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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重点

取消开幕式文艺晚会，改为民间群众展演

22001133孔孔子子文文化化节节将将““简简朴朴开开幕幕””

专家：

群众参与让“文化下沉”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举
措，我个人举双手赞成。”针
对今年的孔子文化节开幕式
首次取消文艺演出，并且将
举办一系列的文化惠民演
出，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院副院长唐爱民教授说。

“现在我们都在强调‘务
实、清廉’，那么这一新举措，
毫无疑问是一次非常好的映
证。”唐爱民认为，原来的孔
子文化节虽然也举办得非常

成功，但无疑渐渐演变成了
官员的、学者的孔子文化节，
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距离却
难以拉近，孔子文化节的影
响范围很难发生质的改变。
相比之下，今年取消了文艺
演出，组织大规模的文化
广场演出活动，济宁地区
进入十艺节群星奖的剧目
还会在济宁市文化广场进
行展演，在唐爱民看来，这
其 实 就 是 一 种“ 文 化 下

移”。“让更多的普通老百
姓参与到孔子文化节中，
并且尽量避免贪多求全，
瞅准一个主题把它做到有
深度、有参与度、有粘性。”

唐爱民说，由文化惠
民来取代开幕式的文艺演
出，这意味着从这一届开
始，孔子文化节正在开始
新的蜕变，逐步向“务实、
高效、清廉、为民”的方向
而靠拢。

特色演出日常化，更加亲民

虽然孔子文化节开幕式
上的文艺演出取消了，但是
独具儒家文化特色的演出并
不是说看不到了。据了解，从
今年4月份开始，祭孔乐舞、
开城仪式、闭城仪式等表演
项目已实行日常化，纳入日
常的旅游项目。

祭孔大典项目传承人李
文广告诉记者，之前这种展
演活动只在重大节庆活动时
举办，普通游客很少有机会
看到。为了增加与游客的互
动，让更多人看到这种中华

传统的“活化石”，从今年开
始，祭孔乐舞开始进行日常
化表演。“这个展演活动以孔
氏后裔的家祭活动为蓝本，
向游客展示常规的家祭礼
仪。”

除了祭孔乐舞外，晨钟
开城仪式和暮鼓闭城仪式也
纳入日常化表演的范畴。三
孔旅游服务公司祭祀演艺部
主任刘伟告诉记者，整个活
动的表演性极强，将戏剧里
的“旋子”“虎跳”等元素也融
入其中，六艺的几个篇章更

是彰显震撼，像射舞、书舞、
御舞等表演，兼顾艺术性与
仪式感，既增强了互动性，又
颇显了其厚重的文化底蕴。

“不少游客因为打算观看这
些表演，都专门留宿曲阜，一
大早到万仞宫墙前来观看。”

“来曲阜旅游，多数游客
的目的是对传统文化的体
验，仅仅是靠讲解和参观，往
往接受起来比较困难，也比
较枯燥。”刘伟说，通过这些
表演的日常化，从而使得曲
阜旅游更具趣味性。

本报济宁9月15日讯 近日，
“春苗营养计划阶段性成果发布暨
农村贫困儿童营养改善模式国际
交流会”在长沙举行。截至到今年10

月底，安利公益基金会将建成春苗
营养厨房1700余所，超额完成2011

年做出的三年援建1000所厨房的承
诺。

“春苗营养计划”是由安利公
益基金会与中国关工委于2011年联
合发起的大型公益行动，旨在通过
为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寄宿制学
校援建营养厨房，改善当地儿童、
特别是留守儿童营养状况，为这些
孩子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该项目
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覆盖面最
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学生厨房类公
益项目，2012年曾荣获民政部中华
慈善奖。

此前，安利公益基金会邀请相
关专家评估了2011、2012年建成的
754所厨房。评估结果显示，春苗营
养厨房设备的正常运转率达到
97 . 36%；95 . 73%的学生对饭菜质量
表示认可，项目整体满意度达96%。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评估发现，2011年春苗厨房落地学
校学生的肌肉、骨骼、脂肪、内脏器
官、胸廓及充实度的现时性指标均
有所改善。生长迟缓率、消瘦率、两
周患病率都低于对照学校或者地
区水平。瑞文智力测试结果显示，
项目校学生智力水平“优秀”和“良
好”的比例为5 0 . 8%，高于对照校
41 . 7%。

在会上，中国关工委与安利公
益基金会又联袂推出“春苗营养服
务行动”，全面推广春苗营养厨房
相关软硬件标准，整合资源推广

“春苗模式”，搭建起持续解决农村
贫困儿童营养问题的新平台。未来
两年，安利公益基金会再建1200所
春苗营养厨房，全面覆盖国家“农
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所涉及
的22个省区市。

安利公益基金会———

援建1700余所

“春苗厨房”

本报济宁9月15日讯(记者 高
建璋) 13日，兖州市2013年全国科
普日暨山东省流动科技馆巡展在兴
隆庄镇华美兴德庄园举行。当日，全
国科普教育基地、山东省三星级科
普教育基地——— 华美科普馆正式举
行开馆仪式。

据悉，华美科普馆是全省首家
由民营资本投资建设的综合性科普
场馆。一层设三个展厅，一座36座环
幕动感4D影院，二层为宇宙奥秘展
区，主要展示太阳系八大行星运行
规律等太空科学知识；三层为天文
台，设有国内最先进的球幕天象仪
及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引进的高倍天
文望远镜，是鲁西南技术设备最先
进的天体观测天文台，被授予国家
级科普教育基地、山东省三星级科
普教育基地荣誉称号。华美科普馆
的所在地——— 兴德庄园，是华美科
技旗下一个主要的品牌企业，总投
资1 . 6亿元，涵盖青少年科普、餐饮
会务、民俗文化、果品采摘、农业体
验等多个经营领域。

首家民营科普馆

落户兖州兴隆庄

本报济宁9月15日讯(记
者 马辉 汪泷) “今年的
孔子文化节将取消开幕式文
艺晚会，取而代之的是民间
群众展演，真正把本届文化
节办成‘文化的盛会、群众的
节日’。”近日，记者从济宁市
孔子文化节组委会获悉，
2013年中国(曲阜)国际孔子
文化节系列活动已经敲定，
值得关注的是，节俭务实原
则将贯穿活动始终，每届文
化节都备受瞩目的重头戏之
一——— 开幕式文艺晚会取消
了。

据组委会有关负责人介
绍，往年的孔子文化节开幕
式之后一般都要举办一场雍
容华美的文艺演出，有时还
邀请“明星”、“大腕”出场演
出。但是，今年的孔子文化节
开幕式文艺晚会取消了，节
约了一大笔费用，预算成本
支出将大大降低。

“本届文化节开幕式将
调整到28日祭孔大典之前，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

教育奖”颁奖典礼一起用半
小时左右的时间举行，并邀
请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和各
方嘉宾参加。”济宁市文广新
局副局长周长征告诉记者，
虽然取消了开幕式文艺晚
会，但今年的文化节并不缺
乏亮点。恰逢第十届中国艺
术节在我省举办，为弘扬儒
家传统优秀文化，进一步打
响孔子文化品牌，在孔子文
化节期间将开展一系列文化
惠民演出活动。文化惠民演
出活动突出“打响孔子牌，弘
扬文化魂，共筑中国梦”主
题，充分发挥“市民大舞台”、

“百姓大舞台”文化阵地作
用，精心组织、认真筹备了一
系列文化惠民演出节目。

“让人民群众不再游
离于大型庆典之外，通过
文化惠民演出活动，使群
众切实享受文化发展成
果，这也是深入贯彻和践
行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最
好体现。”济宁市相关负
责人表示。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世福在文化惠
民演出活动中表演山东琴书。 (资
料图)

演出将以群众为主力

9月26—28日，曲阜市大
沂河广场上将举办3场孔子
文化节群众文化活动集中展
演，将有大量的群众参与文
化演出活动，突出孔子文化
节是全民的节日。

已经连续担任9年祭孔
大 典 导 演 的 程 军 告 诉 记
者，今年的祭孔大典也取
消了很多奢华的部分，转
而让更多地曲阜市民参与
进来，“我们在曲阜各中小
学接受报名，将组织数千
孩子在祭孔当天集体诵读
论语。”程军说，届时孔府
上空响起的不再是单调的

古曲，而是孩子们的朗朗
书声。

程军说，演出活动既
注重表现地域特色，又突
出文化传承发展，主要以
济宁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展演、民间文艺精
品演出为主，如刘世福演
唱的山东琴书《农家春》、
刘 炳 金 表 演 的 山 东 渔 鼓

《孔子试徒》等节目都将亮
相，为观众奉上一场地区
优秀传统文化集中展演的
盛宴。

周长征介绍，全市各
县市区也将举办各类文化

展演活动，以不同的方式
纪念孔子诞辰。如济宁市
首届全民广场舞汇演、“送
戏下乡”、山东梆子《圣水
河的月亮》汇报演出、“群
星奖”入围节目集中展演
活动等，增加了节日气氛，
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另外，市直各专业艺术表
演团体、各县市区专业艺
术表演团体和农村庄户剧
团 深 入 到 农 村 特 别 是 山
区、湖区、滩区集中演出，
使广大群众为文化的受惠
者和文化活动的参与者，
感受到浓厚的节庆气氛。

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始创
于1989年9月，其前身是孔子诞辰故
里游，该活动主要是以纪念孔子，弘
扬民族优秀文化为主题，达到纪念
先哲，交流文化，发展旅游，促进开
放，繁荣经济，增进友谊的目的。融
经济、文化、旅游、艺术、学术、经贸、
科技活动于一体，文化特色显著，乡
土气息浓郁。

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确定的国家级、国际
性“中国旅游节庆精选”之一。由国
家旅游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济宁市人民政府、曲阜市人民政
府联合承办，每年孔子诞辰期间，即
公历9月26日至9月28日，在著名历
史文化名城曲阜市举行，是国家旅
游局推出的中国14大旅游节庆活动
之一。孔子文化节期间，邀请驻华使
节及国内外知名人士参加，举办中
国专利高新技术产品博览会、“世界
华商论坛”等经科贸合作洽谈活动；
开展孔子家乡修学游、寻根朝敬游、
孔庙拜师游等专项旅游活动；曲阜
各界人士代表、学生代表、孔子后
裔、外宾、海外侨胞分批祭拜孔子活
动等。

本报记者 马辉 汪泷

始创于1989年

曾为“孔子诞辰故里游”

祭孔乐舞演出。(资料图)

孔子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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