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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至29日，“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

云南”系列文化活动成功举办。

“中华文化四海行”是国务院参事室、中央

文史研究馆于2013年起组织开展的大型系列文化活

动，每年与一至二个省（市、区）政府共同举办。

此项活动旨在发挥政府文化研究馆及馆员在建设文

化强国战略中的独特作用，推动文史研究和艺术创

作成果与社会需求有机结合，进一步加强中央文史

研究馆与地方文史研究馆之间的合作，挖掘各地文

化资源，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创

新。云南是“中华文化四海行”活动的第四站。本

次活动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云南省

人民政府主办，云南省文史研究馆、云南省人民政

府参事室、昆明市政府、玉溪市政府承办，共有来

自中央和18个省（市、区）的文史研究馆馆员、文

化艺术界知名人士等130余人参加。

11月25日，“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云

南”系列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昆明连云宾馆举

行。启动仪式由云南省政府秘书长卯稳国主持。

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

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冯远宣布“中华文化四海

行——走进云南”系列文化活动启动并讲话，云

南省副省长高树勋致辞。

冯远在讲话中指出，文化发展是时代变革的

历史要求，文化创造要接地气才能有生命力，文化

交流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文化人要引领社会新

风正气。举办“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云南”活

动，就是要弘扬文化精神，繁荣文化创作，搭建文

化传播的平台和文化交流的桥梁，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不断发展繁荣。

高树勋在致辞中说，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紧紧

围绕建设“两强一堡”的战略目标，深入学习贯彻

云新出（2014）

准印连字第Y00011号

甲午马年
11月25日下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

员、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在云南大学作
“龙云与汪精卫出逃事件”专题讲座。杨
天石先生就“龙云与汪精卫出逃事件”的
前因后果进行了仔细讲解，逐步揭开此事
件的历史疑云，其庞大的资料佐证、严密
的逻辑思维、精彩的语言表达博得了在场
专家、学者和众多历史爱好者的阵阵掌
声，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方法
和资料。

文化部原部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作家、
文化学者王蒙作题为《斯文优胜》的专题报告

11月26日下午，著名诗词学者、书法家
林岫在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校区作“传统诗词
的学习与创作”讲座。林岫女士围绕传统诗
歌的学习与创作，主讲了什么是好诗、当今
时代重提经典诗词的学习和继承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读懂一首诗歌并能试图创作诗歌的
方法等方面的内容。讲座期间，林岫不仅突
出说明 “传统诗词的纯洁灵魂、美育教化作
用”，而且还现场分析了数十首古典诗歌中
的写作技法，包括吞吐法、列锦法、色彩法
等多种读诗、写诗手法。

11月27日上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
员、著名影视文艺评论家仲呈祥在连云宾
馆作“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重要讲话体会”的专题讲座。仲呈
祥先生从“一个中心与基因、两个加强与
结合、三个离不开、四个讲清楚”等方面
对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进行了阐释和解读，分析了习总书记这次
讲话的深刻内容和现实意义，并详细阐述
了“文化化人、艺术养心”的内涵。

11月29日上午，中央文史研究馆副
馆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
冯远在玉溪师范学院作“简述当代美术生
态及其它”讲座。冯远先生首先纵向为听
众展示了不同艺术类别和创作形式多样、
表现手法各异的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精选作
品，又从横向方面谈及当代中国美术创作
与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息息相关，分
析中国画家如何用语言表达自己对时代、
对艺术的感知。期间，他对画家“笔墨当
随时代”的创作观念表示认同，对当下青
年画家关注时代表示欣慰，认为画家创作
时，应该找到感动自己、获得灵感的地
方，从心作画。

11月25日，“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云南” 系列文化活动
启动仪式在昆明连云宾馆举行

鲁甸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胡小兵代表鲁甸人民接受
书画家们的爱心捐赠

11月27日“抗震救灾书画艺术创作笔会”现场，著名书画家冯
远、尼玛泽仁、张志平、马新林共同创作巨幅画作《丰收时节》

11月26日，《中国书画精品联展》在昆明市博物馆开展

专家、学者、艺术家们在云南民族村民族乐器改良制作
技艺馆调研、采风

专家、学者、艺术家们在玉溪师范学院湄公河次区域
民族民间艺术传习馆调研

11月29日，本次系列活动“文化调研座谈会暨活动总结会”
在玉溪召开

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
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冯远宣布“中华文化四海
行——走进云南”系列文化活动启动并讲话

云南省副省长高树勋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在“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云南”文艺联谊晚会上，云南
省著名表演艺术家王玉珍携团队演出滇剧折子戏《杨门女

将——挂帅出征》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殷秀梅演唱
《一杯美酒》、《在希望的田

野上》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带头继

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开拓进取，奋发有为，努

力为实现中国梦云南篇章作出应有的贡献。

启动仪式后，文化部原部长、中央文史研究

馆馆员、著名作家、文化学者王蒙作题为《斯文

优胜》的专题报告。王蒙先生引经据典、佐证鲜

活、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孔子思想及论语的历史地

位，深入论述了孔子思想及《论语》不可替代的

当代价值。

本次“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云南”活动共

举办了四场专题文化讲座，面向高校师生和文艺工

作者，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11月25日晚，“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云

南”文艺联谊晚会在昆明新工人文化宫举行。全国

演艺名家李维康、殷秀梅、姜昆、虹云、杨凤一、

吴玉霞、刘纪宏、赵家珍、戴志诚、王传越，和云

南演艺界人士同台演出京剧、相声、滇剧、民族歌

舞等文艺节目。多位重量级舞台艺术表演大家，为

来自中央和各个地方文史研究馆的馆员代表和当地

观众奉献了一场格调高雅、形式生动、富于经典文

化品格的文艺联谊晚会。

11月26日上午，《中国书画精品联展》在昆明

市博物馆开展。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王承才出席联展

开幕式并致辞。这次为期3天的展览，共展出中央和

18个省（市、区）文史研究馆馆员的书画精品120余

件。此次展出的作品作者既有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袁行霈、副馆长冯远，以及馆员孙大石、刘继英、

侯德昌、金鸿钧、金默如、张立辰、马振声、郭怡

孮、龙瑞、程熙、尼玛泽仁、欧阳中石等丹青国

手、书法大家，还有来自18个省市区文史研究馆的

书法俊彦和画坛砥柱；展出的作品中不仅有对祖国

大好河山的描绘，也有栩栩如生的花鸟人物，内涵

丰富，表现形式多样，充分展示了文史研究馆系统

书画艺术创作的特色和风貌。

11月27日下午，“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云

南”活动之“抗震救灾书画艺术创作笔会”在昆明

连云宾馆举行。来自中央和各省（市、区）文史研

究馆馆的44位员书画名家挥毫泼墨，现场创作书画

作品73幅捐赠给“8•03”鲁甸地震灾区。据悉，这

些作品经义卖后，所得款项将全部用于鲁甸地震灾

区重建工作。

笔会现场，著名书画家冯远、尼玛泽仁、张

志平、马新林共同创作巨幅画作《丰收时节》，寓

意人民生活幸福美满。我省姚钟华、赵浩如、孙建

东等11名著名书画家也参与了本次赈灾书画创作笔

会，为鲁甸灾区献出一份爱心。笔会持续将近三小

时，各位书画家创作的作品涵盖自然风景、人物

肖像、动物临摹和书法艺术等，共创作了《大吉

羊》、《雄风万里》、《红烛》、《虾》等73幅书

画作品。创作结束后，鲁甸县人民（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一版）政府副县长胡小兵代表鲁甸

人民接受书画家们的爱心捐赠，并表示衷心

的感谢。

11月28日至29日，来滇参加“中华文化

四海行——走进云南”活动的专家、学者、

艺术家们，在昆明、玉溪两地开展文化调研

和采风活动，先后走进云南民族村、官渡古

镇滇剧花灯传习馆、云子棋馆、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基地、海东湿地、玉溪师范学院湄

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艺术传习馆、聂耳故居

等地进行了深入调研，领略了云南的自然美

景和风土人情，并欣赏了云南少数民族表演

的文艺节目、丰富多彩的云南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以及异彩纷呈的民族民间手工艺品。

一路上，调研团成员们不断赞美“云南真是

个好地方”，而且现场题词、题字相赠。

11月29日晚，本次系列活动“文化调研

座谈会暨活动总结会”在玉溪召开。

座谈会上，云南省文化厅副巡视员魏斯

庆通过播放《繁荣中的云南文化》专题片，

为嘉宾们展示云南文化建设情况。随后，昆

明市委常委、副市长关清华和玉溪市副市长

杨洋分别就昆明市和玉溪市的文化建设工作

情况做了汇报。云南省文史馆党组书记、馆

长王维真作会议主持。

期间，与会专家、学者结合实地调研考

察情况，对云南省的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对昆

明、玉溪的文化建设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

建议。

国务院参事室、文史业务司司长耿识博对

本次“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云南”活动作总

结，提倡大力保护地方特色民族文化，把保护融

入群众生活，注重原真，守护独特的文化生态。

随着中央文史研究馆把“中华文化四海

行”旗帜交予第五届活动承办方新疆文史研究

馆，本次为期五天的“中华文化四海行——走

进云南”系列活动圆满闭幕。

“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云南”活动主

题鲜明、内容丰富，学术、艺术水平高，贴近

社会、贴近现实生活。在云南举办这一系列文

化活动，不仅对普及传统文化知识，继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推动云南与全国的文化交流具有重

要意义，而且对进一步振奋云南干部群众投身

改革发展、实施“两强一堡”战略的信心，以

及建设开放富裕文明幸福新云南将起到积极的

作用。

          （阮坤瑾  图/赵桃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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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演员斯琴高娃（右二）到场签字
留念并接受主持人采访

《红烛魂》演出剧照 省文化厅纪检组组长盛高举看望演职人员  

中国广播影视联合会顾问李丹（右一）
向在《有一天》中获得最佳男演员奖的

李洪涛（中）颁奖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赵化勇，临沧市
委书记李小平，临沧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锁飞为亚
洲电影微电影学院客座教授、艺术顾问、副院长颁发聘书

云南省文化厅向临沧市文体局捐赠《云南
民族传唱艺术》、《最后的遗产》光盘

“ 首 批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数 字 化 保
护 试 点 工 作 总 结
会 ” 在 京 召 开

11月26日至28
日，中国艺术研究
院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数字化保护中
心在北京召开“首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数字化保护试点工
作总结会”。文化
部和中国艺术研究
院有关领导出席
会议，13个首批试
点单位分别作了汇
报，并就进一步做
好第二批非遗数字
化保护试点工作进
行探讨。

2012年底，我
省通过积极争取，
获得了国家第一批
非遗数字化保护试
点资格。省文化厅
高度重视，组织非
物质文化遗产处、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相关领导
和工作人员召开试
点工作研讨会，组
建专业工作队伍，
编制科学的采集方
案，逐步形成了流
畅的工作机制。目
前已顺利完成第
一批3个试点项目
“梅葛”、“白族
扎染”、“彝族烟
盒舞”的数字化保
护试点工作任务。
云南数字化保护试
点工作从2013年10
月开始，到2014年
8月结束，历时10
个月，经过前期准
备、方案编制、资
源采集、整理、数
字化处理、专家评
审、著录等程序，
录入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数字化管理
系统的资源共计有
1047条。其中文档
资源48条，图片资
源678条，音频资源
86条，视频资源168
条，全面、细致、
真实、科学地记录
了三个试点项目的
保护传承情况。

会 上 ， 作 为
首批试点单位之
一，云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尹家玉主任汇报了
我省开展非遗数字
化保护工作情况，
展示了工作成果。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数字化保护中心
主任丁岩对第一批
试点工作进行总
结，并公布了各试
点单位考核结果，
我省在资源质量和
资源著录方面成果
斐然，得到了国家
非遗数字化保护中
心的充分肯定。

（黄琛   文）

东门楼及迤萨民居位于红河州红河县迤萨镇东

门街片区,主要以东门楼及其附近18个清代至民国年

间的中西式建筑和清式传统四合院建筑院落为保护

对象,建筑面积共计约7850平方米。

东门楼及迤萨民居建筑群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滇

南地区人们“下坝子、走烟帮”的一种商贸经济发

展的产物,是内地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驿站和货

物集散地,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与东南亚国家各民族交

往的历史见证。其建筑风格具有中西合璧的洋楼，

又有中原明清式传统四合院楼房，是研究红河地区

社会历史发展和建筑史发展最好的见证，具有很高

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2013年5月

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年久失修，加之在后期使用过程中被人

为不同程度的进行了改造，现今红河东门楼及迤萨

民居病害轻重不一，残破较为严重，已危及文物建

筑结构安全和影响文物环境历史风貌，急需对其进

行抢救性修缮保护，并对文物建筑周边保存环境适

当进行治理。受红河县文化体育和广播电视局的委

托，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了红河东门楼及迤

萨民居修缮工程的勘察、测绘及设计工作。于2013

年7月初完成该项目的野外现场勘察、测绘、照片拍

摄和相关资料收集工作，且在上述基础上于2014年2

月全面完成了勘察报告、实测图、修缮方案、施工

红河东门楼及迤萨民居修缮工程

11月6日至8日，第二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以

下简称“亚微节”）在云南临沧举行。“亚微节”

期间共举办了亚洲微电影高峰论坛、亚洲微电影学

院开班仪式、“金海棠奖”颁奖晚会等六项活动。

本届“亚微节”共收到参赛作品2237部，其中208部

入围作品参与总评。共评出获奖作品175部，其中，

一等奖20部、二等奖65部、三等奖90部。

作为本届“亚微节”的重头戏，11月7日晚，

“金海棠奖”颁奖盛典在临沧体育运动中心隆重举

行，为承载梦想的微电影界新生力量提供了一个高水

准的展示平台，给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本届颁奖盛典以“让梦飞翔”为主题，向近年

来微电影优秀作品和创新领军人物进行表彰。当晚

共颁发亚洲微电影金海棠奖评委会评选出的最佳作

品奖20个、最佳单项奖18项、最受观众喜爱演员奖

1项和评委会大奖1个。《爷爷、孙子、狗》等20部

微电影获最佳作品奖，临沧题材微电影《临沧，梦

未眠》和《冰岛之恋》榜上有名；《有一天》获评

委会大奖；李洪涛获最佳男演员奖，黄幻获最佳女

演员奖。来自泰国《云端的记忆》、马来西亚《飞

翔》、印度《说不出的》、新加坡《礼物》四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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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更规范，对于微电影的概念更清晰，微电影不

是拿起手机随拍，而是真正形成电影业的一种艺术。

其次，规格更高。本届“亚微节”诸多的国家领导、

一线演员介入进来，说明他们的艺术方向更加贴近群

众、更加服务于群众、服务于人民和社会。第三，国

际性更强，国际影响力更大。首届“亚微节”只有韩

国参加，这一届有韩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缅

甸等等十多个国家参加，已经逐步覆盖亚洲。第四，

质量和水平更高，题材比较丰富。“亚微节”虽在临

沧举办，但已成为中国在微电影界的一块文化品牌，

更是亚洲的一块微电影品牌。“亚微节”是一个文化

平台，也是文化的一种现象，既通过文化愉悦大家的

心灵，做到文化乐民；同时提升大家的文化修养，实

现了文化育民；通过文化带动经济的发展，最终达到

文化富民的目的。 

“亚微节”期间，云南省文化厅向临沧市文体

局捐赠《云南民族传唱艺术》、《最后的遗产》光

盘仪式在临沧微电影博物馆举行。全国人大外事委

员会副主任、原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云南省文化

厅厅长黄峻参与了此次捐赠仪式。

         （阮坤瑾  周剑平  图/余结红  文）

11月10日至22日,第七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天津

举办，此次盛会由文化部、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文化部艺术司、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承办。

中国京剧艺术节是我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

京剧艺术盛会，自创办伊始就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

重视。本届艺术节以弘扬优秀传统艺术、讴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主题，秉承“艺术的盛会，人

民的节日”宗旨，以精彩纷呈的优秀剧目展演、丰富

多彩的京剧群众文化活动，集中展示近年来我国京剧

事业继承发展的优秀成果和人才培养的最新成就。此

次艺术节的演出剧目均是近三年来创作的现代京剧、

新编历史剧和具有鲜明创新意识、经过重大整理和改

编的优秀传统剧目，通过专家研讨会进行“一剧一

评”，以权威专业、严肃认真的文艺评论推动京剧创

作演出水平提升。同时，演出实行低票价，40元票价

占全部门票的60%以上，10元票价占15%。每场演出还

会为老年人、在校学生、军人、低保户与残疾人等群

品获得得最佳国际单元奖。

斯琴高娃、王馥荔、刘劲、冯小宁、温玉娟、

朱迅、张泽群、程前等中国著名影视艺术家，以及

西班牙马德里国际电影节主席卡尔•托尼和加拿大蒙

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市场总监吉尔•拜赫庸等外国电影

工作者出席晚会。

云南省文化厅厅长、亚微节组委会常务副主席、

“金海棠奖”评委会常务副主席黄峻会后感言，当初

自己创意“亚微节”，灵感源于亚洲艺术节在云南的

举办。从策划到落户临沧，历经三个多月。在筹备亚

洲微电影艺术节中，临沧建成了亚洲微电影博物馆、

亚洲微电影影院、亚洲微电影主题公园、亚洲微电

影庄园和亚洲微电影主题酒店——金海棠•东港大酒

店，挂牌成立了亚洲微电影学院、亚洲微电影学会和

亚洲微电影银行，注册成立了云南金海棠股权投资公

司和云南金海棠基金会。种种现象表明临沧市市政府

极具高度的文化自觉。有了“亚微节”这个平台，各

个民族都可以来过这个节日，它也可以是一个亚洲地

区的节日。因此，“亚微节”是一个具有国际性、民

族性，更有群众性的大型文化品牌活动。黄峻介绍，

与首届“亚微节”相比，这一届有以下几个特点：

图等勘察设计文件的编制工作，并上报国家文物局

评审获得通过。

根据红河东门楼及迤萨民居现存实际情况，综

合考虑后对东门楼及其附近18个清代至民国年间的

中西式建筑和清式传统四合院建筑院落现状维修和

院落环境整治，修缮内容主要是对所有建筑屋面进

行揭顶修缮、个别采用局部落架维修，对后人改造

的非原状部分进行复原修缮如墙面、地面、门、窗

等重做油饰、对原状建筑彩画进行科技保护，对鼓

闪、塌陷的台明、台阶进行归安，对个别损毁有依

据的建筑进行复原，重做排水等。

            （何东  图/文）

云南民族大学杨德鋆教授主讲《云南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彩容颜》专题讲座

为做好全国文化厅局长会的筹备工
作，了解地方文化改革发展新情况、新
问题，谋划好2015年文化工作，文化部
办公厅副主任陈丁昆一行4人日前在云南

宜良竹编产品受到学生们的喜爱 滇派内画艺术表演受到学生们的喜爱 禄劝县彝族刺绣的传承人认真教学生刺绣

我省非遗传承人走进大学校园  促进非遗与教育相融传承第 二 届 “ 亚 微 节 ” 在 临 沧 圆 满 结 束 
两 千 部 作 品 参 评 角 逐   百 余 部 获 奖

云南省京剧院现代京剧《红烛魂》参加第七届中国京剧艺术节

近日，由云南省文化厅、云南中医学院主办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在云南中医学院呈

贡校区成功举办。省文化厅副厅长熊正益，省卫计

委副主任、省中医管理局局长郑进，云南中医学院

党委书记杨建军、院长李玛琳等领导出席活动，云

南中医学院副院长李莹主持开幕式。

开幕式上，中医学院师生举行了庄重肃穆的

礼祭炎黄二帝及历代医家先贤仪式。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民族大学杨德鋆

教授结合自身60余年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实践，为

学院师生作了题为《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彩容

颜》的讲座，课件图文并茂，讲授旁征博引，博得

师生阵阵掌声，加深了大家对云南民族传统文化的

认识。

这次非遗进校园活动有35个我省传统医药、

传统美术、传统手工艺及民族民间歌舞等项目、

60多位民间文化传承人在学院五行广场一侧为

师生们进行了技艺展演、展示。彝医药（彝医水

膏药疗法）、昆中药传统中药制剂、拨云锭制作

技艺、无敌治骨疗伤法、纳西族医药诊疗法、朱

氏正骨疗法；彝族（撒尼）刺绣、云南围棋子

（云子）制作技艺、宝翰轩字画装裱修复技艺、

面塑、彝族阿乌，还有彝族海菜腔、烟盒舞、滇

剧、花灯、昆明调、木叶吹奏等项目和民间歌舞

表演，传承人各显身手，展示绝活，和学生的互

动交流，受到了广大师生们的欢迎，活动场面热

闹非凡。

同学们依着兴趣，十余人一组，二十多人一

群，围在传承人身旁，观看手工艺品的制作流程，

啧啧称叹。看，同学们把省级传承人梁俊利老师围

得水泄不通，大家耐心地等待着属于自己的面塑作

品，来晚的同学为已经没有制作原料而十分懊悔。

不远处，笑声此起彼伏，吸引着同学们不断

地加入。走近一看，足足有30多人，跟着彝族阿乌

的传承人李利春老师，玩着泥巴，学做阿乌。李老

师直接在桌子上放了三个阿乌的样本，让同学们模

仿。“你做的哪是阿乌，是饺子，哈哈”。笑声过

后，同学们认真地改进着自己的作品。

“通过这样的展示活动，让大学生了解我们的

手工艺。学生问的问题，我都乐意回答”。乌铜走

银项目的省级传承人金永才大师叼着烟斗，在为同

学传道解惑的间隙，说着他对这次互动的看法。

有的同学激动地说，“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大学城里玩的地方太少。这样的活动，让学校课余

生活多了很多乐趣，寒暑假期实践中，真想去这些

传承人家里去做调查，丰富我们的大学生活”。

我省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已达

5年时间，通常采取约请五、六名传承人到校园开展

一周左右的授艺活动。此次活动，结合省中医学院

传统医药研究的优势，通过传统医药和传统技艺类

的展示、少数民族歌舞演出、传承人与师生互动等

多种方式，丰富“进校园活动”内容，让学校师生

近距离感受传承人的绝技绝活，进一步明晰学校肩

负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责任，为探索我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方法，创新保护方式，建立健全科学的

保护传承体系做了积极尝试。          

（阮坤瑾  图/杨金杰  文）

体预留出一定数量的免费票，突出文化惠民，以实际

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的讲话精神。全国33个京剧院团26台

参演剧目和5台祝贺演出剧目，共计演出57场。

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国家重点京剧院团，云南省

京剧院携最新力作《红烛魂》亮相，于11月15日、16日

在天津津湾大剧院为广大戏迷们奉献了一场视听盛宴。

精彩的演出获得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剧院内不时响起阵

阵喝彩和掌声。演出谢幕时，应观众的要求，主演周凯

又演唱了《将相和》、《碰碑》两段京剧传统戏名段答

谢热情的戏迷朋友。《天津日报》、《天津晚报》、

《春城晚报》等多家媒体对演出盛况进行了报道。

《红烛魂》一剧以震惊全国的昆明“一二•一”

惨案为背景，表现了闻一多先生从1938年至1946年

的一段生活经历，艺术地再现了闻一多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坚持真理、追求民主和平的爱国民族气

节和大爱精神。观众们在看过该剧后纷纷表示，这

是一出立足现实题材、具有教育意义的好戏，浓墨

重彩地表现出了闻一多先生的文人风骨，展示出中

国文人的气节，向观众弘扬了文人革命者的精神气

质；而以云南省京剧院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广大京剧

工作者对京剧艺术的长年坚持，更加值得赞赏。

此次演出还得到云南省文化厅的高度重视和大

力支持。厅纪检组组长盛高举现场观看了演出，祝

贺演出取得圆满成功，充分肯定了全体演职人员的

工作，鼓励院团要坚持创作，多出精品。

（王嘉川  图/王艳丽  文）

文化
简讯
开展调研并召开了基层公共文化单位负责人座谈
会。云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5省（区市）
省（市）文化厅（局）领导、处室有关负责人以及
州（市）文化局、群艺馆、图书馆主要负责人参加
了座谈会。图为座谈会现场。         （阮坤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