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现国有文艺院团艺术风采

青年京剧团将演两场名家名剧
我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拉开帷幕

近200场演出共赞百年辉煌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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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翟志鹏摄影姚文生）昨
晚的西青区文化中心剧场旋律振奋、歌声
飞扬，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由
市教科文卫体事业发展促进会、市农学会、
天津音乐学院、西青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
的“永远跟党走 奋斗新征程”大型文艺演
出在此举办。
本场音乐会集结了我市多位艺术名

家、优秀青年演员和大学生演员。在鲜红
的党旗下，他们用精湛而深情的表演回顾
了党走过的百年光辉历程，讴歌了党团结
带领人民从开天辟地、改天换地到翻天覆
地、惊天动地的伟大成就，赞美了党为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满怀激
情共同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
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
律，充分表达了“永远跟党走奋斗新征程”
的豪迈之情。
演出在天津音乐学院烛光合唱团演唱

的《东方红》《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大
幕，学子的嘹亮歌声唱出了催人奋进的红
色主旋律。女声独唱《南湖的船 党的摇
篮》，以优美的歌声把观众的思绪带到百年
前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南湖红船上。男声独
唱《红军不怕远征难》，市评剧白派剧团团
长王冠丽演唱的现代评剧《金沙江畔》选段
“小酸枣”，歌颂了共产党人以血肉之躯铸
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激励人们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歌唱家李瑛演唱的陕北民歌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配乐朗诵《沁园春·
雪》、歌曲《赞歌》《江山》《永远跟党走》等引
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中国曲协副主席、
市曲协主席籍薇演唱的《岁月如歌》以梅花
大鼓艺术讴歌新时代，为观众传递了传统
艺术的永恒魅力。

演出的一大特色是群众的广泛参
与。来自西青区文化馆的现代京剧《红灯
记》选段“光辉照儿永向前”，唱出了中国
人民前仆后继、铁骨铮铮的英雄气概。西
青区李七庄街郎庭园社区舞蹈队带来了
舞蹈《再唱山歌给党听》，群众们用欢快热
烈的舞蹈表达了庆祝党百年华诞的激动
之情，抒发了各族人民同唱一首歌，歌颂
党给人民带来的幸福生活和人民对党的
感恩之情。演出最后，全体演员、观众共
同演唱了经典红色歌曲《歌唱祖国》，红色
歌声响彻剧场。歌唱家李瑛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七一”即将到来，作为文艺工
作者深感振奋，感受到了观众内心对党的
真挚感情，她要一直唱响人民群众喜欢的
红色经典，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为伟大
的新时代歌唱。

本报讯（记者刘莉莉）记者昨日获悉，
“天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
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日前正式拉开帷幕。本
次展演将持续至10月31日，共有近200场
演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将优秀艺
术作品送到观众身边，共同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此次展演由市委宣传
部、市文旅局、市文联、北方演艺集团共同主
办，北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演艺票务分公司
与天津市文化惠民演出联盟承办。

展演中，我市入选中宣部、文化旅游部、
中国文联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的三部剧目
将上演，包括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出品并演出、
黄宏主演的话剧《上甘岭》；天津评剧院创排、
曾昭娟主演的评剧《革命家庭》；天津市评剧
白派剧团创排、王冠丽主演的评剧《骄杨》。
还有众多精彩演出相继上演：音乐史

诗《东方红》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唱响百
年征程；《百年芳华别样香——天津市曲艺

团红色经典老艺术家专场》，李伯祥、许秀林、
刘俊杰等集体登台；天津京剧院演出红色经
典《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以及根据守岛英雄
王继才事迹创排的《楝树花》；天津交响乐团
将带来董俊杰执棒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与
《黄河大合唱》交响音乐会；天津市儿童艺术
剧团将演出《指尖上的童年》；天津市评剧白
派剧团将演出《金沙江畔》《红珊瑚》；天津河
北梆子剧院将演出《江姐》；曲艺专题演出《百
年》也将在张园剧场持续驻场表演。

此外，上海杂技团大型杂技剧《战上海》
《华夏琴星——中国钢琴经典名曲音乐会》
《我爱你中国——金奖演奏家全国巡演音乐
会》、沈阳评剧院《小女婿》等也将在展演期间
登上津门舞台。

还有许多演出将通过北方演艺集团方寸直
播间、V观剧场App、天津IPTV“V观剧场”专
区等方式进行直播或片源放映。天津交响乐团
交响合唱音乐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天
津人艺话剧《红旗谱》等都将与观众相约云端。

红色歌声唱响时代主旋律

“永远跟党走奋斗新征程”大型文艺演出举行
本报讯（记者刘茵）日前，继天津自然博物馆携手天津鼓楼

博物馆推出了一系列小而精的临时展览之后，两馆再度携手，在
天津鼓楼博物馆推出《科学与艺术的融合——北疆博物院植物
科学画展》，展期两个月。

北疆博物院植物科学画色彩艳丽、多姿多彩、栩栩如生，充
分展现了自然之美、艺术之美。此次展出的植物科学画共计54
张，绘制时间约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已历经百年。画作
不仅标注了植物拉丁名、中文名，还有当地俗名，并用拼音标注
了汉字读法。其中部分植物的花、果实、种子等器官还有解剖示
意图，并配以形态描述，这些特征的展示是普通艺术绘画和彩色
摄影甚至真实的植物标本都难以达到的。

本报讯（记者刘莉莉）记者自天津市青年京剧团获悉，该团
将在津推出两场名家名剧，展现国有文艺院团艺术风采。

6月30日将演出张派经典《状元媒》，赵秀君、张克、康健、
马连生、李秀成、杨光等名家主演，崔洪、朱建中、孙文庆等演奏
名家烘云托月。青年京剧团排演此剧，从主演到乐队俱由京剧
大师张君秋指导，可谓高水平传承。

7月17日将演出《别宫祭江》《战马超》《空城计》。《别宫祭
江》取材于三国故事，张君秋在上世纪50年代曾演出此剧。据
介绍，此次青年京剧团演出版本，是经李瑞环同志整理改编。
剧目在唱词和表演上进行了全新设计，赋予该剧更多的现实
意义。同时，领衔主演赵秀君与著名张派琴师朱建中在唱腔
上也进行了创新尝试。《战马超》由国家一级演员李秀成、韩云
江演出，《空城计》由“梅花奖”得主张克、国家一级演员王嘉庆
演出。

天津自然博物馆与鼓楼博物馆再携手

《北疆博物院植物科学画展》开展

■本报记者张帆

近日，继《觉醒年代》揽获“白玉兰奖”
多项大奖后，另一部红色题材主旋律电视
剧《光荣与梦想》也在持续热播后成功“出
圈”。目前，该剧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超
3.2亿，官方抖音单个视频最高点赞量超
8.7万，众多网友刷屏点赞《光荣与梦想》
“剧情紧凑、人物传神、配乐出彩，诗意化的
叙事令人惊艳”。

追剧“光荣”为“梦想”点赞
毛泽东挥别妻儿，网友们“复读”杨开

慧的台词，“从入党那天起，我的誓词与你
的相同”；李大钊被害牺牲，“致敬！守常先
生！”久久刷屏；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飘扬的旗帜首登战场，弹幕直白而有力：
“燃”……这是《光荣与梦想》播出后，众多
追剧网友的真情流露。

作为一部横跨35年历史的重大革命
历史剧，《光荣与梦想》尽管事件众多，但剧
情节奏并不拖沓，反而情节明快、节奏紧
凑，刷新了观众对革命历史剧的观感。该
剧前20集，从“惊心动魄”的中共一大建
党，到点燃革命豪情的北伐战争，再到排除
万难、历经多次反“围剿”后的红军长征，强
情节和大场面感染着观众。有网友表示：
“《光荣与梦想》人物表现张弛有度，主线之
外几条副线齐头并进，十分有章法。”再比
如全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彭德
怀、罗荣桓、粟裕、周保中、叶剑英等相继入

党时，都用了排比的组接形式；有的人物事件
仅用几秒钟就讲清楚了来龙去脉。比如蒋先
云烈士的牺牲用贺龙的几个回忆闪回片段，
配以悲壮音乐，极富感染力，让观众泪流满
面。

此前，《光荣与梦想》主创走进复旦大学，
青年学子表示《光荣与梦想》并非刻板地说
教，而是让历史事件和人物以鲜活的面貌进
入大众视野，既接地气，又传达出了深刻的内
涵，火爆“出圈”。

青春的审美诗意的表达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相关

主题影视作品呈井喷之势。而从《觉醒年代》
口碑与收视双赢开始，到今天《光荣与梦想》
的持续热播，红色题材正在以全新的创作方
式受到各个年龄层的欢迎。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中展现牺牲并不

稀奇，但以诗化的镜头语言展现“牺牲”却并
不常见，体现了一种“向死而生”“舍生取义”
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该剧导演刘江为《光
荣与梦想》做了很多“诗化”的二度创作。
比如毛泽东看到杨开慧的遗物，脑海中闪
现着两人牵手的画面；李大钊走入刑场时，
该剧提供了仰角的一个后背画面；瞿秋白、
方志敏牺牲都有一个黑白仪式感的瞬间，体
现了一种宁静而新生的力量。在刘江看来，
“这些都是人性人情的外化，是内心‘诗’的
一种外化。”业内人士也称从现实到历史，
从写实到写意，刘江的最新力作《光荣与梦
想》正如剧名一样，充满了浓郁的梦想张力
和诗意美感。

刚刚收官的《中流击水》也是一部极具
特色的红色题材电视剧。剧中着重呈现了
新中国领袖们，如何完成对革命信仰的播
种，而这一过程体现着中国历史道路的选
择。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
京盛认为，这样的青春化表达“为年轻人建立
了一条进入党史的艺术通道”，而曾经“青春”
本身就是革命的动员令，塑造青春热血的革
命前辈，既符合历史事实与历史规律，也符
合当下审美。

真情实感打动年轻观众

红色题材剧成功“出圈”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力推广“全民学党史”，北辰区文旅局依托区图书馆资源优
势，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服务特殊群体系列活动，唱响爱党爱国
主旋律，实现“红色阅读”全民参与，大力营造书香颂百年的浓
厚氛围。
“红色宣讲”，浸润军魂。区图书馆“党史学习宣讲小分队”

日前走进区武警支队，开展“军民共同学党史”活动，现场讲述革
命故事，为战士们演唱红色歌曲，朗诵毛主席诗词，军民在共同
学习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红色服务”，温暖人心。区图书馆工作人员走进社区残

障群众家中，为老人读书、讲述革命故事，并进行志愿服务
活动。
“红色传承”，童心向党。区图书馆精心打磨“红娃唱红歌

画笔润童心”党史学习教育阅读推广活动，走进社区村居、幼儿
园，为孩子们讲述革命故事，通过绘画和歌曲等艺术形式，把“爱
祖国感党恩”的红色种子深深扎在孩子心里。

实现“红色阅读”全民参与

北辰区打造“红色营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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