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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新时代的百姓故事讲好新时代的百姓故事

翩翩舞广袖 恰似李白来翩翩舞广袖 恰似李白来

组歌音乐会唱响“中国梦·丝路情”

立陶宛《海鸥》在京上演

广播剧精品力作不断

记 者：广播剧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近
些年，广播剧在反映百姓生活、表现时代精神上出了
哪些精品力作？

吕 卉：作为基层文化工作者，我们始终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基层文化建设中，着力抒写中国
梦。迄今为止，我们创作生产的广播剧已有 10 部作
品、连续 9 届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在全国各广播电台中名列前茅。

这些年，我们精心创作了一系列中国梦主题的作
品，为寻梦者加油，为追梦者鼓劲，为圆梦者喝彩。
比如，广播剧《大岭村的故事》记录了小岗村18个农
民按下红手印、盼望过上好日子的梦，《母亲的童谣》
反映了新中国建设者的梦，《“傻子”传奇》描绘了改
革开放先锋的梦，《举起你的右手》呈现了一位普通少
年的梦，《爸爸的脊梁》，唱响了“两弹”元勋邓稼先
的科技强国梦，《板车女孩》中的小凤以瘦小的身躯，
拉着板车带瘫痪的爸爸千里求医，用醇厚的亲情和坚
韧的毅力，创造了一个梦一样的奇迹。这些作品不是
远离日常生活经验的故事，而是来自于每一个有过梦
想，并且为梦想奋斗过、哭过、痛过、笑过的普通人。

普通人的故事是创作源泉

记 者：随着网络的发展，广播剧也面临着新媒体
的挑战。对此，你们如何创新传播手段？效果如何？

吕 卉：融合新媒体，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讲好新时代的百姓故事，既要有意思，也要有意
义。近年来，我们全力推动基层文化建设与时俱进，

打造融媒体的微广播剧。
微广播剧，是指通过微数字技术在互联网上进行

音图文融合传播、长度在 10分钟之内的微型广播剧。
因其成本低、制作周期短，容易形成规模化生产；每
集长度在10分钟以内，符合新媒体时代碎片化阅读和
收听的习惯，便于手机传播。

2015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将微
剧列入“中国广播影视大奖”评奖序列，安徽广播电
视台和香港中文大学、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创作的
微剧 《打酱油》 是首部、也是全国唯一一部获得此项
殊荣的微广播剧。

安徽是一方英模众多、好人辈出的热土，这些
人，根在基层，长在民间。2016年，由安徽省委宣传
部、安徽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出品，推出百集
微广播剧 《安徽好人》。搜集了 10多年来 1000多名上

榜“安徽好人”的资料，选取具有代表性和戏剧性的
人物事迹，用紧凑的节奏和情感悬念，讲述 100 位

“安徽好人”的动人故事。例如获得第 14届全国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广播剧 《板车女孩》 就
是以“安徽好人”中黄凤为原型，讲述这个安徽农村
小女孩用自制板车拉着爸爸千里求医、得到社会各界
的帮助呵护、成长为一个心有阳光、懂得感恩的少女
的故事，引起较强的社会影响。

该系列录制完成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安徽广
播电视台各频率展播，在新浪等主流网站和在国内主
要音频软件上，包括荔枝FM、喜玛拉雅、蜻蜓FM等
开设微剧频道进行推广。并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转
发，分享给手机用户，引起广泛关注、转发、点赞。
这次实践是一次成功的融媒体创新尝试，今后，我们
要把微剧《安徽好人》作为一个文化品牌，长期来做。

成风化人富民安民

记 者：听说你们的一些广播剧不仅有较高的收听
率和较好的口碑，而且创造了经济价值，带领群众走
上了致富的道路，能否介绍一下你们的经验？

吕 卉：有人说，文化只花钱不赚钱。事实上，文
化既有成风化人的社会功能，也有创造财富的经济功
能。截至2018年3月5日，电影《红海行动》，票房已
突破 30亿元；《厉害了，我的国》 正在热映，影响超
燃。全国有不少地方把当地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变为致
富的生产资源，闯出了产业发展、群众富裕的路子。

我们今年正在创作的系列微广播剧 《第一书记》，
通过新闻报道剧的形式，讲述安徽省选派80后年轻干
部到贫困村任职第一书记，带领群众脱贫奔小康的故
事。这个系列不仅仅是宣传先进人物，每个第一书记
的故事，都围绕当地独特的旅游资源、农副产品和当
地电商平台来编写，音频视频相结合，有图有故事，
既是一个作品，也是一个产品。通过新媒体传播，带
动当地旅游资源和农副产品的推广，起到文化富民的
作用。

另外，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深入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也是我们基层文化建设可以借
鉴的地方。比如，我们明年策划创作的系列微广播剧

《只进一扇门》，就是文化便民的一个尝试。通过人民
群众现实生活中跑政务机构办事发生的真实素材，创
作这个系列，起到文化便民的作用。

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基层文化建
设的新要求和新趋势。我们要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
粮，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满足人

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

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今年两会，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也再次指出：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提供丰富精神食粮。作为基层文化

工作者，如何用实际行动履行这一

职责，本报记者与曾获得“五个一

工程奖”编剧、安徽广播电视台广

播剧编导吕卉进行了对话。

▲广播剧《板车女孩》原型为“安徽好人”中的黄凤▲广播剧《板车女孩》原型为“安徽好人”中的黄凤

▲守墓老兵欧兴田的故事被录制成广播剧

陈彼得是谁？
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

名字，但是提起他创作的
歌曲，如 《迟到》《阿里巴
巴》《一剪梅》《无言的结
局》《几度夕阳红》 等，
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
晓。正是这位对两岸流行
音乐文化有着重要影响的
台湾音乐人，近日登上了
央视的一档节目 《经典咏
流传》，打动了许多观众。

已逾古稀之年的他，
背着一把吉他，将辛弃疾
的 《青玉案元夕》 谱成新
曲，点燃全场。为何选择
这首歌，陈彼得说，他希
望用这首歌告诉 800 年前
的辛弃疾：“你梦想中的盛
世中国，我们实现了。”与
此同时，他还告诉观众，
这歌声是来自中华传统文
化穿越千年的召唤。“你
们听到这呼唤了吗？”他
三次发自肺腑的呐喊，令
节目现场与电视屏前的观
众几度热泪盈眶。

大家不禁为一位古稀
老人对音乐的赤子之心而动容。舞台上的
陈彼得正如他自己所言，像脱缰的野马，
忘记了年轮。74 岁的老人，琴弦一弹，开
口一瞬，迸发的巨大力量让人惊叹。连节
目音乐总监刘卓都说，在收到陈彼得的编
曲参考时感到很惊讶，没想到老人家这么
时尚，对音乐的要求这么高、这么讲究。

大家也为一位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热
爱而动容。据介绍，从 1988 年到现在，陈
彼得潜心研读古诗词，致力于为古诗词谱
写曲子，期间谱写了100多首歌曲。老人家
明知道古诗词的歌曲无法发行，仍坚持创
作，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老祖宗留下来的
经典，一定要传承下去。他认为正如一棵
树要有根，没有文化之根的音乐是不会长
久，不会伟大的。因此，他想用自己一生
的经历告诉年轻曲作家：你努力想要学习
寻找的所有养分、最珍贵的资源，其实老
祖先都留给我们了。

大家更为一位台湾同胞血浓于水的中
华情而动容。节目后半段，陈彼得深情朗
诵了诗人艾青的 《我爱这土地》，字字肺
腑感人至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
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陈彼
得先生多年来往返于海峡两岸，此后定居
内地，见证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对
故土的眷恋，对中华文化的坚守，对这个
时代的认同，反映的是千千万万台湾同胞
共同的心声。

“生如夏花三十年故乡情歌唱到老，逝
如秋叶一万年赤子心落叶归根。”我们为陈
彼得们流泪，也为他们张开最温暖的怀抱。

▲陈彼得深情朗诵诗歌
3月 10日、11日，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安徽省马

鞍山市委宣传部、马鞍山市文化和旅游委员会联合出
品的民族舞剧 《李白》 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历经一年
多的创作打磨，作品以全新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视角对
历史人物进行了回望与演绎。

舞剧 《李白》 以“现实”和“梦境”两种环境交
错并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创意性采取了倒叙的结
构，以李白晚年兵败被发配夜郎为切入点展开其人生
回忆，选取了李白人生中的几个主要节点，分别以

“月夜思”“仗剑梦”“金銮别”“九天阔”“鹏捉月”为
题进行铺陈，徐徐展开李白在“道”与“势”之间挣
扎徘徊的一生，力图使观众既能领略大唐宫廷的华
美，亦能体验驰骋沙场的紧张，同时还能在李白寄情
山水的情怀中感受其内心世界的孤独与广大。

在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对李白的诗句，特别
是其中对乐舞的描述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最终
采用了一种带有韵律的诗意化的肢体语言进行呈
现。担纲该剧舞蹈总监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许
宁说：“我们采用古典舞的语汇及现代的美学显现方
式，将文字转化为肢体语言的舞蹈，使之具有时代
感并浑然天成。”

同时该剧更是对李白精神世界的一次致敬，这其
中既有“莫使金樽空对月”的热情、“请君为我倾耳
听”才情，亦有“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豪情。该剧导
演、中国歌剧舞剧院青年编导韩宝全表示：“我们希望
通过李白身上所具有的胸怀天下的情怀、爱国的热
忱、报国的激情来表达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奋斗、永不
言败、永不放弃的‘盛唐精神’。”

当谈及该剧创作时，舞剧 《李白》 的各位主创不
约而同的提到了其“矛盾性”。编剧江东表示：“希望
通过李白在‘入世’与‘出世’上的权衡与抉择，揭
示其在家国情怀和寄情山水之间的心里挣扎。”舞美
设计任冬生则从盛唐时期的建筑及装饰中提取出了
黑金配色的概念，结合李白的书法以及唐五代时期
的山水画重新结构了舞台装置，如同是李白一生中
充满矛盾的世俗与诗意。在音乐方面，作曲张渠则
针对李白内心的矛盾点选择了箫和古琴两件乐器，
以古琴来表达世俗对他的禁锢，箫来表达他想要摆
脱禁锢的愿望。

在本轮演出中，饰演李白一角的是中国歌剧舞剧
院优秀青年演员胡阳，曾成功主演 《孔子》《赵氏孤
儿》等作品。 （李嘉琪）

“李白”的形象在话剧、音乐剧、歌剧、戏曲等各种

舞台形式中都有所呈现，在舞剧领域尚属空白。由中国

歌剧舞剧院带来的中国内地首版舞剧《李白》便填补了

这一空白

由江苏省委宣传部、连云港市委市政府主办的 《中
国梦·丝路情》组歌专题音乐会日前在北京音乐厅上演。

《中国梦·丝路情》 组歌是国内表现“一带一路”倡
议的大型音乐作品，由来自江苏连云港的青年作曲家王
咏梅联手国内著名词作家、编曲家、歌唱家知名乐团及
合唱团协力打造，表达了文艺工作者对于国家发展的美
好祝福和发展繁荣文艺事业的不懈努力。

该组歌以中国在全球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
成就为切入点，突出反映江苏在“一带一路”开放大格
局中，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全力做好扩大向东开放和引领
向西开放的文章，也表现了连云港在“一带一路”倡议
战略支点建设中焕发出的动力。作品以点、线、面结合
的方式构建整部乐章，以舒展的音律、优美的旋律、气

势的交响、激昂的合
唱诠释文艺工作者眼
中的“一带一路”和
伟大“中国梦”。歌
曲既有《祖国在我心
中》《大美中国梦》

《赶上好时代》 等激
昂澎湃的主旋律作
品，也有《丝路上有
你》《再走丝绸路》
等具有“一带一路”
浓郁风情的作品，还
有《家门口》等反映
群众生活的歌曲，具
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
较高的艺术水准。▲阎维文在音乐会上演唱

据悉，《情系梁家河》大型美术长卷作品采风组将
于4月中旬进驻梁家河村，通过实地采风，创作出一幅
讲述当地在习近平的带领下脱贫致富故事的长卷作品。

该采风组由中国国画家院史国良人物画高级研修
班的8名学员组成。活动发起人、画家张武昌曾在陕西
省富平县当过5年知青。他在阅读了《习近平的七年知
青岁月》 一书后，深受鼓舞和启发，萌发了创作这一
题材的想法，并得到其他学员的积极响应。

张武昌说：“本次采风创作的作品以中国画笔语言
融入西方造型形式，将书中的文字语言用画面形式呈
现出来，尽可能地将当时的人物原型、脱贫致富的点
滴故事与劳动场面、生活环境融汇到画面里，形成一
幅具有历史意义又有生活趣味的大型美术作品长卷。”

据介绍，该作品预计在 3 年内完成，届时将在北
京、深圳、西安等地巡回展出。

（钟 昊）

美术长卷《情系梁家河》
将赴实地采风

北京京剧院举行
青年京剧演员擂台赛

3 月 12 日至 31 日，北京京剧院第五届“魅力
春天”青年京剧演员擂台赛在长安大戏院举行。

擂台赛流派纷呈、文武并重、行当齐全，
全面展示青年演员对京剧艺术的传承和呈现，
共设置20场演出，前15场为参赛演出，包括11
场文戏、4 场武戏，另外 5 场是“展演演出”，
由历届擂台赛走出来的优秀青年演员合作表演
经典剧目。

北京京剧院“魅力春天”青年京剧演员擂
台赛于 2011年启动，发起初衷是为青年京剧演
员提供展示舞台。经过近8年积累，擂台赛为京
剧事业挖掘、输送了大批人才，如常秋月、姜
亦珊、张馨月、张建峰、谭正岩、杨少彭、窦
晓璇等众多知名青年京剧演员，都是从“魅力
春天”走出来，并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文 综）

□ 本报记者 郑 娜 对话人：吕 卉（安徽广播电视台广播剧编导）

3 月 14 日至 17 日，立陶宛 OKT 剧院的
《海鸥》在首都剧场上演，为本届“首都剧场
精品剧目邀请展”拉开帷幕。

《海鸥》以“质朴简洁的舞台和演员扎实
精湛的演技”，在2017年乌镇戏剧节首次亮相
便获得一致赞誉。这部以当代方式排演的契
诃夫四幕经典喜剧由北京人艺演出中心、中
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联合引进。

《海鸥》并没有对契诃夫的这部经典名作
重新阐释，而是相对忠实地将契诃夫的原作
展现在舞台。导演奥斯卡·科尔苏诺夫是
OKT 剧院的创始人，他的 《海鸥》《哈姆雷
特》 与 《在底层》 被称为“排练场三部曲”。
所谓的“排练场”状态，即观众与演员共处
在略显逼仄的空间中，观戏感受仿若在排练
场围观。演员既是演员也是观众，观众不仅
看到了结果，而且看到了整个创作过程。

（文 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