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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唐建华)12 月 4 日— 6
日，桂林市 2019 年戏剧创作秋季改稿笔会
在市群众艺术馆举行。来自桂林、广东、贵
州、安徽等地的 40 余名剧作者参加了笔
会，对 24 部(个)大戏、小戏剧本进行了点
评，提出了修改建议，并将 6 部作品签约
入库。同时，还邀请知名作家光盘、著名导
演龙杰锋做了精彩的创作讲座。

一年两次的桂林市戏剧创作春、秋改稿
笔会，是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市群众
艺术馆(艺术研究所)承办的戏剧创作活动。
旨在邀请经验丰富的戏剧专家对剧作者创作
的剧本进行点评，指导作者修改作品，并将
成熟作品以签约形式收入优秀剧本库，日后

向演出团队推荐搬上舞台。自 2013 年开
始，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了 7 届。先后推
出了《追梦》《我是你爸爸》《搬家》
《八块五》《棋友》等 10 余个在广西区
内外取得重大影响的优秀剧目，培养了一
批优秀青年作者，打造了一支颇具实力的
创作队伍，渐渐成为闻名全国的知名戏剧
创作品牌活动。

今年对于桂林市文化界来说是个特
殊的年份，文化、广电、旅游合并，市
艺术研究所与市群众艺术馆合并，工作
千头万绪，同时，又逢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文艺创作演出任务繁重。但是，
春、秋两季戏剧创作改稿笔会还是如期

举行。为了提高广大戏剧创作者的文学
素养，丰富作者的舞台经验，笔会期
间，分别邀请著名作家光盘和著名戏剧
导演龙杰锋做了精彩的创作讲座。光盘
以《故事的张力》为题，讲述了文学与
戏剧的关系，并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创
作经验，获得了与会者的高度赞赏。龙
杰锋导演则从文学剧本与舞台形式角
度，讲述了编剧与导演的密切关系，给
作者传授了难能可贵的舞台经验。之
后，先后对 24 个剧本进行了精心点评，
并且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指
导作者进一步修改。经过专家评选，将
大型戏剧《书道》、小戏《退货》、小

品《教师节》等 6 部(个)较为成熟的作品
签约收入优秀剧本库，日后推荐给演出团
体排练演出。

最令人兴奋的是，经过 7 年的努力
坚守，桂林市戏剧创作改稿笔会影响力
开始辐射全国，先后有辽宁、安徽、湖
南、贵州、广东等地作者主动投稿，要
求参加活动，此次笔会有来自广东、安
徽、贵州的作者全程参加。墙内开花，
墙外飘香，桂林戏剧创作改稿笔会影响
力不断扩大，加强了我市戏剧作者与外
地的交流与互动，有力促进我市创作队
伍的壮大与成熟，同时也扩大了旅游文
化名城的文化影响力。

墙内开花，墙外飘香

桂林市戏剧创作改稿笔会
渐具全国影响力

本报讯(记者张弘 通讯员张隽 文/
摄)12 月 7 日，由桂林市花桥美术馆与桂林
市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委会共同打造的“水
色一方·2019 桂林市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委
会作品展”在桂林市花桥美术馆开幕。展览
通过展示 32 位艺术家的 64 件水彩画作
品，展现了桂林市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委会
成立 20 年以来的艺术成就。

据了解，著名画家阳太阳在倡导漓江画
派的同时，创作出的以桂林山水为题材的水
彩画作品，呈现浓郁的中国写意水墨情调，在
国内艺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在他及其追随者
们的推动和带领下，桂林水彩画艺术的发展
在国内起步较早。在水彩艺术的旗帜下，一群
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凝聚在一起，于 1999 年
成立了“桂林市水彩画艺委会”，提倡根植本
土，体验生活，写生创作，坚持“走出去，请进
来”的理念。20 年来，几代艺术家薪火相传，
不断进取，形成了把桂林市水彩画推向广西、
推向国际水彩画坛的共识。其中自筹经费独

立和参与组织的画展有 20 多个，包含与
香港、北海、青岛等地的国内交流展，与日
本、美国、奥地利的国际交流展。画家们与
各地水彩画家朋友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
系，切磋技艺、增进友谊，为桂林市水彩画
在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艺委会发展至今，已有常驻会员 30 余名。

从 2016年开始，得到桂林市花桥美术
馆的大力支持，艺委会与其达成长期展览
合作意向，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 4 届“水
色一方·桂林市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委会
作品展”，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成为
桂林美术的一个学术展览品牌。本次参加

“水色一方·2019 桂林市美术家协会水彩
画艺委会作品展”的会员之多、风格之多
样、题材之丰富都超过了以往。会员们都努
力使自己的作品融入到当代水彩艺术世界
里，充分展现了当代艺术个性化、多元化的
时代特征。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12 月 25 日。

“水色一方·2019 桂林市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委会作品展”开幕

▲展览现场

□本报通讯员 杨昕然/文 李秋琳/摄

昔日，参加湘江战役的年轻红军战士挥
洒着蓬勃的朝气和热血，手拿破损的武器卷
入了残酷的战争；今朝，和平时代的年少学
子细细翻阅记录红军光辉历程的书卷，透过
文字品悟革命精神的时代价值。 85 年前的
今天——— 1934 年 12 月 8 日，中央红军长
征翻越老山界时，红五军团一部与红八军团
一部在老山界阻击国民党桂军，掩护军委撤
离。这段历史为读书分享会抹上了令人印象
深刻的油彩。

12 月 8 日下午，“湘江红遍”文学三
部曲的作者——— 光盘、刘玉、梁安早走进广
西师范大学雁山校园独秀书房，与师大文学
院望道读写社的同学们就三部曲的创作历程
和创作情感等内容展开亲切而热烈的交流。

同学们逐个介绍自己阅读的精彩片段并
根据阅读后的所思所想提出问题，问题涉及
作品中心人物的来源、创作契机、采用纪实
文学体裁的原因、把红色资源运用到当代小
说创作中的方法等。

独秀书房中不时传来欢声笑语，那是因
为作家们用妙趣横生的话语解答同学们的提
问。三部曲中《红细伢》的作者梁安早谈到自

己作为灌阳红色宣讲团的新成员，收集整
理了诸多真实的红军事迹，在乡村小学长
期任教的经历、发生在灌阳文市的真实故
事给生动的描写以现实的基础，并尝试这

种以儿童成长角度开展的创作，转变过去
“高大全”的刻板写作模式。

三部曲中《失散》的作者光盘认为虽
然老人讲故事这种“大历史感”的叙述角

度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也有过，但是非常
适合“湘江战役”之后失散红军这类题
材，这种方法能让叙述变得自由面松弛，
因而“写得非常顺”。同时，他还指出红
军的纯洁信仰、战争中的团结协作对当下
青年的诸多启示。

三部曲中《征服老山界》的作者刘玉
拥有丰富的创作纪实类作品的经验，其写
作的出发点是记录发生在家乡的故事，同
时尝试一些开创性的写作——— 无人写湘江
战役之后过桂北的纪实性作品。他说自己
关注小人物或是战争中的老百姓，做的是
细化的工作，使读者在阅读时有“如看电
影般”的画面感觉。话语中处处饱含着对
战争的反思。

三位作者还谈了作为非亲历者在创作
过程中产生的情感，归纳起来就是敬佩、
疼痛、残酷。

分享会上望道读写社的成员还朗诵了
作品中的精彩片段。参与活动的嘉宾对出
版社的支持给予高度评价。

最后，望道读写社指导教师刘弟娥总
结此次活动。她鼓励同学们要充分把握和
利用读书会的交流机会，加强对湘江战役
乃至红色文化的了解，努力提升自我克服
困难的信心。

让青年在阅读中了解湘江战役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广西师范大学望道读写社联合举办“湘江红遍”文学三部曲读书分享会

▲“湘江红遍”文学三部曲读书分享会现场

本报讯(记者张弘
文/摄)12 月 7 日，第九
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优
秀作品展·桂林站在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美术馆开
幕。本次展览由中国出版
协会主管，中国出版协会
书籍设计艺术工作委员
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主办。

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
是国内水平最高、最权
威、参与度最广泛的全国
性书籍设计展，在业界享
有极高的声誉。多年来，
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的举
办，为中国书籍设计水平
的提高和加强国内、国际
间的交流作出了重要贡
献。“第九届全国书籍设
计艺术展”(以下简称九
展)是当前国内书籍设计
的一次集中展示，代表了
目前国内书籍设计行业的
最高水平和发展趋势。本
次展览是从第九届全国书
籍设计艺术展中甄选的获
奖作品和优秀作品，是九
展最精华的部分，共展出
书籍设计作品 3 0 0 余
件。这些作品想法新颖、
构思奇特、设计巧妙、选
材考究、风格不一，同时
又能与文本内容相契合，
很大程度上彰显了文本的独特价值，每件作品都堪称兼具阅读价
值与审美价值的优秀艺术品。

当日，作为第九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优秀作品展·桂林站
活动之一的“书籍之美”设计论坛在桂林碧玉国际大酒店举行，
来自区内外的出版人、设计界人士和高校师生等近 400 人参加
了论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著名书籍设计家吕敬人，中国
出版协会书籍设计艺术工作委员会主任、著名设计家刘晓翔，平
面设计师白凤鹍，江苏美术出版社编辑、设计师曲闵民，仲恺农
业工程学院何香凝艺术设计学院教师吴绮虹，高等教育出版社编
辑、设计师张申申 6 人先后进行了演讲，演讲题目分别为《书
籍中的矢量设计》《改变阅读的设计》《设计之前》《阅读与阅
读之外》《悦读设计建构》《尘本尘：传统文本的插图探索》。
论坛嘉宾的演讲角度新颖、内容丰富，获得各界人士的热烈反响
和高度评价，“书籍之美”设计论坛也成为第九届全国书籍设计
艺术展优秀作品展·桂林站的一大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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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12 月 8 日电(记者桂娟 冯碧箫)“在博物馆亲
眼看到了文物上的方格网纹、羽毛纹样，很震撼。”来自台湾的
廖侦妙说，研学旅行让书本上的知识生动了起来。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洛阳市人民政府 6 日启动“大黄河
研(游)学旅行”活动，当天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举行的启动
仪式吸引了来自印度尼西亚和我国台湾、洛阳市的 200 多名师
生参加。

当前，河南省沿黄各市正积极挖掘、整理、开发一批研学资
源，打造中国黄河文化旅游的新亮点，如洛阳市今年 7 月已授
牌首批 17 家“洛阳市研学旅行基地”。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
厅长李延庆说，不仅要把客人请进来，更要把黄河故事、中原故
事讲述好。

“在旅游的过程中能学到新知识，这种体验很开心。”来自
印度尼西亚的初中生金承炫正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多媒体
教室内，和同学们一起进行文物修复体验。

“这些学生大多是第一次来到河南。”河南省华侨国际文化
艺术交流协会副秘书长邓东平说，希望他们把这次游学的所思所
想讲给自己的亲人朋友，成为文化交流的小使者。

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大黄河研学活动
在河南启动具有独特的地理、历史、时间轴的意义。据介绍，河
南省下一步将打造一批既能体现黄河文化特色又能赋予时代价
值、融教育性与趣味性为一体、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大黄河研学产
品。

“研学旅行将知与行并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部
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实践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薛保红说，引导学
生走出教室，从感知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开始，认识社会、感悟
文化。

河南启动

大黄河研学旅行活动

新华社北京 12 月 8 日电(记者史竞男)
“ 70 年 70 城”全国性联读活动日前落下
帷幕。为期半年内，该活动走进全国 72 座
城市开展了近 200 场全民阅读活动，吸引
数万人参加，深入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向高质
量发展。

该活动由韬奋基金会和中国书刊发行业
协会指导，韬奋基金会阅读组织联合会、中

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
心等共同支持发起，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特别策划。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介绍，这次
全国性的大规模联合阅读活动，汇集了全
国 242 家文化阅读机构参与，包括香
港、澳门在内的全国 72 城市阅读组织用
167 场阅读活动，共同推动全民阅读活动

广泛深入开展，积累了重要经验。他表
示，要继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进一步发挥行业优势，组织各种形式的读
书活动和推广活动，提升全民阅读的覆盖
面和深度，助力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社会氛围的形成。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全民阅读理念
深入人心，社会氛围逐渐浓厚，各种阅读

活动广泛开展。 2019 年全国国民阅读调
查显示，我国成年人图书阅读率由 2005
年的 48 . 7% 增长到 2018 年的 59 . 0% ，
提高了 10 . 3 个百分点；成年人数字化阅
读率由首次开展数字阅读调查的 2008 年
的 24 . 5% 增长到 2018 年的 76 . 2% ，提
高了 51 .7 个百分点。

“70 年 70 城”全国性联读活动走遍 72 城市推动全民阅读

▲第九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优秀作品展·桂林站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