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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左道 马璐）9月25日，长影集团领衔出品

的电影《疯狂731》在青岛东方影都正式启动拍摄；10月29

日，由长影集团出品，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波澜壮阔大时代背景为蓝本，展现返乡创业年轻人

青春、激情、热血、爱情、幽默的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也将

正式登陆全国院线；电视剧《谷鼓齐鸣》《雷霆令》正在备播

阶段，即将登上荧屏；电影《汉藏铸魂》《东北合伙人》已完成

后期制作；电影《新冰山上的来客》在前期筹备中……一系

列掷地有声的“长影出品”来袭，彰显着在“十四五”开局之

年，集聚旺盛人气、汇集强大力量，力争在中国电影繁荣发

展的大格局中占据重要一席，这一长影集团倾力回归电影

创作主业的决心，让“长影出品”这个金字招牌焕发出新的

活力。

今年以来，长影集团面对良好的发展机遇期，提出了

“作品立影、产业助影、人才兴影、技术强影、开放办影、党建

管影”的“六个办影理念”。以确保党中央和省委的重大决

策部署落地见效，确保长影“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成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长影振兴发展的基本方略和重要

遵循。

一要强化“作品立影”理念，推动“长影出品”从高原向

高峰迈进。基于这一理念，长影在“立”字上下功夫，提出了

“十大立影之路”，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立“意”。建立长影

电影IP设计体系，联合吉林乃至国内从事电影创意工作的

人才，倾心打造这一平台，定期策划研讨，为长影永久性发

展积累电影IP；立“本”。建立自己的“剧本库”，以《电影文

学》和《电影世界》作为平台载体，在推出长影原创，增强自

我创作的同时，在全国征集剧本，评选剧本，推广剧本，储备

剧本；立“人”。拟成立长影电影剧本创作联盟，在内容创

意、人才培养、电影技术应用等方面，互通有无，扬长避短，

发挥1加1大于2的作用。

二要强化“产业助影”理念，为振兴主业提供强有力经

济支撑。从2004年创办电影频道、2005年建成长影世纪

城，到2014年长影旧址博物馆、电影院、音乐厅投入运营，

再到2018年长影海南“环球100”主题乐园建成开园，伴随

着这些产业项目的建成投产，长影构建形成了以电影创作

为龙头，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新格局，资产规模、

营收利润都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今年以来，长影加快产

业转型升级步伐，在持续巩固电影旅游、电影博览、影视传

媒、音乐演出等传统优势产业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模式，

推动产业链条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和产业经

营效益，为推出更多精品力作提供强有力保障。

三要强化“人才兴影”理念，着力夯实长影振兴发展根

基。近年来，在电影人才培养上，长影坚持双线并行，一方

面，持续抓好自有人才的培养。充分发挥北京影视基地“前

哨站”和“孵化器”作用，持续办好电影编剧创意人才、影视技

术人才、发行营销人才等培训班，推动年轻创作人才培养和

投拍影视项目与业内高端人才、优秀团队对接，培养造就一

批影视编导的领军人才及创意策划、市场营销、后期制作、宣

传发行等方面高水平的专业队伍，使长影的创作人才队伍在

知识结构、年龄结构、技能结构、作品结构等方面进一步满足

“长影出品”需求，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人才梯次，为繁荣影

视创作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着力完善引才聚才机制。

建立完善以业绩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和服务

保障体系，为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形成了人人

爱企如家、人人爱岗敬业、人人争相作为的浓厚氛围。

四要强化“技术强影”理念，不断满足电影市场的时代

需求。目前，长影在影视拍摄器材实现了全面更新，运用先

进拍摄设备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正在积极引进特效制作

方面的专业人才，在设备上更新换代，更在创作手法、后期

剪辑制作上加大了对高科技元素的利用，不断满足电影市

场的时代需求。

五要强化“开放办影”理念，着力提高对接市场、整合资

源能力。作为“长影出品”有效对接市场的“桥头堡”、作为

打赢主业翻身仗的前沿阵地，长影已着手整合优势创作资

源，充实创作力量，补齐地域、人才、技术、信息短板。广发

“英雄帖”，破除地域、观念的藩篱和体制机制束缚，用好的

项目面向全国寻找合作对象，与曾经合作过的伙伴和新媒

体广泛开展合作。今年三月，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指导，长影

集团等单位联合出品的记录抗疫时代的重点影片《没有一

个春天不会来临》在武汉开机。当下，由长影集团参与投

资、反映抗美援朝题材的战争片《狙击手》正在排期上映。

六要强化“党建管影”理念，把加强政治建设要求落

到实处。面对新形势新要求，长影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把握时代要求，坚持站在服务党和国家电影事业大

局的高度，不断深化长影作为党的文艺工作重要元素、

宣传思想工作重要阵地的认识，以赓续长影精神血脉和

优良传统为已任，强化“党有所需、我有所为”的高度政

治自觉和责任担当。

目前，长影上下已经把新理念、新思路细化为推动长影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具体举措，以昂扬奋进的精神状

态，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续写长影新的更大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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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办影理念开创长影振兴发展新局面

在四平广袤的黑土地上，不仅生长着金黄饱满的玉米，还

是唯一一个享誉全国的二人转艺术之乡。

二人转历经几代艺人传承发展，有了梨园舞台上的别样

风流，获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国二人转之乡”实

至名归。

一、追根溯源，自成一家

二人转艺术的形成，可按“一戏为宗、一人为主、一地为

源、一时为生”去追寻。据史料记载，二人转第一源头为打连

厢，其创始人为孙大娘。清代雍正年间（1723-1735年），孙大

娘行艺于广宁府（今锦州市）街巷，晚年收王蹇为义子，二人常

在广宁府西关老爷庙戏台、城内天后宫戏台及东关帝庙土台

子演唱“蹦蹦”，扮成一男一女，被时人称为“双玩艺儿”。此为

二人转最早的艺术表现形式。二人转谱系传承清晰有序，原

汁原味活态存在，300年间历经8代传承至今。二人转真正到

梨树落户，是1780年（清代乾隆45年）。王蹇病故离世第4年，

二人转艺人齐某某流动演唱“对口”来到梨树县靠山屯，即二人

转第一代艺人，以其为祖师一脉相传的“齐家蔓”清晰明了；第

二代传承人刘恭，能喊梆子腔，会扭大秧歌，与师傅齐某常在集

市村屯打场卖艺；刘恭传艺其三儿子刘天财，取艺名“双菊花”，

因他化妆头上常戴两条假发辫，又叫他“双辫”，齐家蔓有了第3

代传人，其创作《小两口串门》是二人转已知的最早剧目；后刘

天财收前来拜师学艺的周兴（即后来名震东北的“周短子”）为

徒，成为齐家蔓二人转的第4代传人；周兴到了晚年，收耿君（艺

名“耿扣子”）、冯林（艺名“冯球子”）为徒，齐家蔓从此有了第5

代传人，耿君、冯林师兄弟二人，又是清末民初东北二人转的显

赫人物，吉林省1985年编写《中国戏曲志·吉林卷》，耿君是唯一

写入吉林戏曲大事记的蹦蹦艺人；民国期间，分别由耿君收徒

李财（艺名“李橛子”）、傅生（艺名“傅喜子”）、郭云甲（艺名“郭甲

子”），冯林收徒刘启红（艺名“刘豁牙子”）、朱庆，成为齐家蔓二

人转第6代传人；新中国成立之前或成立之初，又有齐家蔓收徒

第7代传人赵青山、韩荣、郭玉芹、杨殿文、杨海山、将志田、董孝

芳等10多人，其中的董孝芳被评为“国家级二人转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发明了手绢绝技“凤还巢”，单出头《南郭学

艺》唱进了人民大会堂；传承到今天，有“牡丹奖”获得者赵丹丹，

还有付庆义，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为

第8代传人。师承300年以来，在梨树地面上，先后出现了齐家

班、周家班、耿家班、冯家班、高家班、段家班、岳家班、付家班、柴

家班等二人转演出团体。

二、根植黑土，梨花飘香

二人转根植于肥沃而广阔的黑土地，生生不息，常开不

谢。正如前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校教务长宋振庭所

说：“二人转是车轱辘菜，又抗压又抗踩，怎么折腾都不死。”就

像路边的马莲，“轮足碾践愈蓁蓁……笑迎风雨献兰心”。二

人转艺术，就像人们再熟悉不过的车轱辘菜和马莲一样，日复

日，年复年，为人们所称道、所记起。300年来，二人转在蝶变

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的自成一脉的本体艺术，黄钟大吕般的

名篇佳作，还有备受敬仰的先贤精英。每一门艺术都有其独

特的艺术特征。京剧以生旦净末丑行当“唱念做打”见长，昆

曲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而二人转的本体艺

术，仅就表演来讲，是“四功”“一绝”。“四功”即为“唱”，要求以

情带声，字正腔圆，高亢不噪，抒情不温，富有浓厚的韵味和地

方色彩；“说”（时为“逗”功），要求发扬丑的艺术，健康的口、丑

中见美的相和喜剧效果；“扮”，要求举止言行、声音笑貌，装啥

像啥，扮谁是谁；“舞”，要求加强“三场舞”，学习东北大秧歌和

戏曲艺术。“绝活”，是唱说扮舞的精华、精粹部分，皆属于画龙

点睛之处。在说口道白方面，二人转多以韵口勾口见长。扮

相以剧情定相，古人古装，现代人物现代装。舞蹈有欢快的开

场舞、扇子舞、浪三场、走八字、走矮子等。绝活多以二人转大

师董孝芳独创的“凤还巢”抛手绢、手玉子、挎大板见长。二人

转最大特点，就是唱功好、韵味足、故事好，鲜有杂耍，独具一

格。一个剧种或一个曲种的形成和传承、发展，必须有大量的

代表剧目。有着300年历史的二人转，百年间留下了诸多脍炙

人口、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梨树二人转文本库存1691部，是

迄今为止全国二人转院团文本库存之最。改革开放前，四平

地区最出名的推广剧目，当属苗中一的拉场戏《闹碾房》、张文

奇的单出头《小老板》，杨维宇创作的二人转《李二嫂摔桃》《送

年画》。其他还有双辽马俊荣创作的二人转《送戏上门》、单出

头《春娥凫水》，伊通的二人转《三选豆种》《纪念白求恩》，怀德

王典等人改编的拉场戏《二大妈探病》《回杯》《双拐》等。改革

开放后，四平二人转创作演出更是繁荣，新创作推广剧目不断

涌现。梨树泰斗级作者杨维宇先后创作改编了《慧兰闯关》

《两路分兵》《姜须搬兵》等，由表演艺术家董伟、董孝芳、王颖、

邢国库等演出，都获得了大奖并在全省推广。作者赵月正先

后创作了拉场戏《田㛮抓猪》《写情书》，二人转《倒牵牛》《闹发

家》《美人杯》《香妃梦》，单出头《南郭学艺》等。这些剧目由表

演艺术家董孝芳、陈树新、白静、赵丹丹、付庆义等演出，都是

省内有名、全国有声，其中《写情书》获得文华大奖，《香妃梦》

演员赵丹丹获得牡丹奖。还有王亚军创作的二人转《百姓书

记》（赵波、王丽丽演唱）获得国家文化部、中国文联颁发的优

秀剧目大奖。纵览这些剧目，题材广泛，跨越历史年代久远，

上至商周列国兴起，下至民国衰亡，可谓是千年沧桑，任我二

人转演唱，任我二人转传颂，任我二人转针砭，任我二人转转

遍东北乃至全国各地。一方艺术造就一方艺人。二人转300

年的传承发展，造就了几代二人转艺术大师，不但有董孝芳、

赵丹丹、付庆义这样的演唱大师，还有田子馥等理论大师，还

有杨维宇、赵月正、段昆仑等编剧大师。新中国成立后，随着

国家对文化工作的重视和扶持，二人转的发展迎来了百花齐

放的春天，二人转从业者也迎来了个人艺术成就的跨越发展

期。而新时代的二人转，则是戏曲梨园中一株璀璨夺目的鸡

冠花（形似二人转艺人手里的扇子），如众星拱月，繁荣发展。

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二人转是四平的瑰宝。作为四平市最早的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二人转的传承发展一直是市委、市政府所思所

想、所作所为。近年来，四平市启动了“经典二人转翻拍”项

目，两季共翻拍了《西厢观画》《杨八姐游春》《马前泼水》等20

余部经典选段，在电视台、网络同步播出，得到了一致好评和

热烈追捧，也吸引了青年一代关注二人转、了解二人转。未来

将依托梨树县二人转综合活动中心、梨树县职业高中、民间小

剧团、农村文化大院等载体，开展二人转人才培训，筑牢二人

转发展人才根基。同时，举办中国二人转发展论坛，承接全国

性曲艺节目展演和评比赛事，打造中国二人转文化新地标。

有着300年历史的二人转，如今已成了四平大地的“活化石”。

现如今，二人转已成为四平文化活动之常规动作，并形成了四

平特有的“二人转现象”。无论是攘来熙往的城市休闲广场，

还是村屯的文化大院；无论是高大上的节庆晚会，还是自娱自

乐的宴会；无论是阳春白雪的大剧场，还是下里巴人的小舞

台，每天都演着二人转剧目、唱着二人转的秧歌调、说着二人

转的时兴磕，每个地方都能听到“张廷秀未曾说话深搭一躬”

“一轮明月照西厢、二八佳人巧梳妆”这些熟悉的唱段，不经意

间就会溜进你的耳朵，似有魔力让你也随之哼唱一二。2017

年，四平千人同唱二人转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正所谓“万人

围着二人转，二人转围着万人”。二人转的流传发展可见一

斑。未来将进一步推广戏曲进校园工程，开展机关干部观影

观剧观戏，让二人转文化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同时，加强文

化旅游融合共促，设置可体验的定点滚动演出和可参观可参

与的小戏班老艺人票友会等，让人感受到二人转之乡的浓浓

文化气氛。打造吉林二人转乡村文化游，让游客看得见山、望

得见水、留得住快乐，让吉林二人转成为继吉林冰雪之后的又

一文化和旅游形象名片。

黑土地绽放梨园之花——

二人转艺术之乡的前世今生
朱博宇

本报讯（记者裴雨虹 实习生宋琳）近日，由吉林师

范大学原创的歌曲《我给世界发张邀请函》在梨树县展

演，受到当地观众的喜爱与好评，该作品是2020年度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我向世界发张邀请函，看一看和谐的中华家园……”

当《我给世界发张邀请函》在梨树县各地唱响，观众

们无不被歌曲中饱满充沛的力量所感染。作品以旋

律与唱词为载体，描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一步步创造出美好生活的波澜壮阔，传递出

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浓烈的情感。

据了解，此阶段展演后，《我给世界发张邀请函》的

主创团队将认真梳理、吸取专家和群众提出的意见建

议，继续打磨提升，让作品精益求精。

《我给世界发张邀请函》在梨树展演

日前，国网永吉县供电公司开展职工摄影书画作
品展活动，为职工搭建了发现自我、充实自我、展现自
我的良好平台，营造了浓厚的职工文化建设氛围。

于佳冬 摄

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北京研讨活动现场。 (资料图片)

本报讯（王 楠）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警示

教育月系列活动深入开展 ，近日 ，长春市富裕

街道党工委、纪工委、中海南溪社区党委组织

开展了“书画倡清廉 翰墨颂清风”廉政主题书

画比赛。

本次比赛围绕弘扬清廉家风文化这一主

线，征集作品类型涵盖硬软笔书法，国画、油画

以及漫画。在短短 3 天的作品征集时间里，辖

区内党员群众、青少年儿童等书画爱好者积极

参与 ，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廉政主题书画作品 ，

共收到参赛作品 40 余件 ，有 36 件获奖。展出

的作品形式多样、寓意深刻 ，有象征廉洁自律

的水墨荷花跃然纸上，有展现廉洁家风的童真

画作活泼生动，亦有庄严肃穆的廉政警句力透

纸背。

此次展览把好家风家训、廉洁自律格言等

内容通过书画的形式生动展出，让广大党员群

众在创作中培养廉洁自律的思想意识，在丰富

警示教育形式的同时，进一步营造了浓厚的廉

政文化氛围。中海南溪社区将充分利用廉政

文化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党风廉政建设警示

教育活动，增强党员干部遵纪守法和崇廉拒腐

意识，营造“人人思廉、人人促廉”的廉政文化

氛围。

书画言志 心中生廉
长春中海南溪社区举办主题书画比赛

本报讯（记者裴雨虹 实习生宋琳）“送演出下

基层”是我省重要的文化惠民项目，作为吉林的文

化名片，省歌舞团自 7 月 21 日以来持续开展 2021

年“送演出下基层活动”，为长春市朝阳区湖西街

道抚松社区、绿园区春城街道景阳社区，长春市常

青藤养老院、浦东养老院，长春市绿园区合心镇新

立村、农安县放牛沟村，长春市九台卡伦街道综合

文化站等多个社区、养老院、村屯、文化站等送上

了精彩演出。

在节目选取上，省歌舞团侧重呈现百姓喜闻乐

见、表达爱党爱祖国、易引起观众共鸣的节目。演

出包含了不同种类的歌舞表演和引人入胜的魔术

表演，尤其是歌舞表演中，除了喜庆热烈的舞蹈

《盛世欢歌》、现代舞《向快乐出发》、歌伴舞《共圆

中国梦》、歌曲《阳光路上》等观众熟悉的节目，还

有蒙古族舞蹈《草原汉子》、朝鲜族舞蹈《长鼓舞》

等具有吉林地域特色的少数民族舞蹈。

随着“送演出下基层”活动的开展，尽管省内

气温逐渐变凉，但省歌舞团通过演出为各地群众

带来了别样的温暖，把动人心弦的文艺作品送到

百姓家门口，也进一步连结起文艺工作者与基层

群众。10 月 13 日农历九九重阳节当天，省歌舞

团的 28 位演职人员还专程来到长春市浦东养老

院，用歌声与舞蹈为养老院的老人们送去了关怀

与欢乐。

据了解，持续至11月底，省歌舞团还将继续把

多场演出送到百姓身边。

架起连心桥 演出送到家
省歌舞团开展“送演出下基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