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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载栉风沐雨，
奋楫远航。十余载砥砺前行，
著写华章。2006 年 11
月 6 日，
在不足 50 平方米的写字间内，
一个不足 10 人的小团队，
迈出了吉林
文艺工作者闯荡世界舞台、
叩开国际演出市场的第一步。
13 年来，
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承交流之责，
担传播之任，
立足吉林，
面
向世界，
积极推动文化“请进来、
走出去”，
创造传统文化传播的新模式，
探索
新时期文化交流的新方向，
以小团队架起大桥梁，
讲述吉林故事，
唱响吉林
声音。

等，
都在低票价惠民的票务政策下，
让更多百姓在家门口欣赏到世界各国的
高雅艺术。

勇创新，
勇创新
，
借力国家平台打响吉林品牌
自 2015 年起，
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勇担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
发挥
创新性思维，
借助国家艺术基金这一全国性的平台，
连续成功申报“花开桃
李梅——十地方戏曲剧种《桃李梅》同城汇演”
“百场儿童剧千里边疆行”
“中
国吉剧网”
“京剧科班喜（富）连成传承流派汇演”
“全国稀有剧种同城汇演”5
个项目，
深度挖掘、
梳理具有吉林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
积极探索传统文化
在新时期下传承传播的新模式，
在全国打响了吉林文化品牌。
吉剧《桃李梅》作为吉林地方戏曲的代表作之一，
自 1959 年首演以来，
演遍大江南北，
深受观众喜爱，
先后被 28 个剧种、
34 家文艺院团移植，
是戏
剧史上的不朽经典。2016 年，
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以该剧为切入点策划申
报了“花开桃李梅——十地方戏曲剧种《桃李梅》同城汇演”项目，
并于 2017
年邀请豫剧、
越剧、
评剧、
秦腔等十个移植过该剧的剧种，
来自全国 8 个省份
的 10 家专业院团、1000 余名演职人员来到吉林共同演绎《桃李梅》，
在全国
首创“不同剧种、
同一剧目、
同城汇演”的模式，
强有力地宣传、
推介了吉林优
秀院团及优秀剧目，
实现了各剧种间的相通相融，
在戏曲界引起了强烈的震
动和反响。著名戏剧评论家黎继德表示；
“此次汇演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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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风沐雨奋进路
春华秋实满庭芳
——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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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笔。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2019 年，
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4 次承办国家
文化和旅游部中朝“欢乐春节”活动，
组派艺术团赴朝鲜平壤举办文艺演出、
非遗展示和民俗体验等活动，
以中国传统节日为主题，
以中华文化为核心，
以民族、
地域文化为特色，
用深度的舞台艺术作品和有内涵的文化交流活动
展现了吉林的历史文化底蕴及人文艺术风貌，
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
值，
在海外传递“中国梦”。
除了圆满完成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及省委省政府和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的各项活动，
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还积极开拓思路，
勇闯国际演出市场，
开
创了吉林省直文艺院团国际商演的先河。自 2006 年以来，
他们先后创排
《龙拳》
《少林》
《长城魂》
《阴·阳》
《木兰》
《奥林匹克之夜》等 10 余部大型综艺
剧目，
在世界多个国家巡演 3000 余场，
在世界文艺舞台赢得了高度评价。
在英国以艺术“大篷车”的形式巡演时，
当地观众或举家前来，
或开车随行，
买不到票就选择当志愿者进场观看。当时，
有一位英国观众感叹道：
“在英
国有两个地方能经常看到中国国旗，
一个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一个就是来
自中国吉林的巡回演出团剧场。
”
2016 年，
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组派省艺术团创排的大型综艺晚会《雪
韵春光》亮相 2016 英国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晚会以省直文艺院团为班底，
融合了戏曲、
民族歌舞、
民乐和杂技等艺术形式及满族撕纸、
面塑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
在大篷车剧场中连演 8 场，
取得了无赠票、英国本土观众占
九成的良好成绩，
荣获艺术节评奖委员会四星推荐。爱丁堡市副市长史蒂
夫·卡多尼在接见艺术团时称赞道：
“中国艺术家不远万里来到爱丁堡，
你们
的表演为艺术节增光添彩。
”

请进来，
请进来
，
世界目光聚焦白山松水
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在 13 年间累计引进百余台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
中外舞台艺术精品剧目，
为百姓提供了多姿多彩、
怡养情怀的精神食粮，
累
计受益观众超过百万人次。
国内精品舞台剧目百花齐放 ，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先后邀请中国歌
剧舞剧院歌剧《小二黑结婚》及舞剧《孔子》、国家大剧院话剧《玩偶之
家》、中国评剧院《花为媒》、北京京剧院《龙凤呈祥》、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梁祝》、上海昆剧团《牡丹亭》等国内重点文艺院团的经典剧目来到吉
林 ，活跃了吉林演出市场的同时 ，也有力促进了区域文化交流合作。国
家大剧院剧目制作部副部长关渤表示，有计划继续与吉林省中外文化交
流中心合作 ，
“我们在 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年来到吉林演出 ，感受到了
吉林观众对艺术的热爱以及这种交流方式的优势，目前我们正在计划继
续带着更多剧目来到吉林。
”
除了国内剧目，
在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的积极邀请下，
英国、法国、德
国、
捷克、
俄罗斯、
爱尔兰、
日本、
朝鲜、
韩国、
新加坡、
加拿大、
美国等几十个
国家的优秀艺术团也纷纷来到吉林交流演出。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
团《天鹅湖》、
俄罗斯国家模范“小白桦”艺术团专场歌舞晚会、
俄罗斯国立远
东（红旗）歌舞团大型专场歌舞晚会、
世界顶级踢踏舞剧《大河之舞》20 周年
特别纪念版、
朝鲜国宝级院团血海歌剧团歌剧《红楼梦》
《梁祝》
《卖花姑娘》

为各院团、
各剧种间打造了交流、
沟通、
学习的平台，
也为继承、
发扬优秀传
统文化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
“百场儿童剧千里边疆行”甄选我省优秀现实题材儿童剧作品，
赴黑龙
江、
吉林、
辽宁 3 省的老、
少、
边、
穷市县巡演，
为孩子们送去了精神食粮；
“中国
吉剧网”以吉剧为切入点，
运用“互联网+文化”的新模式，
建立了全国唯一的
吉剧艺术公益性网站，
进一步推动了吉剧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京剧科
班喜（富）连成传承流派汇演”，
以喜（富）连成科班为切入点，
深度挖掘牛子厚
与吉林的故事，
邀请梅派、
麒派、
马派、
高派、
谭派、
叶派、
裘派、
袁派、
萧派的名
家名团同台演出，
挖掘流派传统剧目，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共同推动京剧
传承创新；
2019 年 7 月举办的“全国稀有剧种同城展演”，
以黄龙戏、
满族新城
戏两个吉林稀有剧种为切入点，
邀请来自全国 11 个省份的 12 个剧种同城汇
演，
以戏曲展现一方文化记忆，
彰显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挑重任，
挑重任
，
以精彩节事打造人民艺术盛宴
自 2018 年起，
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先后承办了吉林省首届艺术节、吉
林传统戏剧节、
吉林非遗节 3 项重大文化节事活动，
向全省人民呈现了独具
特色的高品质艺术盛宴。面对人员少、任务重的现实情况，
这支现在不足
20 人的小团队总能迸发出大能量。
2018 年 6 月，
吉林省首届艺术节在 14 天内举办了 20 台、
36 场国内外舞
台艺术精品剧目演出和 4 场美术项目集中展示活动，
充分展现了近年来吉
林文艺创作生产的丰硕成果。同年 8 月，
吉林传统戏剧节举办的 16 天中，
14
个省份的 24 家院团、2000 余名演职人员会聚吉林，
17 个剧种、40 场演出成
功举办，
现场观众超过 6 万人次，
闭幕当天网络观众达到 120 余万人次，
网络
阅读量突破 5 万条，
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
今年 7 月 ，在为期 15 天的吉林非遗节中 ，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接待
了来自 4 个国家以及 18 个省份 、32 个院团的 2000 余名演职人员 ，41 个
非遗项目 、18 个戏曲剧种精彩迭出 ，在长春市各大剧场举办了 25 场演
出 ，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交流 、传承和发展 ，推进了吉林文化与旅游的高
度融合。
自 2006 年成立以来，
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
传播、
交流、
创新之路。面对未来，
他们依然充满信心，
干劲十足。
“面对文旅
融合的新起点、
新机遇、
新挑战，
探索地域文化和旅游休闲结合的新模式、
新
路径、新方法，
我们也踏上了新的征程。任重道远，
更需快马加鞭；
风劲潮
涌，
自当铿锵前行。
”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张洪涛说。
图片说明：
2019 年 7 月，
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承办的吉林非遗节为广大观众送上
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
①《雪韵春光》亮相英国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②国家大剧院话剧《玩偶之家》在长春上演。
③吉剧《花开桃李梅》深受广大戏迷喜爱。
④山东五音戏亮相
“全国稀有剧种同城展演”。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儿子，
你在哪儿？我已经把书包做好了……”随着话剧临近尾
声时雨来娘深情的呼唤，
现场观众纷纷落泪。10 月 11 日晚，
国家艺
术基金资助项目——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共青团省委和省少
工委指导，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支持，
吉林艺术学院担纲创作和演出
的大型原创儿童话剧《小英雄雨来》完成首演。
这是一部重温红色经典、
感悟爱国情怀，
让孩子铭记、
让成人怀
念的经典话剧。
红色经典的现代演绎
新中国成立初期，
作家管桦创作的《小英雄雨来》被选入全国语文
课本，
雨来成为无数人崇敬、
喜爱的少年英雄。如今，
吉林艺术学院将
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用全新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
让雨来走出课本，
走上舞台，
再现了人们记忆中的红色经典，
让观众在体悟爱国情怀的
同时，
感受现代艺术创作的魅力。
为 了 演 好 这 部 儿 童 剧 ，吉 林 艺 术 学 院 特 邀 请 中 国 儿 童 艺 术
剧院著名导演毛尔南 、长春市艺术研究所一级编剧王东风等多
位业内知名专家组成主创团队。同时 ，吉林艺术学院专门进行
了演员海选、舞美制作、音乐作曲、数字影像、服装设计等多个环
节的对接 ，最终 30 余名吉艺师生参与演出。
已是花甲之年的王东风，
从小生活在崇尚英雄的年代，
一直以来，
他渴望有机会将影响自己的英雄故事讲给现在的孩子们听。接到《小
英雄雨来》的编剧任务时，
王东风正在住院。他边打吊瓶边打磨剧本，
不但用一个个精彩的情节丰满了雨来的形象，
更想方设法用当代青少
年容易接受的表达方式重塑经典。
“该剧增加了很多现代元素，
我们前
期把非常有特点的故事挑选出来，
然后不断地充实小雨来的人物形象。
”
王东风说。
小英雄雨来由吉林艺术学院大四学生李虹澄饰演，
要想塑造好
生活在战争时期的英雄少年，
对 22 岁的李虹澄来说并不容易。从今
年 7 月开始，
李虹澄与参演的老师、
同学几乎每天都要排练十几个小
时，
什么是英雄？如何为观众呈现一个不一样的小英雄形象？李虹
澄反复地思考着。
“我认为不能仅把英雄当成一个角色来扮演，
而要
从雨来的这个人物出发，
从生活化的角度去构建一个有血有肉的英
雄人物。
”
话剧《小英雄雨来》选择了小说中的几个精华段落 ，包括人物
的命运也遵循了原作的设定，
但导演毛尔南还考虑到：
管桦先生创
作这部作品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 ，而今天的孩子们接受了更多
的新鲜事物和多元化知识 ，单一地为小观众塑造一个可歌可泣的
小英雄 ，也许会让孩子们感觉和这个人物有距离感。
“针对特定的
审美需求，
我们选择了一个反向的思考方式，
让舞台上的小英雄更
贴近现在的孩子们。
”毛尔南向记者介绍，
“剧中的小雨来就是一个
生活在上世纪 40 年代的普通男孩，
他可以和所有的孩子打成一团、
玩成一片 ，他就是一个机智、勇敢、善良甚至可以和新时代孩子很
亲密的生命体。
”
在舞台布景方面，
此次采用了转台的方式，
解决了不断变化的
场景。转台就像雨来成长的年轮一样，
在转台之下有他的家，
有父
亲第一次交给他任务的烙印，
有他常年在夜校上课的经历。当转台转起来的时候，
小雨来的生命
历程以及他赴死求生的心境，
也像转台一样转动着。
“产学研”
模式的丰富
近 2 个小时的演出，
吉艺人用爱国心与最深沉的情感，
去创作、
去演绎、
去诠释新时代视角下的
小英雄，
让整部剧更贴近观众。从学生到教师，
从原始情感到艺术处理，
每天 12 个小时的排练时
长，
最晚凌晨 1 点彩排结束，
80 余名演职人员孜孜不倦、
夜以继日，
联袂传递吉艺正能量，
讲述革命
历史故事。
整个创排过程，
吉艺戏剧影视学院、
音乐学院、
设计学院、
美术学院、
新媒体学院 5 个分院通力
合作，
多种艺术门类的融入，
无限情境表达的立体舞台设计，
雄浑激昂的作曲音乐，
思想内容与艺
术形式进行着完美的结合。这是吉艺“产学研”模式的进一步丰富，
并在实际过程中调整、
加码，
充
分展示了吉林艺术学院艺术创作的优秀成果，
展示了优秀艺术人才的培养成果。
吉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张东航表示，
《小英雄雨来》这部戏，
是一堂生动深刻的思想政治课，
是
一次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
是一次专业融合的实践性教学，
是一个校企合作的产学研大课堂。吉
艺师生寓教于演，
将爱国情怀融入传统剧作，
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这既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更是以吉艺的方式对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
争做英雄才能英雄
辈出”的贯彻落实。
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月刊副主编武丹丹说：
“院校和院团的结合能够锻造一支队伍，
这场戏可
能成为学生们特殊的课程，
会对他们的从艺道路产生巨大的影响，
教会他们舞台的神圣，
教会他们如
何在舞台上和自己的角色相处，
教会他们在生活里寻找艺术方向，
我们应该倡导更多的院团与院校
合作，
把有效的社会资源引进到学校，
为教学更好地开拓一种新模式。
”
送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
话剧《小英雄雨来》以儿童为视角，
展现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精神风貌。孩子
们很投入地观看，
整个过程中他们没有走神过，
跟着紧张、
跟着欢笑、
跟着呼应。吉艺师生在“演英
雄、学英雄、做英雄”中传承红色基因，
激发民族自豪感，
并依靠儿童剧的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传统。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
剧作家冯俐表示，
小英雄雨来的故事是非常有正能量的
题材，
更是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话剧《小英雄雨来》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戏，
也是具
有专业品相的一部作品，
是送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创作这部儿童话剧主要是想让今天的孩子们
缅怀先烈、
珍惜美好生活，
为祖国富强、
人民幸福贡献才华和力量。
吉林省孤儿学校校长马晶梅带着 160 多名学生观看了演出。马晶梅告诉记者：
“孩子们跟剧情
互动得特别好，
尤其是王老师牺牲那段，
小女孩儿都流泪了，
在日本鬼子欺负中国人的时候，
小男
孩儿把拳头都攥起来了。在回去的路上，
我问哪句台词印象最深刻，
孩子们全喊‘我是中国人，
我
热爱我的祖国’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孩子们在课文里学的和舞台上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相
信小雨来的机智勇敢和爱国情怀一定会根植于孩子的内心。
”
小观众王楠激动地说：
“雨来的鲜明个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调皮淘气还逃课，
但在日
本鬼子进村把老师抓起来的时候又体现出了聪明正义的一面。我为雨来自豪，
他和我们差不多
大，
他能够机智勇敢地跟八路军一起英勇抗敌，
在日本鬼子和汉奸的刺刀威逼下视死如归，
不愧为
抗日小英雄。
”
戴着大大黑框眼镜的杨诚霖特别可爱，
他的话语也特别真挚：
“我的心情随着话剧的情节上下
起伏，
好像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雨来让我明白，
以前的孩子是听着枪声长大的，
而我们生活在幸
福之中，
我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努力学习，
长大像小雨来一样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

本报记者 张丹

13 年来，
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累计组织国内、
省内 20 余个院团 1000 余
名艺术家赴海外文化交流 50 余次，
将吉剧、京剧、二人转、曲艺、传统杂技、
民乐、
民族歌舞和满族剪纸、
刀画、
面人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推出国门，
全面且充分地展示了吉林文化的魅力。
2011 年，
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组派省歌舞艺术团《长白神韵》剧组赴俄
罗斯参加由国新办、
吉林省外宣办主办的“2011 感知中国·俄罗斯行——吉
林文化周”活动，
首次登上克里姆林宫舞台演出并取得圆满成功。
《人民日
报》、
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媒体以及俄罗斯文化电视台、
俄罗斯消息报
等当地主流媒体对活动进行了专题采访报道。这次活动为“十二五”时期的
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提供了范本，
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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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原创儿童话剧《小英雄雨来》首演侧记
——

走出去，
走出去
，
吉林风采绽放世界舞台

文化

重温红色经典 感悟爱国情怀

Email:jlrbBS3BS@163.com

(图为演出现场。照片由吉林艺术学院提供)

谜乡灯谜最迷人
本报讯（记者龚保华）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
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由“中国关
东谜乡”营城灯谜协会主办的关东谜乡灯谜展
猜活动日前在长春市九台区南山公园举行。各
界人士及市民群众上百人参加了活动。
现场红红火火，
十分热闹。灯谜内容包括有
关创建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知识、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乡村振兴、
扫黑除恶等诸多方面，
有成语
谜、
日常用品谜、
字谜等各个类型。内容和形式融
知识性、
趣味性为一体，
不仅贴近百姓生活，
也贴
近百姓喜好。市民们踊跃参与活动，
他们或驻足
观看，
或低头思索，
或互相讨论，
认真地猜着灯谜。
大家集思广益，
将悬挂的 300 条灯谜成功猜出百
分之九十左右，
现场一片欢声笑语，
喜气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