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长征副刊 E-mail:xincaolizhenyu@126.com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３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栗振宇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4时55分 印完5时55分

12

文化广角

第4014期

图为9月25日下午，外宾观看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军营锣鼓教学展示后与师生交流。 作者提供

金秋的北京，果硕景美。新西兰梅
西大学代表团专家学者，开启对国防大
学军事文化学院的第3次友好访问。

时间回到2015年 6月，受习近平主席
夫人彭丽媛教授的邀请，新西兰梅西大
学和维塔工作室来宾首次走进该院，在
为期5天的访问中，来宾被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化和独具特色的军事文化所吸引陶
醉。从此，以文化艺术为媒，围绕人才培
养，举办高端论坛、开展专业培训、签署
深化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近 3年时
光，南北半球，中新两地，友谊的种子扎
根、发芽、开花、结果。

越是不同，越期望沟通

访问期间，梅西大学校长简·托马斯
观看完军事文化学院师生的军营锣鼓表
演后，忍不住走上前拿起鼓槌，亲身感受
军鼓催征的强大震撼力。

文化越是不同，越期望沟通。该院
师生对文化的理解，得到新西兰客人的
积极回应。
“每一次来都受到很大触动，都能启

迪创意的思维。”被誉为“特效大师”的维
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创意总监理查
德·泰勒爵士向师生们发出诚挚邀请：
“希望能给我们一个交流合作的机会，共
享创意理念。”

正是期望沟通，在联合举办的“创意
与美术·设计”高端论坛上，围绕美术与
创意、视觉认知与艺术创新、设计的跨界
与文化的融合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宾主
双方坦诚探讨，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
路、新对策，“超自然：混合现实的用户界
面”“美术与创意”“视觉认知与艺术创
新”“设计的跨界与文化的融合”等一批
学术成果新鲜出炉。

正是期望交流，宾主双方还就扩大
文化艺术交流、拓展师资培训合作、促进
语言教学合作、深化影视合作等内容，进
行工作层面、领导层面的深入沟通，在互
办专业硕士培训、短期培训、互开大师课
等教育合作项目，办好学术论坛、创新与
艺术系列展会等学术交流平台方面，达
成初步意向。

“把两个篮子放在一起”

来访的新西兰客人虽然大多是陌生
面孔，但军事文化学院不少师生对他们
的声誉早有耳闻：素以创新著称的梅西
大学，在商学、农业科学、航空和艺术等
领域的探索成就为世界同行瞩目；携手

来访的维塔工作室在当今世界电影界也
久负盛名，《阿凡达》《指环王》《蜘蛛侠》
等多部独具匠心的创意制作和视觉特
效，赢得全球赞誉。

军事文化学院的成果同样令人赞
叹。步入该院荣誉馆，一座座奖杯，一部
部作品，深深吸引着新西兰客人的目光。
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金鹰奖、戏剧梅
花奖、“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金鸡奖、
金星奖……来宾们情不自禁地竖起了大
拇指。“这一奖项的获得者莫言，是从我们
这里走出去的学生。”当走到诺贝尔文学
奖奖牌前时，该院领导自豪地介绍，“在这
里，大家云集、力作荟萃。”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通过深入交
流互相借鉴、互取所长，逐渐成为大家的
共识。

9月 25日，北京 81美术馆。两校师
生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装置、
舞美设计和摄影等，不同艺术视角、不同
设计理念的 80幅作品同室展出。参观
完展出后，新方来宾忍不住赞叹：“用任
何词语来赞美这次联合展览的艺术品，
都觉得不够。”

维塔工作室理查德·泰勒爵士意犹
未尽，要求参观美术系专业教室。参观

完油画、中国画专业教室后，他动情地
说：“我们现在逐渐丢掉的绘画传统，在
你们这里找到了！”他迫不及待地提出与
军事文化学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邀请
美术系师生赴新西兰联合举办美术作品
大展等意愿。
“把两个篮子放在一起”，新西兰大学

人文系主任、副教授凯利·泰勒用新西兰
谚语形象地表达了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
愿，也说出了新西兰客人共同的心声。

夕阳西下，晚风轻拂。宾主双方领
导层会谈正酣，“把两个篮子放在一起”
的美好愿景正在徐徐铺开，并一步步成
为现实。

让友谊地久天长

9 月 25日下午，军事文化学院音乐
专修室。《我爱你，中国》《多谢了！朋友
们》，该院青年教员张妮为来宾们深情演
唱了两首中外歌曲；该院教员、著名小提
琴演奏家陈立新以娴熟的技法先后演奏
了巴赫小提琴二重奏和中国传统作品
《庆丰收》，让参加此访的中外专家深深
沉浸在艺术享受之中。

交流在深入，友谊在加深。

在京期间，新方客人还参观了军事
博物馆、国家体育馆、国家游泳馆，欣赏
北京夜景。站在“鸟巢”穹顶上，高空俯
瞰首都壮丽风貌，感受京城现代建筑带
来的震撼，来宾纷纷对我国经济社会建
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赞叹不已。

观看京剧折子戏《挡马》《李陵碑》
《穆桂英挂帅》，游览司马台长城、古北水
镇、南锣鼓巷，来宾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传
统文化深深钦服，对我国历史悠久、光辉
灿烂的民族文化，对北京厚重多元、开放
包容的都市文化，赞不绝口。

紧凑的访问活动即将结束，新西兰
的专家学者自发集合起来，倾情清唱一
首毛利族民歌“友谊地久天长”，表达他
们内心的感激与感动。

一 枚 大 学 校 徽 ，一 罐“ 梅 西 蜂
蜜”……双方互赠的纪念品代表不同的
文化，也饱含文化交流的意蕴。
“两所院校的交流一定能为中新两国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增添新内容，拓展新领
域”，双方就共同打造国际一流联合育人
平台、国际一流的高端学术论坛、国际一
流的创意艺术展会达成共识，表示要为中
新人文交流和两国关系发展作出应有贡
献。

友好路上文化花开
——新西兰来宾访问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侧记

■孙玉柱 陈观旭 李 聪

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中
国书法家协会和上海市文广局联合主办,
解放军美术书法研究院和中华艺术宫承
办的“鉴古开今——军之魂主题书法作
品展览”，日前在上海中华艺术宫开幕。

此次展览立足于“古”、扎根中华传
统文化沃土，着眼于“今”、聚焦强国强
军伟大实践。在主题立意上，紧紧围绕党
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突出铸牢军魂、
聚力强军，以文艺形式追溯人民军队的建

军之本和力量之源，用优秀传统文化诠
释、宣传党在新时期的强军思想。在结构
布局上，分忠诚、胜战、正气3个篇章，
使展览成为学习理解强军思想、鼓舞激发
强军斗志的生动形象的教育载体。据
悉，此次展览于 9月 6日在北京 81 美
术馆首展，上海巡展是第二站，从 10
月 10日持续到 22日，11月下旬还将赴
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巡展。

（谢国庆）

“鉴古开今”开启军地巡展

近日，“笔墨淡彩新语境——李翔
中国画展”在山东美术馆开幕。本次展
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解放军美术书法
研究院、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展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著名
军旅画家李翔创作的人物、山水作品
62 件。开幕式上，李翔向山东美术馆
捐赠《祈祷》等 10件书画作品，这些

作品均为其多年来创作的精品佳作。
李翔是从山东走出来的军旅艺术

家，他的“写意性具象人物绘画”，立
意高远，自树一帜，在中国人物画领域
中别开生面。他表示：“中国的写实绘
画还有巨大的空间可以发展。我们要用
中国的绘画材料，表现中国题材，体现
中国精神的造型高峰。” （刘 红）

笔墨淡彩展现中国精神

习主席在十九大上作的报告，非常

令人鼓舞和振奋。特别是在报告中，高

度肯定“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广泛弘扬”“文艺创作持续繁荣”；

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

力量”，并从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

的高度，从“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的高

度，对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繁荣兴盛做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

求。作为军队文艺工作者，我们一定要

迅速掀起学习十九大报告的热潮，深刻

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努力

争做坚定文化自信的“排头兵”。

要守住根本。中华文化与世界

其他文化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它的一贯性、连续性和传承性。它从

来没有断裂过，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

和卓越的创造力。不忘根本才能开

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

华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力量，比如

爱国主义等，带有我们鲜明的民族特

色，有着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不会

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改变。

我们应该更加自信地坚持中国人的

价值观，像习主席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的“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要敞开胸怀。文化的进步不是

在冲突碰撞中，而是在交流互鉴

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以

及世界各国文化之间，都应该彼此

尊重、相互包容。树立文化自信，既

要摈弃盲目崇外的民族虚无主义，

也要避免心胸狭窄的民族排外主

义，按照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深

刻指出的，“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

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

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

文明优越。”作为军旅作家、艺术家，

也要注意从世界优秀文艺作品中汲

取养分，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

要铸就新辉煌。随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中华文化必

将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作为

文艺工作者，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

个伟大新时代，不忘初心，努力创

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

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讲

好中国故事，展示真实、立体、全面

的中国；讲好强军故事，书写人民军

队向世界一流军队迈进的壮丽史诗!

(作者系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

会委员)

做坚定文化自信的“排头兵”
■刘笑伟

欢庆十九大

来自文化战线的心声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深刻指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

一论述高屋建瓴，博大精深，宽广辽

阔，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理论信息和深

刻的思想内涵。

时代问题对我们的作家和诗人来

说，历来是一个不可回避却常常陷入浅

尝辄止的老问题。我们应当认识到，中

国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是政治、经济、军

事、科技、文化诸领域全方位的大幅度提

升，并“以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东方”，是为

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

献。如果认识不到这种变化，就会导致

目光短浅，意识近视，导致我们的创作格

局无法逃脱逼仄、僵硬和滞后的窠臼。

这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极不相称，也将

与我们在各领域全方位取得的巨大进步

拉开明显差距。比如我们的诗歌创作，

为什么总有些人走不出同质化和碎片化

的陷阱？原因就在于落后于时代，并不

真正了解这个时代，进而没有能力把握

这个时代，常常自觉不自觉地避开了有

难度的写作，有挑战意义的写作。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

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

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

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

力。”面对已经轰轰烈烈到来的伟大新

时代，党赋予我们文化工作者最迫切

的任务，就是不断铸就文化新辉煌，

“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

风采。”我想，当前我们唯一能做和要

做的，就是像扑入大潮那样扑入伟大

新时代的怀抱，深深地潜入时代内部，

寻秘探微，接受时代的冲刷和淘洗，然

后站在时代的潮头，成为这个时代的

歌者，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

（作者系军旅诗人，《解放军文

艺》原主编）

扑入伟大新时代的怀抱
■刘立云

9月 29日至 30日，国家京剧院新创
排的现代京剧《横空出世》在北京梅兰
芳大剧院首演。据悉，这是第一部以现
代京剧形式反映“两弹一星”题材的文
艺作品。

现代京剧《横空出世》由上海戏剧
学院王伯男、国家京剧院李美妮、战略
支援部队兰宁远共同担任编剧。该剧
讲述了 20世纪 50年代，一大批优秀的
科技工作者和解放军官兵，扎根戈壁、
隐姓埋名，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简陋的
试验条件下研制原子弹、献身国防的动
人故事。随着剧情展开，剧中人物所表
现出来的英雄气质、牺牲奉献精神、家
国情怀等，荡气回肠，催人奋进。当剧
情发展至科研工作者周之涵遭遇飞机
失事时，跟警卫员紧紧相拥，用血肉之
躯把实验数据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个情
节，观众情绪被推向高潮。

起伏跌宕的剧情不禁把人们的记
忆拉向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那个
极不寻常的时期，面对严峻的国际形
势，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
讹诈，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
党中央领导集体，为了保卫国家安全、
维护世界和平，高瞻远瞩，果断地作出
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
策。在这一决策的指引下，一大批优
秀的科技工作者，和参与“两弹一星”
研制工作的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
战员一起，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
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
事业中来。他们在当时极为艰苦的情
况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完全依靠

自己的力量，突破了核弹、导弹和人造
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辉煌成就。“两弹一星”事业，是新中国
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
荣耀和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
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两弹一
星”事业所孕育形成的“两弹一星”精
神和“两弹一星”文化，已成为中华民
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艺在传承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的过程中，承担着不可推
卸的重任。长时间以来，以“两弹一
星”为题材创作的文艺作品，应该说为
数不少。比如长篇纪实文学《国家命

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
电影《钱学森》、电视连续剧《国家命
运》等，都让“两弹一星”谜一般的研发
过程和荡气回肠的“两弹一星”精神从
不同角度生动展现在人们视野。此
次，现代京剧《横空出世》的成功演出，
为“两弹一星”题材文艺创作增加了新
的文艺形式，使“两弹一星”精神的传
播形式更加多样，也让“两弹一星”精
神更加深入人心。

国家话剧院导演吴晓江受邀执导
该剧，为该剧增添了许多亮点。在《横
空出世》悼念周之涵这段戏中，该剧运
用演员语言，结合唱和人物造型进行表

达，实现了戏曲和话剧的融合。吴晓江
认为，把科学家研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的故事与京剧程式化的表演相结合呈
现在舞台上，通过借助话剧的表现方
式，有利于突出矛盾，让人物立得住，使
情节更加有张力。演员杜喆在剧中出
演留学归国的核物理学家陈鸿光。他
认为，跟传统戏曲的念白相比，这部戏
中舞台用语有很大区别，其中念白要求
既有生活化的特点，还要有语调的强
调，有一种艺术化的修饰。为寻找真实
历史片段，该剧主创人员先后多次深入
相关单位走访历史当事人，通过采风调
研、体验生活、组织座谈会等多种形式
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在创作过程
中，剧本前后经历了二十余次的修改和
完善。此次演出后，剧组将根据反馈继
续对该剧打磨加工，力求将该剧打造成
一部精品力作。

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
播中国声音，是当代文艺工作者的重
要使命。“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国精神
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京剧《横空出
世》的成功创演，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当代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也生动
说明先辈凝聚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
在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征程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面
对改革强军新征程，当代革命军人应
该自觉传承发扬先辈干事创业的革命
精神，立足岗位、淡泊名利，勇于牺
牲奉献，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贡献自
己的力量。

讴歌让民族自豪的力量
——“两弹一星”题材京剧《横空出世》赏析

■蒲麟智

图为现代京剧《横空出世》剧照。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