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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弘 文/摄)5 月 11 日至 22 日，蒲国昌个展
在桂林市花桥美术馆举办。此次个展以“作我”为题，共展出蒲
国昌当代水墨、版画作品 70 余幅。

蒲国昌是我国著名的版画家、当代水墨艺术家，生于 1937
年， 1959 年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随即赴贵州从事教学
与创作工作。央美的“洗礼”给他带来了纯正而扎实的造形基
础，而开阔的视野与崭新的艺术理念则赋予了他对贵州这块多彩
土地独到的解读方式，使其在多元的碰撞、融合中迸发出一系列
反映现实主义生活的优秀作品。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蒲国昌那凝重沉厚朴实的画风、强
烈的地域风情、夸张变形的版画作品便已享誉海内外。 80 年代
初，他转向水墨画领域，并受现代艺术思潮影响，开始更多地观
注艺术形式与自我表现的创新。 90 年代至今，他经历了不断地
蜕变与革新，研究重点也从少数民族风情题材逐渐过渡到当代都
市人的生活状态之中。如今，年逾古稀的蒲国昌已不拘于传统笔
墨的程式规范。他打“碎”西方结构形式法则，大胆尝试水墨技
法的多样表现方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水墨的表现形态与建
构。蒲国昌的近期佳作，造形奇诡怪诞，色彩以俗化雅，笔墨不
拘法度，其苦涩深沉、忧伤焦虑中流露出些许诙谐幽默的情绪。
现阶段的蒲国昌已“由书写性笔墨，进入了身体性笔墨”，其艺
术形式与艺术语言也随之进入到更为“作我”的精神境界之中。
这是艺术家面对当下消费型社会的一次真诚反思与深刻批判。将
艺术活动接通当代文化，与大众共呼吸，是蒲国昌给当代水墨画
家带来的重要启示。

蒲国昌个展现场

蒲国昌个展

在桂林市花桥美术馆举办

□本报记者张弘 通讯员吴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不能没有灵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
培根铸魂的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
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016 年 3 月，桂林市社科联召开换届
大会。新的领导集体凝聚共识，守正创新，
锐意改革，团结和带领全市广大社会科学工
作者，以人民为中心，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
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开
创了具有桂林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新局面。

社会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发展

社会科学研究是社科联的主要职能之
一。市社科联积极组织全市社会科学界广大
专家学者，紧紧围绕着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
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和市
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进行社会科学研究。
2016 年以来开展重大课题研究 30 余项，一
批成果进入决策层面。参与《桂林市十八大以
来文化体制改革综述》《桂林市国家可持续发
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研究》《以世界一流为
发展目标，打造桂林国际旅游胜地的实施意
见》《湘江战役兴安、灌阳、全州纪念馆展陈方
案》等市委、市政府重要工作研究。公开结集
出版了《一个城市的发展探索——— 桂林市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文集》11 个系列文
集共 500 余万字。

挖掘文化价值服务胜地建设

历史文化是社科工作的研究范畴。建设
桂林国际旅游胜地是桂林市当前的中心工
作。挖掘和保护历史文化为中心工作服务，这
是桂林社科工作者的职责所在。市社科联积

极响应市委“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
林文化的价值”的要求，2016 年开始历时
两年，编辑出版了《文化城之魂——— 历史文
化名人与桂林》《大美桂林——— 桂林特色旅
游景区景点拾萃》两部历史文化书籍。《文
化城之魂》一书涉及了四五十位古代、近代
与桂林有关系的文化名人，是一部对桂林
人文历史景观再塑造的文化散文集，是一
部桂林文化的史诗。《大美桂林》以旅游体
验感的散文笔调，图文并茂地介绍桂林主
要风景、文化景区景点的相关内容，诠释了
桂林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文化底蕴，向游客
展示了一个绚丽的“大美桂林”画卷，可以
足不出户尽情享受桂林山水美景。两部历
史文化书籍的出版，对市民牢固树立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观念，增强市民对本土文化
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具有积极意义。

社会科学普及服务大众

普及社会科学是社科联的一项基本任
务和重要工作。市社科联不断探索社科普
及宣传的内容和形式，不断扩大科普受惠
面。通过开展科普咨询、讲座、社科知识
进村进社区进学校、下基层宣讲、媒体宣
传、网站、沙龙、论坛、演讲比赛、各类
展览、培训班、读书活动、文艺表演、援
建“农家书屋”等各种形式，大力加强社
会科学普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构建
和谐桂林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016 年以
来，市社科联累计举办大型广场科普活动
6 次，举办科普讲座(或培训班)36 次；开
展科普下乡活动 9 次。

面向全国打造交流平台

思路决定出路。市社科联突破固有思
维模式，致力于打造面向全国的交流合作
平台。 2016 年以来，先后组织召开了三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研讨会”；
2017 年，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
义研究院建立桂林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
地，成为全国第一个地级市马克思主义研
究基地； 2018 年与中国摄影艺术家协会
共同举办“一带一路”旅游文化摄影作品
展，为下一步与国家级社科组织合作探索
了经验； 2019 年，市社科联协调“中国
-东盟民族文化论坛”落户桂林，启动了
桂林东盟文化交流中心项目建设。

助推学会产业发展

桂林古村文化研究会打造的“漓水人
家”是一个以桂北风情、古民居建筑艺
术、民间传统工艺为主题的“村落”景
区，占地 600 余亩，建筑面积 2 . 5 万平
方米，成为集桂北古村民俗于一体、融桂
北非物质文化于一炉的特色博物馆。市社
科联组织相关专家学者，系统整理研究桂
北古村文化，根据旅游市场的需求，指导
学会开展古村文化的理论研究，通过对古
村落文化资源、文化遗产和传统手工艺进
行深入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将更多的
文化元素全方位注入到景区旅游产品和服
务的各个环节，积极推动旅游项目的文化
创新，同时向有关部门推介，促进“漓水
人家”市场旅游化发展。目前，“漓水人
家”多次接待中央、自治区领导，成为桂
林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走出了一条学会
自我发展、自我造血的新路子。

社会智库建设有新发展

市社科联通过建立桂林社会科学专家
库、桂林社科专家委员会等团结广大社科
专家学者，积极发挥其作用；2017 年创建

“社科专家基层服务行”党建品牌，引导和
组织全市社科专家深入企业、社区、学校、

农村等，开展科研、科普和学术交流活动，
为基层群众提供经济、法律、心理、传统文
化、养生保健等方面知识咨询和教育培训，
为当地党委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参
考，为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解决实际问
题提供可行的工作思路和方案。通过《专家
建言专报》向市领导反映社科专家学者和
社科界的呼声和建言，为领导的科学决策
服务；通过课题和学术著作的资助，激发广
大社科工作者的创造性，多出成果，繁荣社
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通过创新机制，不断
优化和完善社会科学研究与交流平台，更
好地为广大社科工作者服务。

理论阵地建设不断加强

《社会科学家》杂志是市社科联主管
主办的综合性社科期刊，一直以来坚持正
确的办刊方向。 2018 年，面对日益激烈
的核心期刊竞争，市社科联主动应战，制
定杂志改革方案，试行责任主编轮岗负责
制，杂志栏目调整为 4 个固定栏目，分
别为哲学小栏目及三大重点栏目，即经济
学、法学、旅游学，其中旅游学将作为杂
志特色栏目进行重点打造，结合桂林地方
旅游优势，突出杂志旅游学科特色。
2018 年底，改革初见成效，《社会科学
家》杂志入选北大核心期刊目录，是广西
3 家进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
的综合社科期刊之一，确保杂志在全国和
全区社科类杂志中的领先地位。

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隆斌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站在新的起点，市社科联将自觉担负
起新时代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
勇于担负起服务改革发展职责，团结拼
搏，锐意进取，为建设具有桂林特色的哲
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出桂林声音、提供桂林
智慧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培根铸魂，守正创新
——— 桂林市社科联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

□周霞 徐旭霞 文/摄

一个春天的下午，我们走进了平乐县青龙乡平西村，
因为听说这里有个业余桂剧戏班，一直想来看看。

平西村是平乐县南部青龙乡的一个古村落，全村
1200 多人都姓莫。据《平乐县志》和平西村《莫氏族
谱》记载，平西村人是在唐末跟随朝廷大军前来岭南“征
讨南蛮”的莫姓将军的后代，村落始建于唐末宋初，至今
已有 1100 多年历史。

平西村不仅重文尊道，建楼筑碑，该村一脉相传的桂
剧更是声声传唱，经久不息。

平西村业余桂剧戏班已传承了四代。“十九叔”莫锡
顺是解放以来的第一代，由县里的桂剧科班师傅教戏；第
二代形成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是第一代的子
侄辈，人数最多时有 30 多人；第三代形成于上世纪 90
年代末，一帮年轻人组成了解放以来最大的演员阵容，最
多时达到 48 人，后来他们先后结婚成家、外出打工，戏
班就渐渐散了。

最近几年，留守村里的媳妇大妈们在前几代演员的动
员下，组成了第四代业余戏班，利用农闲时间集中在祠堂
进行排练。

看到我们来了，排练的人们纷纷起身去化妆，为演出
做准备。他们从斑驳的盒里取出化妆品，涂着厚厚的脂
粉，用画笔在脸上小心地勾勒着粗黑的眼线，互相帮助着
穿上已明显褪色的戏服。

戏台下的鼓点一起，人未出场声先传，一声如莺如鹂
的“来了”，声音拖得悠长悠长，余音袅袅。

演出结束后，我们跟戏班成员攀谈起来。
翟大姐今年 59 岁，是外村嫁来平西村的，她学唱桂

剧有两年时间了，是村里解放后唱桂剧的第四代，现在负
责戏班的组织工作。

莫大哥 1982 年就开始学桂剧了，是唱老生的。说起

当年的盛况，他格外兴奋。
76 岁的“十三叔”莫天才，是戏班的司鼓手，敲鼓

时眼睛半闭半张，貌似瞌睡永远不醒，但演员的唱调节奏
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七叔”莫振运已 82 岁，仍精神矍铄，排演从不缺
席。他年轻时演净角和老旦，演得最好的是《六郎斩子》
中的佘太君，舞台上的他老态龙钟、唱叹哀转，让观众赞
叹不已。他还兼作桂剧打击乐队中的锣、钹手，可谓“十
八般武艺样样来得”。

“十九叔”莫锡顺年轻时候唱的是生角，尤擅武生角
色。他还兼职打击乐器中的大锣，因而也被称为“大锣
叔”。 18 岁时他不幸被戏台突然崩塌的柱子击中腰椎，
从此变成驼背，但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心爱的桂剧，成为了
远近闻名的生角。别看他平时走路弯腰弓背，一旦穿上戏
服，立马换了一个人，花枪舞得风生水起，赢得台下阵阵
喝彩。他还兼做剧团导演，每晚准时来到祠堂指导新一代
戏班。

“老戏骨”莫锡顺请人搬来了一箱他收藏多年的剧
本，它们写在烟纸盒、语文本、碎纸片上。据他介绍，村
里演唱的剧目有上百种，演得最多的有《瓦岗寨》、《薛
仁贵征东》、《六郎斩子》、《打金枝》等，内容多与隋
唐英雄、杨家将等有关。

如今，每到冬季农闲之时，平西村的媳妇们在忙完一
天家务之后，都要来到祠堂，跟着老一辈排演传统桂剧。
老人们说，他们这几代的戏班子都没读过什么书，整本的
剧本都是跟着“师傅”背下来，平西村忠义传家、忠孝廉
俭的宗族文化也得以在桂剧的传承中代代相传。逢年过节
他们在村中演出，附近村落很多人也喜欢看，但因为演出
都是免费的，没有多余的收入，他们也无法四处去演出。

只是如今娱乐休闲方式日益多元化，兴盛一时的桂剧
遭到冷遇，步履维艰，缺经费，缺服装，缺道具，也没有
人来帮他们培训，有人给他们影碟资料，也没有电视机来
放映。条件艰苦一点，老人们尚能克服，他们最担忧的还

是后继无人，没有年轻演员，也没有年轻观众。
“十九叔”莫锡顺说：“只要我们还能唱，就会将桂

剧唱下去。我很想教，但是没人愿意学，怎么办啊？”
我们无言以对。
祠堂里昏暗的灯光照影下，门楣上是“源远流长”四

个大字。看到那些龙钟之态仍在为传统艺术呼声呐喊的老
一辈，真不知道这悠久的民间文化艺术还能传承多久？

舞转回红袖，歌愁敛翠钿，清音缭绕山水间，辗转入
梦来。

山水有清音
——— 访平乐县青龙乡平西村业余桂剧戏班

中国博物馆协会

博物馆数字化专业委员会

2019 年年会

在桂林博物馆召开
本报讯(记者张弘)5 月 10 日，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数字

化专业委员会 2019 年年会暨“文物数字化保护技术应用”学术
研讨会在桂林博物馆召开。来自全国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 80 多家博物馆、高校、文博机构 200 多位相关人员参加了会
议。

此次会议以“文物数字化保护技术应用”为主题，通过主
旨发言、专家点评、总结分享等创新形式，为大家创造了充分
对话、深入切磋、广泛参与、交流共享的学术研讨平台。

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数字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
历史博物馆馆长胡江作主旨发言。深圳大学校长、国际欧亚科学
院院士李清泉作题为《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探索》的主旨报告。桂
林博物馆馆长唐春松、南京博物院图书信息部副主任张莅坤、广
东省博物馆网络信息部主任黄青松、中国国家博物馆数字化专
业委员会专家肖飞、山西博物院文物信息中心主任薛峰、南京
市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吴国瑛等专家、领导作大会发言。

此次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举办的同时，还举办了“文物数字
化保护技术暨成果展”， 7 家专门从事文物数字化保护技术及
应用领域的公司参加了展示。

本报讯(记者张弘 文/摄)5 月 8 日，“沈阳
故事——— 沈阳书画院美术作品展”在桂林美术馆开
幕，展出了 65 件中国画、油画和水彩作品，既有
讲述沈阳故事的倾情之作，又有表现大美桂林的抒
情之作，均在一定层面上体现出艺术家们描写壮美
山川和讴歌时代精神的责任和担当。

一直以来，沈阳书画院积极倡导以艺术表现时
代精神和社会生活，构建地域文化品牌。十余年间，
立足于“讲好沈阳故事，传播好沈阳声音，树立好沈
阳形象”，沈阳书画院策划组织了以沈阳古韵新风、
历史文化人物和自然人文景观为主题的“名家名作

画名城”美术创作项目，通过绘画艺术形式全面深入
地诠释沈阳的历史文化记忆、现实生活意蕴和时代
精神品格。同时，沈阳书画院注重广泛地深入生活，
并将之作为传统给予发扬，十多年来引领艺术家们
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感悟自然，激发灵感，传播
文化，缔结友谊。去年，沈阳书画院组织艺术家们来
桂林采风写生，对桂林山水之美、之奇、之变、之幻，
新奇寓目，印象弥深。除此之外，桂林所具有的悠长
历史、抗战精神、战时文化和现实发展，也极大地激
发了艺术家们的爱国热忱和创作激情。

据悉，展览将持续到 5 月 14 日。

沈阳书画院美术作品展亮相桂林美术馆

▲平西村业余桂剧戏班

▲沈阳书画院美术作品展现场

本报讯(记者张弘)近日，由广西影人黄巨龙任总策划、总制
片人、总导演的爱国功夫电影《中华武王》在北京开机。该影片
讲述一代宗师霍元甲、陈真、霍东阁以及爱国领袖农劲荪等，在
抗战期间带领上海爱国人士英勇抗击日军入侵的故事。影片将在
北京、上海、广西等地进行拍摄，摄制组已将桂林列入外景地。

黄巨龙及吴彬、梁小龙、赵长军、熊欣欣、陈之辉、赖天
祈、郭昊贤、姚雨鑫、仇金豹等主创人员亮相开机现场。

据悉，影片将由世界武术全能冠军赵长军出演一代宗师霍元
甲，国际影视武打巨星梁小龙出演民族英雄陈真，世界武术全能
冠军黄巨龙饰演精武英雄霍东阁，国际著名武打明星“鬼脚七”
熊欣欣饰演该片头号反派人物冈川少佐。

黄巨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中华武王》的创作、
审批到正式开机，经历了不平凡的过程。但是，我们会越战越
勇，克服重重困难，拍出能影响教育新一代年轻人的正能量爱国
电影。”他说，影片将打破传统武打动作片，将拳拳到肉的真功
夫、火爆的汽车撞飞机、人虎大战等亮点片段融入，加上一群超
级功夫明星、世界武术及散打搏击冠军的加盟，使电影更精彩好
看。

《中华武王》执行导演闫雨涛介绍，该片预计将于今年底上
映，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爱国功夫电影

《中华武王》开机

桂林成外景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