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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男

5月 5日，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日。

这一天，全世界爱好和平和
恪守正义的政党、社团、民众，都
在以不同方式纪念这位无产阶
级的革命导师、为人类谋求幸福
的先驱。纪念和缅怀的方式虽
然多种多样，而最能深入人心、
激发人情感的应该是艺术的表
达方式。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推
出的话剧《信仰的力量》，就是以
艺术创作的手段，再现马克思不
平凡的一生，塑造出一个思想深
邃、感情丰富又勇于时代担当精
神的伟人形象。不少观众看了
之后，发表观感，畅叙马克思悲
天悯人的情怀，洞悉世事的智
慧，科学精辟的预言，奉献人类
解放事业的情操，齐声感谢我
区文艺工作者为传播马克思主
义做出的贡献，为宏大政治题
材如何通过艺术形式去生动再
现所进行的有益探索。

这里，我们最真切地感受
到了艺术创造的正能量。艺术
是什么？无疑这是一个宏大而
又十分宽泛的概念。艺术，可
以是一首小诗，也可以是一幅
简单的图画，或者是一件小巧
玲珑的工艺品。当然，艺术更
是一幕幕富有冲击力和震撼力
的大剧。因此，真正的艺术能
够给人以向上向善的力量，真
正的艺术是属于人民大众的，
真正的艺术，是人类文明的推
动器。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
那 样 ：“ 文 艺 是 时 代 前 进 的 号
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鲁
迅先生也讲过，要改造国人的
精神世界，首推文艺。可见，要
高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大旗，要立起新时代的
精神支柱，要建设新时代的精神
家园，都离不开文艺这一哺育时
代文明的精神食粮，离不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大厦的建立。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需要
艺术。每个人都与艺术有着不
解之缘，即使你不从事艺术创
作，不大懂得欣赏艺术作品，但
艺术对 你 的 感 染 却 是 无 处 不
在，时时皆有。比如，浩瀚无垠
的历史，都是通过艺术才能得
以持久而广泛传播，红楼梦、水
浒传、西厢记、三国演义，都是
一段历史的再现；无数杰出人
物的伟业和功绩，都是通过艺
术形象深入人心，唤起人们敬
仰学习的激情，从秦皇汉武、唐
宗宋祖、陈胜吴广、康熙乾隆，
到近代无数追求光明、矢志民
主的志士仁人，也都是通过小
说、绘画、戏剧、歌舞等艺术形
式，在人们的心目中扎根的；至
于为了中华民族解放、建设富
强民主新中国而奋斗牺牲的革
命烈士，更是由于艺术家的再
创造，才让广大人民群众从舞
台、荧屏上不断加深对他们的
认识，从而鼓舞人们甘于奉献、
奋发图强、勇往直前的。

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一个
个开放的舞台，是一位位启人智
慧，树人志向、振奋精神的良师
益友。今天，我们扬帆新时代，
乘东风而破万里浪，非常需要艺
术的正能量为新时代击鼓鸣锣，
非常需要艺术的再创造，讴歌我
们的新生活，非常需要艺术家们
深入生活，把政治思想十分强烈
的现实生活作为宏大的主题，创
作具有思想引领作用、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奏响新时
代的最强音。

在马克思诞生 200 周年之
际，我区的文艺工作者顺应时代
的潮流，成功创作了《信仰的力
量》，用话剧舞台艺术向人们昭
示 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和影响力，不仅值得高度肯定，
而且值得发扬光大，使其成为艺
术追求的重要价值取向。这是
当代艺术家们的职责，也是广大
群众的期盼。

感受艺术的
正能量

今年"六一"，舞台剧《绿野仙踪》将来到呼和浩
特，与小朋友们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儿童节。

提到“绿野仙踪”，也许有些人不知道它到底讲的
是什么。但是，一提到“桃乐丝、铁皮人、稻草人、胆小
狮”，相信很多家长和孩子都会明白，哦，原来你说的
就是奥兹国的事情呀。

《绿野仙踪》是弗兰克·鲍姆的代表作，讲述了一
个叫做桃乐丝的堪萨斯女孩被一阵龙卷风带到了奇
妙的奥兹国的奇异境遇。此后，故事的续集也层出不
迭。在1939年时更是被改编成电影，风靡一时。

作家鲍姆在44岁时出版《绿野仙踪》，在这之前，
为了谋生，鲍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职业。年轻的鲍姆
曾经在纽约州北部养过鸡，他养的鸡甚至还获过奖。
他还发行过关于养禽业的行业刊物，后来成为一名玻
璃器皿的旅行推销员。

离家工作时，鲍姆经常自己创作一些故事来安抚
他的4个儿子。他的岳母听到这些故事后，开始鼓励
鲍姆将故事写下来并出版。于是就有了鲍姆的第一
本儿童故事书《鹅妈妈的故事》的面世。

1899年，鲍姆出版了他的第二本儿童故事书《鹅爸爸
的书》，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正如此，鲍姆的写作事
业才开始正式步入正轨；这才有了“奥兹国”系列的诞生。

1900 年鲍姆推出了第一本书《了不起的大法
师》，这本书除了带给他极高的声誉和极好的收益外，
还给了他无数热情小读者的来信。小读者们写信给
鲍姆，分享他们读这个故事的感悟，提出他们的疑问
和要求，他们需要更多有关奥兹国的故事。于是，才
有了后面奥兹国续集。

也许这是史上第一次读者也参与进去的创作
吧！鲍姆接受了小读者的请求，把他们喜欢的角色也
放进了奥兹国中，一一为他们解答疑问，满足孩子们
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期待。

鲍姆生前一直自命为“奥兹国皇家史学家”，期盼
《绿野仙踪》成为一部现代童话，只保留惊奇和欢乐，
告别悲伤和噩梦。他曾说，“我的书是为那些心灵永
远年轻的人写的，无论他们年纪有多大。后来《绿野
仙踪》影响巨大，是美国儿童从小必看的童话书，它为
美国的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通过这扇窗，孩子们收
获了心灵的成长。 （温迪）

5月30日，动漫舞台剧《小羊肖恩》即将登陆呼和
浩特市保利剧院舞台。

肖恩是一只特立独行的小羊，他拥有金子般的
心，鲜明的性格使得他在羊群中独树一帜。如果没有
他给羊群惹下的麻烦埋单，青苔底农场恐怕早就被掀
了个底朝天——当然他也经常把羊群带进沟里。肖
恩机智过羊，想象力丰富，热衷于冒险，同时也是一个
忠诚、勇敢的伙伴。他热爱着青苔底农场这个大家
庭，无论生活将什么样的难题抛给他，本着事在羊为
的精神，性格开朗阳光、有着无限能量的他总能找到
解决问题的方法，带领伙伴们走出困境。

虽然动画《小羊肖恩》每集片长只有7分钟，却在
英国的BBC频道播放了8年，还获得了国际艾美奖。

以肖恩为首的小羊们，爱整蛊爱捣蛋，高于片中
人类的智商抖出了无数笑料。然而它最大的特点却
不在于此，这部动画几乎全程没有对白，所有故事都
靠角色的表情和肢体语言来传达，却能让全年龄段的
观众无障碍get到它的笑点。“为什么它不说话呢？”
曾有人这么问，“因为它们是羊啊，羊当然不会说话。”
导演马克？伯顿的回答同样充满英式幽默。

作为英国最受欢迎的动画片之一，“小羊肖恩”在
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超过400万，其动画剧集在全球
170个国家及地区播放。“小羊肖恩在伦敦”艺术展在
伦敦市中心各地标性建筑树立起60座大型小羊肖恩
塑像，这些塑像由知名艺术家、设计师、名流及当地人
才设计，而The View from The Shard 正是此次
展览的地标性举办地之一。

英国原版动漫舞台剧《小羊肖恩》已经在国际上
很多地区演出过，该剧是英式肢体默剧的代表，表演
幽默，音乐活泼，非常适合3-12岁的小朋友及其全家
人一起观看，是典型的合家欢剧目。无论是《小羊肖
恩》动画片、大电影，还是舞台剧，剧中主角小羊肖恩
总是充满爱心，机灵勇敢，贯穿始终的英式幽默，会让
观众看的捧腹大笑，它不是一部低幼的儿童剧，它会
让男女老少一起开怀大笑。

小羊肖恩要来啦！

《绿野仙踪》
陪伴小朋友过“六一”

谈到对朗读节目情有独钟的原因，董卿承认，她一直想做一档有着人文精
神的电视节目，“1986版《西游记》作曲许镜清先生读了巴金的《灯》，其中有一
句‘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我们做《朗读者》，就是希望在吃米、吃肉之外，
能够给予一些精神的心灵的抚慰。”

对于舞台上来自各行各业的朗读者，董卿表示，朗读的技巧并非这个节目
最想展现的，真情实感才是最打动观众的地方，“《朗读者》看似是邀请了各行
各业有特殊成就、有特殊人生经历、有特殊人格魅力的人来到这个舞台上，但
是在他们的背后，或者在他们讲述的后面是什么？是辽阔的、深邃的、纯粹的
文学世界，没有人类最宝贵的文学的财富就没有《朗读者》这个节目。所以既
然我们是从那里来的，我想在电视呈现之后，我们应该让他回归于文字，以白
纸黑字的面貌再一次与所有热爱的观众和热爱阅读的读者见面。文字的背后
是情感的承载，而朗读就是用最美最直接的方式来表达情感、传递爱”。

在《朗读者》第二季开播前，董卿曾形容自己处于“最焦灼的状态”，但她认
为：“我相信，如果拿出了百分之百诚意，大家还是能感受到的。其实《朗读者》
第一季也是靠真诚打动了大家。你说真的每个人物都很完美吗？也未必。一
以贯之的是诚恳、深厚和朴素的态度。”对于观众的肯定，董卿感慨：“我以为
《朗读者》是孤独的孩子，没想到一出门就满天星光。”

第二季以“初心”为主题

在观众的期盼中，去年大受欢迎的《朗读者》第二季终于在近日回归荧屏，首
期节目是以“初心”为主题的朗读。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人生路上，每到重要的转折关口，很多人都会停下
脚步，回想一路走来的那份“初心”，才能更坚定地继续走下去。《朗读者》也不
忘回望“初心”。董卿表示，《朗读者》节目的初心很朴素，“用最真挚的情感和
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

节目中的嘉宾们对“初心”也有着他们不同的理解。对姚明来说，初心是
能够让更多人认同、让大家可以去模仿和喜欢的东西。姚明表示：“体育本身
就是竞争，每个人的成功都淘汰了无数人，正是那些离开的人成就了我们，包
括和我们竞争的对手。”姚明以一篇海明威的《天真的高贵》献给体育爱好者：

“真正的高贵，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对篮球的初心让姚明在NBA打下一片天地，而支撑薛其坤拿下无数科研

成果的，也是他对科学最朴素的向往。2012年，薛其坤带领自己的团队发现了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在全世界引发轰动。谈起科研的奇妙，薛其坤显得颇为
兴奋，直言科研会让自己忘记时间、忘掉烦恼，薛其坤用《礼记·大学》节选致敬
指引他们科研初心的前辈。

更多观众开始朗读

“阅读是一件很日常的事情，但朗读不是，现在的人们已经少有时间和精力
会去停下来认真地将书本上的文字朗读出来。如今《朗读者》唤醒我们读书的
意识。第一季的问世，激发了多少人回归书本的欲望，第二季卷土重来，文化底
蕴更增，涉及书本更深，面向群体更广。”不少观众承认，因为受《朗读者》的影
响，接受朗读并开始朗读。

在众多学者、专家看来，《朗读者》的成功面世，让“阅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
点，这档节目唤醒了大众内心的朗读热望，也激活了普通老百姓通过读书提高
修养的文化诉求。“朗读”成为一道靓丽的全民风景。

“心中暗含千言万语，不如放声四海。”朗读，应成为属于每一个普通人打破
孤独、体味人生的表达与分享。《朗读者》在北京、上海、南京等13座城市设置了
朗读亭，有人形容它是“城市中的一盏明灯”。即便24小时开放，亭外也常大排
长龙。董卿认为，朗读亭让人们抒发内心的强烈情感。在朗读亭里，无论职业、
年龄，任何人都可以挑一段自己钟情的文字，在这个小小的静谧空间内深情诵
读，“希望能让普通人也慢慢地开始接受有这样一种传递情感的手段”。

虽然只有2.5平方米和一段3分钟的朗读，朗读亭讲述了不少动人的故事，
彰显着平凡人生的情感浓度。新一季节目开播前，朗读亭也在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这些城市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有时为了一段几分钟的朗读，人们甚
至需要排上好几个小时的队，但这依然阻止不了大家体验朗读的热情。对此，
董卿曾动情地表示：“我心心念念放不下这些观众们，我看到他们发来全国各地
排队的照片，我期望着这天能好一点，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冷，不要大雨倾盆，也
不要烈日高照。你们爱我们的节目，不能让你们为了我们受苦。就这里有点遗
憾，我们会在未来把朗读亭这部分素材重新剪辑成新的节目，让它在电视屏幕
上、网络上能够传播。”

真情实感最能打动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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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朗读者》第二季回归荧屏。在播出的首期节
目中，主持人董卿与作家贾平凹、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
坤、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著名企业家宗庆后、守鹤人
徐卓，一同带来一场以“初心”为主题的朗读。节目播出
后，朗读者们的初心、他们朗读的文本都在网络上引起
观众热议。不少观众认为，因为《朗读者》这个节目爱上
朗读这种方式，而节目制作人董卿则表示，希望《朗读
者》能用最真挚的情感和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

《朗读者》看似是邀请了各行各业有特殊成就、有特殊人生经历、有特殊人格魅力的人来到这个舞台上，但是在他们的背
后，或者在他们讲述的后面是什么？是辽阔的、深邃的、纯粹的文学世界，没有人类最宝贵的文学的财富就没有《朗读者》这个
节目。所以既然我们是从那里来的，我想在电视呈现之后，我们应该让他回归于文字，以白纸黑字的面貌再一次与所有热爱
的观众和热爱阅读的读者见面。文字的背后是情感的承载，而朗读就是用最美最直接的方式来表达情感、传递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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