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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主办的第十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以
“共享戏剧 健康成长”为主题，于7月16日至8月15日
在京举办。来自全国19家儿童戏剧团体36台线上、线下
展演剧目的86场演出，以及丰富的戏剧活动，陪伴大小
朋友们度过快乐的暑期生活。

8月12日为首都观众奉上的精彩好戏是《革命的种
子》和《小萝卜头》。《革命的种子》将红色文化与时代
精神相结合，做到有筋骨、有力度，有感情、有温度的
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是贯穿孩子一生的教
育，“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
年独立则国独立”。让红色文化的种子深深植根于青少年
的内心深处，将红色革命精神传承并发扬光大，培养当
下少年儿童身心成长、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勤劳勇
敢、奋发向上，让革命的种子代代生根发芽。

《小萝卜头》讲述了严酷大时代背景下一个小生命个
体——“小萝卜头”的狱中成长历程，从小萝卜头随妈妈
一齐被捕入狱讲起，围绕着小萝卜头生命中的几个大事件
关联展现了“疯老头”韩子栋、张露萍、黄显声、宋绮云
和徐林侠等一批为了革命事业而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顽强
不屈的抗争。残酷的主调色彩中散发着由孩子带来的希
望、美好和革命同志间彼此关照的“温度”、坚定的信仰
和伟大的精神力量。 （杨雪）

《革命的种子》《小萝卜头》等剧
在第十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期间上演

8月6日，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
奖在北京揭晓，18部（篇）作品获奖，其
中，小说7部、诗歌1部、童话4部、散文
1部、科幻文学2部、幼儿文学2部、青年
作者短篇佳作奖1篇，体现出我国儿童文
学创作蓬勃发展的态势。正如中国作协主
席、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委
员会名誉主任铁凝所说，获奖的18位作家
来自全国14个省市，其中既有年过八旬的
老作家，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获奖
作品大都聚焦于新时代新生活新气象，题
材涉及少年儿童成长生活的诸多阶段和方
面，在儿童文学美学和艺术上也呈现出活
跃的探索创新，充分体现着新时代儿童文
学创作的生机与活力。

“参评作品总体上反映了过去四年来
我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成就和发展态势，特
别是在童年观的艺术思考和厘清、童年生
活多方位的艺术表现、儿童文学艺术风格
的丰富和发展等方面，令我印象深刻。”

本届评委会主任、儿童文学理论家方卫平
表示，本次获奖作品题材、风格非常多样
化，以小说作品为例，既有表现童年的现
实题材，如舒辉波 《逐光的孩子》、谢华
良《陈土豆的红灯笼》；也有反映童年的历
史题材，如刘海栖《有鸽子的夏天》、叶广
芩《耗子大爷起晚了》等；还有杨志军描
写藏族孩子生活的《巴颜喀拉山的孩子》、
胡永红描绘壮乡儿童生活的《上学谣》和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动物小说《驯鹿六
季》。这些作品与童话、幼儿文学、科幻文
学等门类的获奖作品，或纯真活泼，或深
沉浑厚，或诗情盎然，或炫目斑斓，总体
上呈现了我国儿童文学艺术发展的基本轮
廓和格局。

在小说 《有鸽子的夏天》 中，作家刘
海栖描写了20世纪 60年代儿童的生活经
历，这其实也是他自己的经历。相隔半个
多世纪，这样的童年生活能否吸引和感动
今天的小读者？刘海栖坦言自己在创作时

并不担心，因为“这是
我 熟 悉 的 生 活 ， 想 起
来、下起笔来就让我感
动，那些儿时伙伴就像
铁皮小青蛙玩具一样蹦
蹦跳跳地出来了”。每个
年代都有自己的记忆，
互相之间是连贯的，心
灵相通，创作时更重要
的是有正确的儿童观，
写出生活中那些细碎、
真实的温暖，引领孩子
们 在 阅 读 中 了 解 、 传
承，磨炼自己的品格，
学会生活、学会相处。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
员、作家汤素兰在童话
《南村传奇》中，把自己
作为故事的亲历者与讲
述者，将一个虚构的故
事讲得“无限真实”。在
写法上运用了元叙事，
对自己以往的童话创作

有了一点新的突破。《南村传奇》中融入了
民间故事、神话等多种传统文化元素，对
此，汤素兰的解读是：文学本身是植根于民
族文化中的，也就是所谓的“越是民族的，
越是世界的”。因为面对少年儿童，儿童文
学更体现了一个民族和国家对未来一代的文
化深刻关切。儿童文学创作只有自觉植根于
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在艺术上才会写出自
己的风格。

“一定要写贴近孩子生活的作品，让孩
子读得懂、有回味。”生活，也是年过八旬
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秋生创作的关键
词。这是他第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
奖，但他尤其珍视，因为这是第一次以诗
歌集的形式获得幼儿文学奖。在几十年的
儿童文学创作生涯中，张秋生把诗歌、童
话、散文三者结合在一起，他的小巴掌童
话，有着诗歌的韵律、童话的想象、散文
的优美，用真挚的情感带给孩子温暖与力
量。而此次获奖的《小巴掌童话诗·恐龙

妈妈孵蛋》则更注重以诗歌的形式展现童话
的想象，“作为成人创作者，我们不可能完全
回到儿童的视角，但一定要注重儿童的生
活，将自己与儿童的视角结合好，以儿童的
眼睛去看，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心
灵去体会。”张秋生说。

在方卫平看来，作者在深厚的生活、艺
术积累的基础上，精心创作、反复打磨，艺
术水准的相对稳定和提升，使作品在表现童
年生活和幻想的复杂性、独特性、深刻性方
面，不乏令人惊艳的艺术呈现。本届评委、
诗人李元胜也感到，作家们对文本精神价值
等的追求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已不再满足
于文本只是童趣、童真的再现或呈现，对精
神价值、审美价值有着更自觉的要求。这种
要求如何与儿童阅读的特点小心地结合起
来，作家们展示了不同的路径和创造性克服
困难的能力。同时，生态文明相关题材的很
多作品不再止步于感受自然之美或者传播相
关知识，而是引领小读者去思考和探索人与
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价值。

当前，随着学校、家庭、社会对儿童阅
读的重视，儿童文学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大，
对高品质文学作品的要求是读者阅读的必
然，对高品质文学作品的创造也是作家的使
命。对此，汤素兰表示，写作是容易陷于惯
性的，尤其在市场的裹挟之下，一个作家很
容易重复自己，或者用纯熟的写作技巧来生
产作品，而不是用全部身心来创造作品。作
为一个写作者，只有不断创新与探索，才可
能创作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方卫平表示，我们所处的可能是中国儿
童文学发展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时代，但不
能忽视的是，从整体上看儿童文学各门类发
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一些重要门类的
文学水准总体上还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在这
样的时代，面对孩子们的渴望，面对新的传
播媒介、新的审美文化环境，儿童文学作家
应该抛弃浮躁、走神的写作状态，更加专注
地与新的时代同行，在人文观、童年观、文
学观方面静心修炼，努力精进，创造出更多
能够表现这个时代的艺术童心和文学慧心的
儿童文学精品佳作来。

温暖点亮童年
——从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谈儿童文学创作发展

本报记者 谢 颖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2021年的
重要的历史节点。为这个历史节点创作的很
多作品都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
性，也是当下中国人向现代以来艰难奋斗历
史的致敬。这既体现了中国文艺和中国发展
的紧密联系，也体现了中国文艺和自己的社
会共同走向未来的意志。我想从《敢教日月
换新天》和《理想照耀中国》两部作品进行
一些探讨。这两部不同的电视创作，《敢教日
月换新天》是历史的陈述，但在陈述中却饱
含着感人的力量，也就是“史蕴诗心”。而

《理想照耀中国》则是通过一个个历史人物的
片段故事来从侧面写出党史的电视剧，也就
是“诗具史笔”。两者都有感动人心的力量。

《敢教日月换新天》 是由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制作的文献专题片。它是用电视的影像
与声音来讲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部力作。
它可以说是为中国共产党立传，为中国从
20 世纪到 21 世纪的整个进程做全面的历史
展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复兴奋斗进
程的生动呈现。这是一部有严格的史料基
础、有严谨的历史论述的信史。大量的文献
和影像资料，都为历史的展现提供了坚实的
材料基础，而不少影像资料都是首次披露。
我们可以听到难得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

一李大钊演讲的真实声音，看到许多弥足珍
贵的历史影像片段。这些都让这部专题片提
供了真实的历史依据。而它也是一部正史，
其中的论述正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整个
历程，对历史的表达是对于百年历史具有权
威性的阐释。让人们能够通过这部电视片看
到整个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基本脉络和全面情
况，可以说具有一种教科书般的严谨。这种
信史和正史的结合具有真实可信同时让人感
动的力量。

这样的信史和正史，同时也是用感性的
力量来感动人的。在历史的大进程中展现了
众多感人的历史细节。中国革命历史中的艰
难和牺牲，国家建设中的付出和改革开放的
历史，都是通过故事和细节来展现的。这些
故事和细节里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诗意。让人
能够从中获得感动，沉浸在中国共产党的奋
斗之中，同时，这部电视片也有着理性思辨
的智慧，深度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开创的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解说词在
激情和理性思考之间的那种张力让人既能受
到感染和感动，也能不断地进行理性的思
考，从故事和细节中升华出理性的探究。理
性和感性融合的诗性感染让这部电视片具有
强烈的感染力。

这部电视片也利用了各种科技手段让影
像的力量更加感人，同时在多种融媒体的传
播中构成了一个生动的“作品群”，能够让
年轻的观众也更好地感受这一段历史。这是

“史蕴诗心”的生动的电视呈现。
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是一部有强烈

的风格化特征和独到魅力的电视剧。它把现
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之下的中国的奋
斗，通过 40 个精心选择的历史故事展现在
人们的面前。这是一部把现代中国的理想精
神和中国人努力奋斗的历史用具有精神感染
力和冲击力的故事加以展现的电视剧，它把
历史的目光从今天回望一百年，选取了一百
年中国历史的一些具有魅力的瞬间，让这些
瞬间来呈现一个民族的现代的奋起，用片段
的故事凝缩历史、打捞记忆，把几代中国人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
力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小故事里有大历史，
大历史里有小关节，这样独到的叙述让理想
照耀中国的主题得以凸显。

使得这部电视剧具有了强烈的冲击力
和感染力，让抒情的力量从叙事中得以展
开。电视剧所选择的“有意义的瞬间”，让
瞬间的故事定格在今天的时代，让瞬间的
意义在绵长的时间之中得以呈现。一个个

瞬间并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列，而是以
感情和精神的线索来连接这些故事，让这些
时空交错、在一百年内的不同时刻发生的故
事，在一种情感和精神的强烈表达中，获得
一种不同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奋斗的连续过程，在这部电视剧中转
化为一个个冲击我们的情感故事，这些故事里
所深深蕴含的那种诗意和精神的力量能够感染
和触动今天的观众。“有意义的瞬间”呈现让
故事找到它最打动我们的关键“点”，每个故
事都有这样触动人们的情感“点”，由一个个
的点来深入到波澜壮阔的一百年之中。瞬间获
得了历史的张力和现实的感染力，从而化为对
于现代中国具有意义的时刻，抓取这些时刻，
找到这样引起人们心灵颤动的“点”，用一种
情感的逻辑，而不是故事的逻辑来展开电视
剧，让40个点在我们的心灵中，化为灿烂的星
空，而这已经成为这部电视剧最为独特的艺术
追求。

因此，它并不追求某种连贯性，而是以一
种“散点”的方式凝固了一些让人们感动的瞬
间，让瞬间获得了自身的历史价值，让这些瞬
间所发出的灿烂光芒为我们所感知，让今天的
人们和自己民族的艰难奋斗的过往有了劈面相
遇的机会，让理想如同繁星照亮我们前行的道
路。这样的诗意和激情是中国当下的大时代从
一百年的历史中所获得的力量。电视剧是依靠
情感的强度和精神的高度来推进的，让我们在
每一段故事的感动中沉浸。这可以说是“诗具
史笔”的代表。

这两部作品的独特的表现方式为中国影
视用多种方式表现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提供
重要的例证。它们对于未来电视文化的表现也
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种“诗”与“史”结
合的电视展现方式，给了电视文化新的可能
性。这种探索说明表现中国现代以来的大历
史，有其各种可能
性，也为未来的创
作提供了借鉴。

（作者系全国
政协委员，北京
大学教授）

史蕴诗心 诗具史笔
——从《敢教日月换新天》和《理想照耀中国》谈起

张颐武

时讯时讯时讯 集萃集萃

日前，为加强歌舞娱乐场所卡拉OK音乐内容管理，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歌舞娱乐行业高质量发
展，文化和旅游部制定了《歌舞娱乐场所卡拉OK音乐内
容管理暂行规定》。据介绍，我国有近5万家歌舞娱乐场
所，歌曲点播系统基础曲库达10万首以上，执法监管难
度较大，歌舞娱乐场所经营者难以识别违规曲目。由
此，《规定》支持歌曲点播系统内容提供商建立卡拉OK
音乐内容自审机制，确保卡拉OK音乐来源合法、内容合
法。同时地方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发现违规曲目后上报
文化和旅游部，歌曲点播系统内容提供商自审过程中发
现涉嫌违规曲目并通过全国性行业协会上报文化和旅游
部，文化和旅游部负责违规曲目认定并列入全国卡拉OK
音乐违规曲目清单。 （张丽）

《歌舞娱乐场所卡拉OK音乐内容
管理暂行规定》出台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等单位
合作举办的“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8月
10 日在国家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展出西汉南越王博
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宫博物馆等单
位收藏的南越王墓、南越王宫及广州地区其他秦汉考
古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 330 余件 （组），集中反映了近
年来广州考古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让人们有机会
一睹两千多年前岭南历史文化的真实风貌。其中，丝
缕玉衣、玺印封泥、青铜勾鑃、组玉佩等代表性遗存
标志着南越顶级贵族的身份、等级、地位，南越王宫
署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钱币、木简则揭示了南越高
级宫殿建筑的规格及贵族奢华生活的真实面貌，它们
与其他物质文化遗存共同呈现了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家
国一体的政治文化格局。

从“南域明珠”到“四宇同光”，再到“美食美器”和“丝
路序章”，展览的四个单元从中华文明的塑造构建、基因
传承、融汇交流等角度，系统展示了岭南地区辉煌的古代
历史文化面貌与特色。 （谢颖）

“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
一睹岭南历史风貌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4周年之际，为传承弘扬伟大
的抗战精神，摄影师郭海鹏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
赠135幅抗战老兵肖像作品，肖像作品中所拍摄的老兵，年
龄最大的107岁。

捐赠仪式现场展示了摄影师郭海鹏捐赠的135幅抗战
老兵肖像作品，其中包括红军老战士代表王定国、万海峰、
王定烈等，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代表李敏、李在德，八路军
老战士代表徐肖冰、曲琪玉、伊明、房扬达等，新四军老战士
代表周克玉、楚青、吴瀚、陈长江、储渭等。其中以新四军老
战士的肖像作品居多。

新四军老战士代表陈长江、储渭以及众多老战士后代
代表等出席捐赠仪式暨展示活动开幕式。 （杨雪）

百幅抗战老兵肖像作品捐赠仪式暨展示活动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部分获奖作品

近日，上海芭蕾舞团大型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
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隆重上演。该剧以军旅题材传承革命精
神，重新延展解读了1974年红遍大江南北的经典同名电影
中的故事。

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巧妙运用了蒙太奇的手法，以
成年潘冬子的视角切入，将少时故事以回忆形式呈现：身为
红军战士的父亲、积极投身革命的母亲、坚强却稚嫩的少年
潘冬子、凶残的胡汉三……在潘冬子的回忆里，故事徐徐展
开，又与现实交错，创造出了更多的舞台时空，更让观众眼
前一亮。该剧音乐除保留《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
斗》的经典乐段外，更根据全新的故事结构进行了新的创
作。舞美、服饰、灯光设计则以中国江西的地域元素与芭蕾
艺术诗意而浪漫的表达样式相融合，以中国芭蕾的独有语
汇抒发炙热的革命情怀。

据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介绍，原创
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诞生于2018年，是上海芭蕾舞团继
《白毛女》之后又一部大型革命题材芭蕾舞剧。这部作品自
首演以来得到了业界、观众的广泛关注，并在国家艺术基
金、上海文化发展基金的鼎力支持下坚持对作品的不断修
改打磨。历时三年，《闪闪的红星》常演常新，它印证了上芭
致力于探索中国芭蕾创作的初心，也体现了上芭人弘扬中
国精神、革命情怀的担当。 （郭海瑾）

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在京上演

张颐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