。其中，在断粮断水
的危急关头，由王凯饰演的金明唱响的咏叹调 《炊断
粮》，既表现出这位红军先遣团团长的忧心如焚，也将
红军战士大无畏的革命信念立于舞台之上；而在敌人
的屠刀下，一曲《半轮落日火一样红》，则刻画出金明
机敏与豪迈的英雄气概。

舞台呈现上，导演廖向红着力体现红军长征的
“跋涉”感。红军在枪林弹雨中的“跋涉”、抢渡金沙
江的“跋涉”、面对敌人及险恶环境时寸步难行的“跋
涉”以及尾声红军大军远去的“跋涉”等场景，伴随
着贯穿全剧的红军“北上”主题，展现出长征的精神
力量，直击人心。与此同时，舞台实景与多媒体投影
的完美融合，不仅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金沙江的
浩瀚、黑堡崖的险峻、幽谷奇境的壮美以及火烧金沙
城的惊心动魄和刑场上的残阳如血，也通过富有厚重
感与历史感的舞台视觉，体现出红军艰难跋涉与康藏
高原自然环境的“质感”。

和 《长征》一样，该剧的全部演出票在首演日之前
均已售罄。“红军三部曲”的“一票难求”，不仅证明了红

色题材舞台作品在广大观众中的美誉度，同时也体现出
观众对民族歌剧领域所涌现出的新作、力作的期待。

观看该剧演出后，“90后”大学生肖尧表示：“在
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亚文化都甚嚣尘上，而这
种红色文化的存在实属一股清流。红色经典剧目无疑
唤起观众内心的正能量，对于学生而言，近距离接触
红色经典剧目，能够增强我们的意志力。”山东公安系
统职工郝先生说道：“我和爱人是专门从山东淄博过来
的，很喜欢剧中卓玛的《格桑花》，特别动听。这部歌
剧真正展现了我国的民族大团结，当看到尾声卓玛收
养了金秀的孩子，我们都哭了。”

为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公约》45周年，增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
员国、对话伙伴国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合
作，“魅力非遗——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夏令营·非物
质文化遗产交流体验”活动，日前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开营。活动由文化部外联局、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
北京市文化局、贵州省文化厅共同主办。

上合组织夏令营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举行的官
方文化交流活动，为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
话伙伴国青年间的文化交流搭建平台。首届“上海合
作组织夏令营”以合唱为主题，于2016年举行。包括
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白俄罗
斯、蒙古、巴基斯坦、尼泊尔等8个上合组织有关国

家派团参加了首届夏令营。
本届上合组织非遗夏令营以“传承与弘扬”为主

题，包括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阿
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柬埔寨、土耳其、伊朗等
10个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文化部
共派出24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手工艺者参加，
云集了中国的木版水印印刷和内画鼻烟壶、俄罗斯的
泥塑手工艺、哈萨克斯坦的冬不拉、尼泊尔的唐卡绘
画、土耳其的瓷画和水拓画、伊朗的木雕和珠宝设计
等有代表性的传统手工技艺。

活动期间，非遗传承人或手工艺者除了在北京参
加非遗精品展，进行交流访问外，还将赴贵阳参加“魅
力非遗”文化大集和相关论坛活动等。 （联 艺）

“金沙江畔”唱响民族歌剧
□ 崔磊 张媛媛

上合10国24名非遗传承人竞技

“我欲因之梦吴
越，一夜飞渡镜湖月，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
溪。”1200年前，诗人李白为

世人留下一个关于太姥山和剡
溪的千古美梦。

流经浙江嵊州的剡溪，因其秀
美风光引得历代无数文人墨客传下
名篇佳作及趣闻逸事。剡溪之畔的
甘霖镇施家岙村，更是因为孕育了中
国女子越剧而远近闻名。日前，中国
第一个以越剧为主题的小镇在这里
启动建设，吸引来众多媒体的目
光。越剧小镇怎么建？建成什么
样？虽然最终面貌还等待时间揭
晓，但毋庸置疑的是，在青山秀
水之间，徜徉古村落，听上一
曲折子戏，这样的人文景致
正成为这个江南小镇令

人向往的又一个梦。

▲施家岙古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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