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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美展
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本报讯 全国美展由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共同举办，是最具权威
性的国家级综合性美术大展，每5年举办
一次。今年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第十
三届全国美展将以一大批艺术精品献礼。

近日，第十三届全国美展组委会工
作会议在京召开，介绍工作进展和时间
安排。据介绍，组委会近期将评选出入
选作品和获奖提名作品；11 月，总评委
会对各展区评选出的金、银、铜获奖提名
作品进行终评，评选出40件获奖作品为
全国美展的第三届中国美术奖·创作奖
作品；12 月，将在北京举办第十三届全
国美展暨第三届中国美术奖·创作奖、获
奖提名作品展。 （刘奕）

国图举办“非遗传承人
抢救性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

本报讯 6 月 7 日至 7 月 7 日，国家
图书馆举行“年华易老，技·忆永存——
第二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系列
活动，通过影像的方式，向观众展现了非
遗传承人的技艺、记忆与生活故事。

此次活动共展映 31 部关于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纪录片作品，涵盖
了非遗十大类别中的八个，包括贵州的
苗族芦笙舞（滚山珠）、浙江的绍兴黄酒
酿制技艺、江苏的佛教音乐（天宁寺梵呗
唱诵）、青海的热贡艺术等，这些作品是
各地非遗保护工作者对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进行全面影像记录和文献收集
工作的成果之一。 （李想）

“东方之光——
光境画风台湾展”举行

本报讯 近日，“东方之光——光境
画风台湾展”在台北松山文化创意园展
出，这是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第
十三届台湾·浙江文化节主旨展览之一。

展览呈现了浙江省书画艺术界代表
借院（原名杨文科）20 年来的艺术成果。
借院将自己的画派命名为光境派，创造
了经典的“借院三法”，并开创了不同于
西方光理应用的“光境画派”作画方式。
参展作品中有长达7米、展现清廉独立人
格的书法长卷《琴赋》，也有反映浙江美
好生活的绘画作品《梅花光境》。这些作
品无论是制定绘画总体目标还是实施阶
段性步骤方面，都彰显了画者自我革命
和坚毅探索的工匠精神。 （余斯思）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举办摄影书画展

本报讯 （记者 梁杰）北京市第八十
中学艺·视域社团十周年社庆摄影书画作
品展近日在北京“山水美术馆”举办，展览
展出了各届社员在校或毕业后创作的摄
影、书法、绘画、设计等各类艺术作品。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艺·视域社团成
立于2009年，旗下包括80影像、画堂春
美术社、画堂墨香书法社等各类分社。
十年来获得诸多荣誉：朝阳区精品社团、
最具人气社团、全国文艺展演一等奖
等。据统计，社员曾获国际级奖项10余
项、国家级奖项100余项、市级奖项30余
项、区级奖项 200 余项。已有几十名社
员考入清华美院、中央美院、伦敦艺术大
学等艺术院校，圆了学子的艺术梦。

“ 单 杪 瓪 瓦 ， 钘 镫 錾 镳/瘿 顶 勾
阑，耍头搘角/攒尖榀架，襻间榫卯/
青辊檐檩，嫔伽惹草⋯⋯”看到以上
歌词，大多数人肯定如坠云雾，但在
建筑类专业师生的眼里，却如数家
珍。日前，《建筑生僻字》 歌曲 MV
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创作发布，该
MV 由网络歌曲 《生僻字》 改编，网
络歌手陈柯宇作曲，歌词为该校党委
宣传部集体创作。将中国古代建筑中
生僻晦涩的独特构件和专有做法名词
以押韵方法相组合，以说唱的形式加
以表现，歌曲一经发布，便引起师生
及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据了解，歌词中的建筑生僻字多
为专有词汇，或为建筑工艺和做法的
特指 （如斫砟、磨砻等），亦或衍生自
构件造型本身 （如夔龙、狻猊等），还
有与建筑功能相关联的术语（如辇道、
梐枑等）。在创作过程中，主创人员翻
阅了学校收藏的大量古代建筑文献和
专业研究书籍，歌词成形后，又请学校

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审核指导，力求使
“规矩准绳之妙”“栋宇参差之美”背后
饱含的华夏匠心得到更广泛的理解。
为便于推广，主创人员还为歌词配备了
汉语拼音和同音简字等辅助方式提升
公众背诵、传唱的便捷度。

中国古建筑素以其精巧做法和复
杂结构而著称，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独
树一帜，“飞檐走兽”“勾心斗角”“雕
梁画栋”等是人们形容古建筑外表的
常用词语，但其中门道却少有人能说
出所以然。中国建筑文化以其科学的
营造理念和独特的艺术特征传承数千
年而不断，并对周边国家建筑技术与
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据歌曲主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高
瑞龙介绍，此次推出 《建筑生僻字》
歌曲，意在利用学校办学特色和专业
优势，将中国建筑思想与专业语汇通
过喜闻乐见的现代传播方式，向大众
普及传统建筑文化，让华夏营造智慧

“飞入寻常百姓家”。

用歌曲阐释华夏营造匠心
崔凯 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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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谁的名字跟19世纪的
法国文学乃至法国的社会生活联
系得如此紧密的话，那么这个人就
是雨果。《巴黎圣母院》作为雨果第
一部引起轰动效应的浪漫派小说，
于1831年出版问世，作品以离奇
和对比手法写了一个发生在十五
世纪法国的故事。

6月29日，“阅读文学经典”系
列讲座第二季第一场开讲，中国社
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余中先从巴黎圣母院与《巴黎圣母
院》的关系出发，讲述它们彼此造
就、彼此影响的故事，在此基础上
探究雨果历史小说的真实性。

该系列讲座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与首都图书馆联合举办，主题内
容为“世界文学”阅读，每年举办一
季，每次围绕三四部经典文学作品
展开，邀请资深学者、研究者，为读

者深度解析、展示传统文学作品及
其魅力所在。今年6月至8月，“阅
读文学经典”系列讲座邀请了余中
先、陆建德、曹立波、陈众议、刘文
飞五位知名学者，就 《巴黎圣母
院》、“莎士比亚”、《红楼梦》、

《堂吉诃德》、“托尔斯泰”五个主
题分别展开讲座。

讲座同时，首都图书馆还举
办了讲座所涉及图书 《巴黎圣母
院》《莎士比亚全集》《红楼梦》

《堂吉诃德》《托尔斯泰文集》等的
插画作品展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版本展。集中展示了共20余种不
同版本的推荐图书，以呈现经典流
传的轨迹和不同时代的审美特色，
并甄选百余张插画作品，展示文化
精髓和文学作品的独特之处，读者
可以从中了解作品的出版过程和
不同历史时期的样式及特色。

听讲座 看插画 寻版本

开启“阅读文学经典”之旅
李明

诗词、国学、书法、京剧⋯⋯近几年，
传统文化进课堂搞得如火如荼，但效果
如何？去年底，北京教育学院发布的《北
京市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现状调查报
告》显示，六成以上的学校有传统文化课
程和教材，但师生都认为学校最大的问
题是形式太单一，教师表示自己在传统
文化教学过程中能力稍显不足，缺乏相
关资源。可以说，如何更好地把传统文
化教育融入课程，对于教师来说依然是
一个难点和挑战。

近日，由北京教育学院人文与社会
科学学院传统文化教育研究所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学科创新平台主办
的北京市首届“子曰”传统文化教育论坛
在海淀区五一小学举行，主题为“传统与
现代的会通”，设置的四个分论坛从教育
戏剧到古诗群文，从古代文言到经典阅
读，展示了教师们在小学至高中阶段传
统文化教学的实践与思考，吸引了来自
京津冀、山西神池县、山东滨州等地400
多位教师参加。

用教育戏剧打开新世界

在教育戏剧与传统文化分论坛，五
一小学教师金旭执教的教育戏剧展示课

《走近孔子 走进孔子》，带领学生们走进
孔子，仰望儒家，鼓励学生“年少立志、于
困顿中不忘其志，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砥
砺前行”。课上，学生们根据《孔子的故

事》一书自编、自导、自演了丧家之犬、陈
蔡之困、自我斗争、弟子侍坐和穿越时空
五幕戏剧，还运用坐针毡、角色代入、内心
独白、第四堵墙等教育戏剧方法，对所饰
演角色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情感，进行了深
入的分析和讨论。

“现在很多学校都在做戏剧课程，但
大多的是课本剧，把情节转化成戏剧来
展演，教师在课堂上往往只是一个观
众。而真正的教育戏剧是全员参与，教
师既是导演也是演员，通过运用戏剧方
法与戏剧元素，引导学生在设计好的架
构下发挥想象、表达思想，并进行思维碰
撞，让学生通过体验人物更深刻地把握
文本。”北京教育学院副教授方麟说。

如何引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
趣？北京教育学院教授王秀荣以“用教育
戏剧打开传统文化教育新世界”为题，介
绍了常用的戏剧教学方法。她坦言：“教
育戏剧符合孩子最自然的习性，可以通过
对故事的阅读、观看、倾听、讨论、表演、实
践等多种形式，将教材中蕴含的美德内化
为孩子自觉的准则，增强他们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挖掘诗词中的精神宝藏

事实上，教育戏剧中的某些策略在讲
古典诗词的时候也可以用上。在古典诗
词与传统文化分论坛，五一小学教师吴建
欣执教的群文阅读课“三首诗”——《暮江

吟·题西林壁·雪梅》，通过诵读的方式，引
导学生寻找自己最喜欢的诗句并为其命
名，发现诗歌的音韵美和自然美。随后，
吴建欣又请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作
者表现自然美的具体角度，并以半命题的
形式带领他们寻找诗歌中的哲理美，最后
结合实际生活谈各自收获。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员
郝婧坤认为，朗读是孩子进入诗歌作品
的一种方式，此次教学实现了真正意义
上的群文阅读，整进整出，有分有统，并
使学生将课堂所学真正运用到生活中，
这是给学生带来的精神宝藏。

据《北京市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
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四成以上的教师对

“古诗文吟诵教学”有了解，但没有用
过。为此，方麟针对古诗群文的教学策
略以及课堂结构等问题，以《观猎》《春夜
喜雨》《夜雨寄北》等诗歌为例，从时间、
空间、时空和意象四个方面深度解读，为
教师走进文本提供了多个角度，也为教
学提供了更多的工具和方法。

在历史天空中感受经典

“经典节选对于中学生来说是一个
难点，尤其《庄子》本身很短，又跟学生的
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理解起来比较难，
这也是教师使用统编教材遇到的最大问
题。”顺义区教育研究和教师研修中心教
研员、特级教师刘德水如是说。

然而八一学校教师刘杨的展示课
《北冥有鱼》让人眼前一亮。他以华为
ARM-Based 处理器——鲲鹏 920 为
导入，通过学生的鲲鹏形象配图展示，以
及“徙”“鹏”等文字学解析，探究“鲲鹏”
的具体内涵；再由节选文本到《逍遥游》
全篇，逐步揭示“鲲鹏”与“蜩”等在“有
待”方面并无本质区别，从而回溯庄子

“齐物”的哲学思想；师生还结合《上李
邕》《泊岳阳城下》《渔家傲》三首诗词，共
同追索鲲鹏在历史时空中的象征意义；
最后刘杨又邀请学生们赋予鲲鹏以新的
形象，一同书写鲲鹏新故事，使课堂从古
到今，由现实到未来。

“让学生的眼光聚焦在历史天空中，
在亲近鲲鹏中，理解经典的文化意义、感
受经典魅力，帮助他们从哲学层面上初
步地理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
里去。”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员夏满
认为，《北冥有鱼》一课从经典文本的基
础阅读、还原经典的教学实施、有选择性
的纵深阅读和关联生活的教学实施等维
度，使我们对“文化经典的节选文章怎么
教”的话题有了新的思考。

透过思辨视角理解人物

经典阅读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中之
重，八一学校教师王华蓓执教的《红楼梦》
整本书阅读展示课——《说不尽的刘姥
姥》，通过对“刘姥姥三进贾府”进行回顾
和梳理，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对其形象进
行挖掘，并巧妙地运用清代涂瀛对刘姥姥

“殆黠而侠者”的评价，推动学生从思辨视
角理解人物形象，围绕“刘姥姥的形象意
义”“刘姥姥的社会价值”展开讨论。

“整本书阅读在于推动学生从多个角
度、多个方面去探讨问题，在这个过程中，
既要有宏观上的把握，又要有微观细节上
的分析，要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阅读整本
书的方法。”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
教研员、特级教师黄玉慧说，此次论坛名
为“子曰”，意味着大家对传统文化都可以
发声，教师可以引领学生在课堂上讨论，
学生也可以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每位学生都有文化的基因，而教师要
做基因的唤醒人。北京教育学院人文与
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吴欣歆表示，希望加大
教师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专业培训和
通识培训，推动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教育
相互融合，开发出更多的传统文化课程，
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进课堂的新路。

传统文化进课堂风景别样
——来自北京市首届“子曰”传统文化教育论坛的报道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枪炮声、呐喊声，舞台上的纷飞战
火，舞台下的群情激愤⋯⋯中国儿童艺
术剧院为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创排
的《火光中的繁星》，7月6日将作为第九
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开幕大戏亮相中国儿
童剧场。这部音乐剧讲述了淞沪会战时
期，日军的轰炸令山河破碎、百姓流离。
一群经历不同却都失去父母的孩子，在
进步青年林睦的帮助下，彼此温暖。一
张《义勇军进行曲》的谱纸，激励着他们
坚强地站起来⋯⋯

如何让这样一部主旋律音乐剧更好
地打动观众？该剧编剧、导演赵宇说：

“《火光中的繁星》采用了虚实结合、时空
转换的叙事方式，比如在一首音乐或一
段大场面中，我们会同时讲述不同孩子
的故事。在音乐、形体方面，也是时而写
实、时而写意、时而叙事，演员时而是剧
中的角色，时而从剧中走出来变为叙述
者。”以这种方式带领观众走近那段对现
在的孩子来说并不熟悉的历史，给观众
留下感受、想象的空间。赵宇坦言，这也

正是创排这部剧的难点所在。
作为一部音乐剧，作曲的重要性毋

庸置疑，该剧作曲是曾参与《马兰花》《十
二个月》《月光摇篮曲》《小公主》等剧目
的作曲家邹野以及创作过《小芳》《最牵
挂你的人是我》《爱情鸟》《九月九的酒》
等流行音乐的作曲家王钢。由于《火光
中的繁星》是抗战题材，这就更需要演员
演唱时充满激情。“我们的演员大多是

‘90 后’，作为声乐指导，我会反复启发
演员，不仅音要唱得准，和声配合得和
谐，而且要唱出历史的厚重感，把握住那
个时代的情感。”声乐指导岳彩帼说。

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表示：“排演这
部戏，是让今天的孩子了解中华民族有
过这样一段苦难岁月，有过这样一群在
抵御侵略的战火中，相互温暖、勇敢站起
来的孩子。少年强则国强，今日之少年，
即未来之主人翁。这部戏既是对那个年
代的纪念，也是对百年来中华民族为实
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不懈奋
斗的讴歌。”

主旋律音乐剧如何打动观众
缇妮

无所不能的“我爸爸”、爱幻
想的“胆小鬼威利”、憨态可掬的

“大猩猩”⋯⋯6 月 22 日，国际
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获得者、超现
实主义艺术大师安东尼·布朗的
162 幅原画以及其笔下的人气绘
本主角首次在国家图书馆展出,
荒诞幽默的艺术氛围、天马行空
的想象力，让北京的大小观众一
饱眼福。

这是由中信出版集团、国家
典籍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安东
尼·布朗的幸福博物馆”全国巡
展的首站，展览按照故事主题划
分为十大展区，设计融入 20 余
处创意拍照打卡的艺术场景，打
造多媒体影像互动，解锁全新的
艺术观展体验，不论大人小孩，
都可以在这场视觉盛宴中找寻到
自己的艺术潜能。

今年73岁的安东尼·布朗，自
1976年发表首部绘本《穿越魔镜》
以来，已发表50余部作品，被译为
26种语言出版。在艺术界半个世
纪的耕耘，他先后获得了两次凯
特·格林纳威大奖、三次库特·马斯
勒奖、德国绘本奖、荷兰银铅笔奖、

艾米克奖和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
奖，如今依旧笔耕不辍。目前安东
尼已经在美国、墨西哥、法国等多
个国家办过画展，但百余幅原画作
品及这些风靡全球的绘本主角集
体亮相中国，还是第一次。

在安东尼的作品中，你会发
现隐藏着许多有趣的故事和新奇
的想象。他擅长在画面里安插天
马行空式的创意，让我们穿梭于现
实与想象之间，使成人也可以在他
的世界中找到别样的温暖与趣
味。那些意外入镜的“彩蛋”带来
的好笑又怪诞的神秘感，让观众尽
情地近距离感受“寻宝”的乐趣，思
考幸福的含义。

展览将持续至9月22日，现场
提供语音导览讲解，还有趣味集章
处和心意十足的文创商店。展览
期间，主办方还将举办讲座、艺术
沙龙、插画课堂和工作坊等活动。
由中信出版集团推出的安东尼·布
朗在中国的首部个人作品集《安东
尼·布朗的幸福博物馆》，汇集了他
40年绘本创作经历、作家生平、作
品解读和艺术赏析，观众可以把展
览现场精美的插画带回家。

安东尼·布朗的幸福博物馆
张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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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日夜奔流不息的塞纳
河，在其浪漫、抒情的波浪深处，
蓄聚着巨大的潜能，它缓缓向前，
从容自若。一座法式经典的传统
建筑耸立于其岸边，它是法兰西
艺术院的圣殿。这里大师辈出，
为世界所崇仰。一条河，一座殿
堂，一动一静，在时间的流逝中谱
写了法兰西文化艺术的辉煌。”这
是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为正在
展出的“不朽的传承——法兰西

艺术院雕塑院士作品展”所作展
序中的一段话。

展览展出克罗德·阿巴吉、
让·卡尔多、让·安哥拉、安东尼·
彭赛、布里吉特·泰尔齐耶夫五位
法兰西艺术院雕塑院士的 37 件
雕塑作品。《悲伤》《大风》《我的巴
尔 扎 克》《趋 于 平 面 化 的 男 人
像》⋯⋯展览作品主题多样、形式
丰富，具有超越时代的探索性，展
示了五位雕塑大师对于生命与情
感、内容与形式、写实与抽象、人
与自然、西方与东方等诸多文化
问题的多元审美观照，凸显了其
独具特色的塑造语言和艺术风
格。据介绍，展览结束后，五位艺
术家将全部参展作品捐赠给中国
美术馆永久收藏。

成立于1816年的法兰西艺术
院是法国最高艺术研究殿堂，其深
厚的艺术积淀滋养了安格尔、德拉
克罗瓦等蜚声世界的大师。“法兰
西院士”在法语中意为“不朽的
人”,此次展览定名为“不朽的传
承”，意在继续传承法兰西优秀艺
术文化的精髓和力量。

中法友谊源远流长，法国是
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
今年恰逢中法建交 55 周年和留
法勤工俭学运动100周年。吴为
山认为，20 世纪中国美术的重要
特征是中西合璧，在这一进程中
最为重要的是中法之间的美术交
流。中国艺术家从法国学成归国
后，将写实主义的画风、雕塑之风
传入中国，为中国主题性绘画创
作以及雕塑立碑、立像作出巨大
贡献。这些共同建构了中国现代
美术的基本内核。

不朽的人，不朽的传承
本报记者 王珺

《大风》 克罗德·阿巴吉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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