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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艺节”参演剧目“云上”展示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记者昨日获悉，在
曹禺先生诞辰112周年之际，位于河北区的曹
禺剧院修葺一新，计划于9月24日亮相，举办
“纪念戏剧大师曹禺先生诞辰112周年主题论
坛”，并开启“曹禺剧院小剧场演出季”。

这是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大
力推动，河北区委、区政府和北方演艺集团
共同打造的曹禺故居文旅融合项目，也是我
市“让文物活起来”重点项目任务之一，意在
促进意式风情区文旅商新业态发展，努力做
成我市“复活小洋楼”的典范项目。

据介绍，今年“五一”期间，在延续原
有建筑风貌特征和空间肌理的基础上，曹
禺故居的外檐景观和楼体照明做了整体
修缮。与此同时，曹禺剧院的内部结构、
消防以及空调系统也进行了全面改造提
升，以便为各类戏剧活动形式提供广阔的
创作空间。

此次曹禺剧院重新亮相启用，将推出
“曹禺剧院小剧场演出季”。演出季的剧目
包括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话剧《灵魂的救赎》、
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木偶戏《火灵珠》《成语

故事》、话剧《悼亡剧场》、民谣话剧《爱在日
落月升时》以及“世界经典主题室内音乐会”
等演出。除此之外，演出季还为津门戏剧爱
好者准备了沉浸式静态展、剧本围读、表演
工作坊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戏剧活动，为观
众带来戏剧生活新体验。在“纪念戏剧大师
曹禺先生诞辰112周年主题论坛”上，戏剧专
家学者以及曹禺后人将共聚一堂。

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此次恢复曹禺剧院
演出功能的同时，未来还将以曹禺故居及剧
院为起点打造沉浸式演出。在不久的将来，

曹禺剧院、曹禺故居乃至整个景区都将成为
一个“大舞台”。在这个大舞台上，将以演艺
为手段，让各色人物相互融合。无论是演员
还是观众、工作人员还是游客，每个人都将作
为故事的旁观者或当局者，参与沉浸式体验
和互动，进而走近戏剧大师、感受戏剧魅力；
同时希望以这样的有机融合，让小洋楼“讲故
事”，让名人故居“活起来”，促进文旅融合发
展新业态，以曹禺剧院为中心，释放潜在文化
消费需求，打造意风区“文化IP”，努力实现
文化与商业共融共生。

■ 本报记者 张帆

昨晚，音乐慢综艺《青春有腔调》结
合古典四大名著影视作品中的传世歌曲
进行改编，用全新方式重温经典。作家
陈曦与嘉宾一起品评，探究歌声背后的
精彩故事。

记者：您参与录制了《青春有腔调》中

秋特辑和四大名著主题两期节目，对这档

节目有何感受？

陈曦：作为一档音乐唱聊类节目，《青
春有腔调》满足了观众放松欣赏加深度陶
冶的双重文艺需求，不同主题的音乐以及
嘉宾个性化的观点碰撞，让节目精彩纷
呈。我参加这两期传统文化主题的节目
录制，感到特别震撼。这档节目的音乐水
准和场景布置都非常有特色，尤其是腔调
达人们的音乐呈现，体现了他们对音乐的
热爱与对传统文化的独特见解。录制过
程中，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青春范儿”，
这档节目让经典走向了年轻的一代，也诠

释了经典艺术作品在新时代独特的文化
魅力。

记者：作为一档音乐类的唱聊节目，

您觉得《青春有腔调》在节目内容与文化

话题相结合上有哪些优势？

陈曦：音乐类的唱聊节目是一种少见
的节目类型，其难度在于如何有效展现节
目的文化承载力。这不但给了节目组极
大的选题与策划难度，对嘉宾也是很大考
验，既然是唱聊，就要聊出内容，产生碰撞
并与观众构成共鸣。《青春有腔调》在节目
内容上与文化话题相结合，这种结合展现
出了节目的两大优势：一是让文化真正
“活起来”，在个性化的演绎与轻松的对谈
中触及平时较难触碰的文化热点，这是
“寓重于轻”；另一个优势就在于音乐与故
事相互碰撞，观点相互交织的过程中能够
产生“文化张力”。

记者：节目中出现了很多经典歌曲，

您觉得音乐与传统文化传播之间有着怎

样的联系？

陈曦：这两期节目呈现的歌曲经典荟
萃，《枉凝眉》《女儿情》《滚滚长江东逝水》
《明月几时有》……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之
所以时至今日还能打动听众，就是因为其背
后承载的文化意蕴。四大名著的主题曲，诗
词改编的古风歌曲，经典的旋律折射的是我
们对名著、名篇乃至其情节的回忆，是我们
对这些经典所传递的思想内涵的重新辨识
与深度认同。这两期节目里还有一个传统
文化融合类的曲目《字正腔圆》，戏曲、文学、
舞蹈、音乐、绝活儿巧妙融合一处，让观众感
受文化的综合魅力。音乐既是传统文化传
播的形式，可以打通时间的壁垒，沟通时代
的界限，让文化更加“当代化”，也是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试想我们传统文化的源头，
不正是“礼”“乐”吗？

记者：现在文化类的综艺节目很多，您

觉得从传统文化“活”起来的角度看，综艺节

目还有哪些可挖掘的点？

陈曦：现在文化类节目很多，但我更倾
向于称之为“类文化”节目，也就是在主题

上找寻与文化相关的“点”进行节目编排。
这样的节目在一定程度上让传统文化“活”
起来了，毕竟“曝光度”直接关联“热度”。
然而我更期待的是那种能够深挖文化内
涵，传导精神价值的节目，比如聚焦古典人
物生平，从而牵带出更为多元的文化形式，
共同讲述某种精神的未曾断绝，或者像《青
春有腔调》一样，以一种文化形式为线索，
深度讲述“单元主题”，在“会话性”中打开
观众的思想维度。

记者：您创作过很多儿童文学作品，您觉

得什么样的歌曲（音乐）更适合孩子？

陈曦：儿童是纯真的，他们有敏感而细腻
的心灵，投射出来的感触自然也是单纯而敏
锐的，我认为古典纯音乐，尤其是中国传统乐
曲，就是以五音创作的乐曲更加适合陶冶孩
子们的情操。我更倾向于让孩子们听古诗词
吟诵，传统戏曲板式的哼唱也是不错的音乐
启蒙。美育的关键是，必须给孩子以典雅纯
正的审美情趣，这需要父母师长，以及社会尤
其是媒体的精诚合作。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日前，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支持、阅文
集团主办的第六届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征文
大赛颁奖典礼上，发布了《2022现实题材网
络文学发展趋势报告》。报告显示，现实题
材网络文学快速崛起，成为用情用力书写中
国故事的重要载体，也推动着网络文学迈入
转型升级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现实题材作品增长快

充满“烟火气”的现实生活为网络作家
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展现“非凡十年”
的历史性成就、讴歌新时代人民的奋斗和创
造等成为现实题材直面的重大命题。

据中国作协数据，2021年全国主要文学
网站新增现实题材作品27万余部，同比增长
27%，存量作品超过130万部。

斩获本届大赛特等奖的《破浪时代》，呈
现了中国制造崛起的艰辛和不可阻挡。作
者“人间需要情绪稳定”曾在大型高新企业
从事营销工作，先后在欧洲、亚洲开拓市场，
见证了中国高科技产品在海外发展的历程，
这也是她的创作灵感来源。
“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以个体的温情和

时代的细节，共同汇聚起了人民眼中的‘非
凡十年’。”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程武表示，
各行各业的工作者，把创作的触角延伸向宽
广的生活现场，让网络文学成为人民奋斗和
时代创造最即时的记录者。

兼具现实性与专业性

报告显示，现实题材年轻化趋势显著。
“90后”创作者成长为中坚力量，占比43.5%。

随着创作队伍和读者群体的年轻化，作
品主题和叙事视角也随之发生转变，从专注

家国叙事到从更多元的角度去观察个体与
时代进程之间的关联，“奋斗”“职场”“乡村”
“时代”“婚姻”成为阅文平台现实题材创作
排名前五的关键词。

现实题材创作的专业化也日益提
升。大部分作者来自教育、卫生、互联网和
相关服务等57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虽然
是兼职创作，但深入行业的一线经历和充
满“烟火气”的个体感受，带来了层次更丰
富的观察视角。他们在作品中塑造了多达
188种职业形象，均来自创作者的亲身经
历，作品内容真实可信，也激发了读者的
共鸣。

兼具现实性与专业性的现实题材创
作，记录了行业变迁与时代风貌，成为中国
当代故事的宽阔切面。在近两年获奖的网
文作品中，现实题材占比过半；而在国家图
书馆永久典藏的网文作品中，现实题材占
比近三成。

本报讯（记者 张钢）日前，由张小斐、李
鸿其主演的《拯救嫌疑人》杀青并发布海报，
影片将于明年上映。

该片讲述了金牌女律师陈智琪在为一
位死刑犯辩护翻案过程中，意外卷入一场不
可告人的阴谋。面对受害人家属的质疑，陈
智琪决定与警察金志雄一起合力探查，使得
本就疑点重重的案件显露出层层杀机。

因主演《你好，李焕英》走红的张小斐，曾
表示希望自己改变戏路，尝试一些非喜剧的角
色，在该片中饰演女律师陈智琪是她摘得金鸡
奖最佳女演员奖后接演的首部作品。她表示，
希望这个新角色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觉。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参演剧
目线上演播精彩继续，今日至27日，诸多精彩演出将与观
众相约“云端”。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期间，除演播第十七届文华
奖参评作品外，还特邀诸多剧目参演，以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为观众奉上文化大餐。此前，已有歌舞剧
《北魏长歌》、京剧《李大钊》、话剧《谷文昌》、秦腔《王
贵与李香香》等剧目，通过线上线下与观众见面，广受
欢迎。

今日起，还有多部参演剧目在“云端”继续精彩。今
日播出中央歌剧院创演的歌剧《道路》，该剧讲述了与新
中国一起成长的大型国企胜利动力厂的故事。18日播出
长沙歌舞剧院、长沙交响乐团创演的歌剧《半条红军
被》，该剧是以“半条被子”故事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而
成。19日播出青岛市歌舞剧院创演的歌剧《马向阳下乡
记》，该剧艺术再现扶贫故事，记录脱贫攻坚伟大历程。
20日播出福建省歌舞剧院创演的歌剧《松毛岭之恋》，该
剧通过一位客家女一生的情感坚守，呈现出红军长征前
后波澜壮阔的历史。21日播出上海歌舞团创演的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该剧以李白烈士的真实事迹为素
材，讲述一段“潜伏”故事。22日播出河南豫剧院（三团）
创演的豫剧《重渡沟》，该剧展示了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
成就。23日播出内蒙古艺术学院创演的民族舞剧《草原
英雄小姐妹》，该剧以全新艺术形式讲述发生在50多年前
的草原小英雄故事。24日播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
港会员总会创演的香港文化艺术界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
文艺晚会《钟声回响》。25日播出澳门中乐团创演的音乐
会《澳门风情》。26日播出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创演的
高甲戏《大稻埕》，该剧展现了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和可
歌可泣的家国情怀。27日播出国家大剧院、北京歌剧舞
剧院创演的舞剧《天路》，该剧讲述了三代人不忘初心、
坚守筑路的动人故事。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作为“阅读天津”项目系列活
动之一，津读大讲堂日前在津读书苑首次开讲，现场介
绍了“阅读天津”系列口袋书的出版情况。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在市委宣传部指导下，启动了
“阅读天津”系列口袋书出版计划。该系列第一辑“津
渡”以海河为线索，串联起天津的古与今、景与情。第一
辑共10册，预计10月中旬上市。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纪秀荣介绍，鉴于图书
容量有限，有太多故事难以在书中呈现，因此打造了天
津文化的新客厅——津读大讲堂，邀请该系列图书作者
为读者分享更多天津故事。

作为“阅读天津”系列口袋书第一辑“津渡”中的图
书，《傍河话食事》讲的是天津佳肴物产，字里行间洋溢
着天津民俗文化的特色以及天津人性格的幽默。《虹桥
飞百尺》精选了解放桥、狮子林桥等20座特色桥梁，图文
并茂讲述了桥梁发展的历史和故事。

津读大讲堂首期讲座“天津美食话中秋”，邀请的嘉
宾是天津美食文化学者、《傍河话食事》作者赵永强，他
为读者分享了中秋的民俗和美食，并与天津市非遗代表
性项目“蛤蟆吐蜜”的第三代传承人刘自起，一起展示了
老天津卫“家常烙儿”月饼的制作模具和工艺。

昨天开讲的第二期讲座“一起走过天津桥的今
昔”，由《虹桥飞百尺》作者张建结合骑行拍摄的桥梁影
像分享了天津桥梁的变迁故事；市政公路设备工程有
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张添觎讲述了鲜为人知的桥梁工程
施工故事。

两期讲座均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吸引众多网
友参与。津读大讲堂每周举办一次，“阅读天津”系列口袋
书的作者将陆续开讲，为读者徐徐开启美丽天津画卷。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中国摄协计划举办中青年摄
影人才培养计划培训班，在全国范围内面向从事摄影相
关工作的中青年摄影人才招生。学员年龄不超过45周
岁，摄影作品曾入选中国摄协主办的品牌摄影项目，或
获得过其他国内外有影响力摄影项目奖项的优先考
虑。本次培训班将安排思想理论、道德法治、摄影专业
等方面的课程。报名截至10月5日。

津读大讲堂分享天津故事

中国摄协选拔中青年摄影人才

修葺一新 曹禺剧院将亮相

文旅融合 名人故居“活起来”

感受传统文化“青春范儿”

创作队伍年轻化 叙事视角更多元

现实题材网络文学汇聚“非凡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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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法庭是律师的第二办公
室，如果说办公室是律师的大本营，
那法庭就是律师的战场。一个律师
的一生，很可能记不清自己在多少
个法院的法庭进行过多少次开庭。
紧张激烈的一次庭审结束，律师的
汗水是会留在法庭上的。律师准备开庭
所做的一切都希望能在法庭上呈现出来。
案件有胜诉或者败诉，所以把法庭比喻
为律师的战场，是个比较贴切的说法。
律师的一生，遇到的法庭也是多种

多样，有的是有众人旁听的大法庭，也有
的是连旁听席也不设置的小法庭。过去
法院的硬件条件差的时候，很多案件的
开庭就在审判员的办公室里进行，办公
桌上放着电话机，庭审随时可能被电话
铃声打断，审判员告诉妻子，说下班我接
孩子你买菜。还有的法院虽然有法庭，
但条件差到没有律师的桌子。审判台当
然是有个桌子的，律师只能把各种材料
摊开放在自己面前的地上，用来记录的
纸笔就搭在自己的腿上。能有椅子算是
不错的，因为很多法庭只是配备了长条
凳子，律师就坐在凳子上。而现在法院
的设施普遍很好，书记员的速录设备非
常高效，普遍采用了语音转换功能。国
徽庄严地挂在法庭的正中，当事人迈上
很多级高台阶才能进入法庭，仪式感是
程序的一部分，人在其中就会自觉地产
生神圣的感觉。
硬件是一个方面，法庭审理，还是要

看人的表现。很多人如果现场看了律师

在法庭上的样子，一定会大失所望。怎么
和电影上的不一样呢？律师好像就是在
念稿子，也不精彩激烈，确实和电影上的
不一样，本来也不应该一样。就算是外国
电影里的英美法系的法庭审理，那些英美
国家的法庭也没有电视里那样有戏剧化
和表演色彩，而中国的法庭也有不少案件
也很吸引人，律师的表现也很好。

现在，法院公开开庭制度比过去强得
多了，并且有较为成熟的旁听制度。但律
师和法官在法庭上的真实工作状况和面貌，
还是不大为人所知。很多年前最高人民法
院提出过法庭审理电视普遍直播的方式，
但是推行起来并不容易。现在的技术更加
成熟，很多案件有网上直播，是很好的宣传
普法方式。近年来法院要求所有的开庭必
须有录像留存备查，也是很好的举措。因为
庭审的情况不应该仅仅有文字记录，也应该
有视频资料。这对律师也是一个利好消息。
法庭是不允许律师和当事人进行录音和录像
的，如果没有人录像，资料怎么能留下来呢？
就以为我例，我开了二十多年庭了，留下来的
录像不多，照片也不多，这也是很遗憾的事。
现在的法庭开庭都有录像了，但还不知道是
不是可以提供给律师。想到法庭我就感到兴
奋，能想起过往，也能畅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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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大家的请求，洪饴孙道：
“岂敢！岂敢！哲泉先生有命，哪
敢拂逆？这样吧，我就给大家背
一首先父谪戍新疆时，写的一首
七言歌行吧。这首诗鲜为人知，
题目叫《天山歌》。”
“也好！也好！”座中一片叫好声。
洪饴孙又说：“先父是一个喜欢遨游

山水的人，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河
上下，唯独没有去过西域、天山，常引为
憾事。晚年远戍新疆，第一次亲睹天山
景物，喜不自胜，忘了谪戍之苦。他写了
这首诗，简直把天山写得比苏杭还美。”
“是吗？北江先生的气节，素为世人

敬仰，他的诗文海内闻名。这《天山歌》
一定是一首绝妙好辞。佑甫不要卖关子
了，快背给我们听吧！”武穆淳急不可耐
地催促着。
洪饴孙不再推辞，缓缓背道：
地脉至此断，天山已绝天。日月何

处栖，总挂青松巅。穷冬棱棱朔风裂，雪

复包山没山骨。峰形积古谁得窥？上有

鸿蒙万年雪。天山之石绿如玉，雪与石

光皆染绿……

“有几句我记不准了，随后我找来让
诸位雅正。”洪饴孙背完，笑着说。话音
刚落，举座一片赞美之声。汪龙
说道：“诗写得好，不用说了。北
江先生，能以贬谪之身，把一般人
视为畏途的新疆天山景物描绘得
如此美好，实在难能可贵。这种
胸襟足可令朝中嗜权固位之辈无

地自容，也实在是我江南儒林的光荣。”
“汪老先生的话一点不假。可惜余生

也晚，未能面聆謦欬，亲睹风范。”一直在一
旁沉默的龚自珍真诚地说。
这时正在调试琵琶的老琴师俞秋圃接

口说道：“说到这一层，我可比诸位有福气
了。乾隆朝的江南名宦，有很多我都曾经
拜会过。那高风亮节，一謦一欬，至今都令
人临风想望呢。”这俞秋圃年近七旬，弹奏
琵琶，神乎其技。年轻时就已名动江南，经
常出入达官显宦之家。他这话一点不假。
自珍不禁问道：“能否说上几位，让我辈年

轻后学长长见识？”俞秋圃说道：“就说贵同乡
袁大令子才吧。那才情诗赋是大家都知道
的，就是那机智诙谐，也是常人难以望其项
背的。大小金川之役，朝廷连年征战，数易
统兵大将，靡饷无数，屡屡败绩，原因是用人
不当。先派张照，后派讷亲，都是大学士，但
都是不知兵机的儒生。一次在两江总督府
衙，当着催粮催饷的钦差，袁大令说，粮饷还

是其次，无论如何要送几部《孝经》
到前敌去。钦差不解其意，袁大令
说，这是克敌制胜的妙计。钦差又问
何以见得。袁大令说，《后汉书·向栩
传》可以为证。这钦差信以为真，两
江总督尹大人却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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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看到会议的走势，适时宣
布了散会。袁竹林拿着笔记本走过
姚个奇身边时，姚个奇慢悠悠地吐
出一句话：“你，到我办公室来一
趟。”这句话，让正往外走的高克己
听个满耳，他敏锐地预感到师傅要
收徒弟了。果不其然，自打这次会议之
后，袁竹林就调换了工作，到刑警队资料
室当内勤了。这个职位看似平淡无奇，
实则蕴含着极大挑战，说明袁竹林能接
触到所有案件和资料，同时还有外人接
触不到的机密。袁竹林虽还没完全明白
姚个奇的想法，但好学钻研的性格让他
感觉如鱼得水，整天待在资料室里不出
来，如饥似渴地翻阅档案资料，认真地做
记录和笔记，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

对现实中发生的案件，通过资料分
析还能给出很多侦破建议，尤其是对郭
玉昕这种行动力、执行力很强的人，他的
建议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对方的判断，给
了对方论据上的保障。袁竹林还有个旁
人不具备的特长，就是他的速记能力特
别好，在手机录音功能和录音笔还未流
行的年代，他反转笔尖，洋洋洒洒简直就
是录音机的化身。直到有一天，哥儿几
个去姚个奇家聚餐，说起一个案件大家
配合得很好，并顺利破案、立功受奖时，
高克己借着姚个奇微醺，问起当时为嘛
非要把袁竹林安排当内勤，不让他去一
线搞侦查。姚个奇笑着用手点着袁竹林
说：“让小袁去干内勤，一来是闭闭性，让
他收敛一点；二来他是学院派，理论基础

好，收集资料搞分析研判是把好手，不能让
他跟你们一样打打杀杀。”一番话说完，高
克己和哥儿几个对了对眼神儿，达成一个
共识，师傅是在保护袁竹林的同时，极大地
发挥了他的特长。

袁竹林干内勤心细如发、算度精准，
可是他也将工作当中的好习惯，带入到
生活里，具体的表现就是全家实行计划
经济，同时将“不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这句名言，诠释得淋漓尽致。给孩子买
一件衣服，都能跑遍市里的几个大商场，
货比七八家才能确定哪个商场同款的衣
服更便宜。该花的钱尽量不花，不该花
的钱更不可能花，时间一长，颜伯虎给他
起的外号“钱串子”，被叫得越来越响。

高克己拨通袁竹林的电话，犹豫了很
长时间。扪心自问，他在这几个师兄弟里，
跟谁都能应对自如，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
用什么语气说，就能用什么语气说，有时候
不高兴怼了人家几句，也能扔得出去拽得
回来，包括现在当了处长的“钻天猴”李正
弘。但是唯独对袁竹林心存忌惮，倒不是
袁竹林有多厉害，而是他那股较真儿脾气，
让高克己怵头。可眼下这件事情，仿佛是
压在他心里很久的一块石头，也可说是缠
绕自己多年的一块隐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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