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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9月11日、12日19:30，百花剧
院演出茂腔《失却的银婚》。
2 . 9月12日、13日19:30，梨园大
戏院演出莱芜梆子《沃土人
心》。
3 . 9月12日、13日19：30，省会大
剧院歌剧厅演出民族歌剧《马
向阳下乡记》。
4 . 9月13日、14日19:30，历山剧
院演出山东梆子《仇亲》。
5 . 9月14日、15日19:30，山东剧
院演出舞剧《棂·花姑子》。
6 . 9月15日、16日19:30，百花剧
院演出枣梆《草根大师》。
7 . 9月10日19:30，济南市京剧
院在市群星剧场演出京剧《大
舜》。
8 . 9月15日、16日15:00，济南市
儿童艺术剧院省会大剧院演出
儿童剧《小蝌蚪找妈妈》。
9 . 9月15日19:30，济南市曲艺
团在明湖居演出《开心甜沫》。
10 . 9月16日10:00，济南市曲艺
团在市文化馆演出曲山艺海星
乐汇曲艺专场。
11 . 9月15日19:30，省会大剧院
歌剧厅演出《“放歌济南·声动
泉城”2018时代声音盛典》。
12 . 9月15日、16日10:30，山东
省话剧院亲子剧场演出儿童剧

《卖火柴的小女孩》。
13 . 9月14日19:30，山东省话剧
院小剧场演出《华沙旋律》。
14 . 9月15日、16日14:30，章丘
微剧场演出话剧《窗户朝着田
野的房子》。
15 . 9月15日10:30、15:30，历山
剧院演出儿童剧《白雪公主》。
16 . 9月15日，山东省文化馆举
办山东非遗传习大课堂——— 广
饶齐笔制作技艺。
17 . 9月10日—15日，山东省文
化馆举办聚雅艺术空间——— 孙
万灵美术作品展。
18 .山东美术馆举办“混沌的光
亮——— 刘巨德艺术展”暨“寻归
自然——— 钟蜀珩绘画作品展”、
无界·无尘——— 朱守聚、朱子、
陌墨三人联展、年痕迹——— 白
羽平、白蒂绘画作品展。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名作改编剧”受欢迎

今年暑期的儿童剧市场
最受关注的就是来自国内外
院团的精品剧，比如，出现在
济南第十届亲子剧节上的诸
多剧，成为观剧首选。本届亲
子剧节，济南儿童艺术剧院邀
请了9家专业的剧团来济演
出，来自国外的有俄罗斯儿童
艺术芭蕾剧《胡桃夹子》、罗马
尼亚儿童剧《想见太阳的小雪
人》等，据观众反馈，这些剧水
平较高，展现了不同形式风格
的表演和舞台表现。

而来自国内西安儿艺、天
津儿艺、中国儿艺等院团的

《二十四个奶奶》《幼童留洋
记》《美丽的花仙子》《三个火
枪手》《小王子》等剧也呈现了
儿童剧较高的专业水准，而且
这些剧题材不同、各具特色，
能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观众。

除了这些剧，暑期省城儿
童剧常规演出也没有间断，省
话剧院亲子剧场每个周末都
给小观众们奉献精彩的儿童
剧，如《三只小猪》《青蛙王子》

《灰姑娘》《木偶奇遇记》《小红
帽》等，很多小剧迷场场必看。

济南儿童艺术剧院副院
长祖绮颖称，本土暑期儿童剧
演出越来越火，儿童剧形式多
样、主题丰富，市场上可供选

择的剧目范围很大。“看得出，
很多家长更喜欢选择自己熟
悉的故事、剧目带孩子观看。”
不过，祖绮颖认为，虽然有些
剧目家长不是很熟悉，但也是
艺术性、教育性很强，值得观
看的好戏，比如《幼童留洋记》
等。

所以，家长给孩子选剧，
不要只局限于名作改编作品，
还要勇于尝试“不熟悉的故
事”，因为这些原创儿童剧能
搬上舞台演出，在艺术上、品
质上是得到保障的。

追求童趣不哗众取宠

今年暑期，本土院团新创
作剧目也得到关注，反响不
错。如山东省话剧院推出的新
剧《咕噜咕噜萌哒》以及济南
儿童艺术剧院推出的《老鼠嫁
女》《小蝌蚪找妈妈》等。

奇幻儿童剧《咕噜咕噜萌
哒》的推出是一次大胆的创
新，这部作品演出后，得到了
孩子们的喜欢，奇幻的舞台呈
现，大胆的形式创新，让孩子
们看到了别样的儿童剧。

济南儿童艺术剧院今年
新创作了光影剧《小蝌蚪找妈
妈》、创意融合剧《老鼠嫁女》，
尤其后者充分展示了“中国元
素”。该剧融入了国家级非遗
项目，并配以山东民间音乐、
京剧曲牌等，演员的表演也采
用了戏曲程式化表演形式，是
一部展示传统文化之美的精
品力作。这两部作品也受到了
孩子和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随着越来越多好剧来省城
演出，本地院团也在不断接受
先进的儿童剧创作理念。祖绮
颖表示，从创作理念上来讲儿
童剧一定要具备童趣，一部好
的儿童剧应让孩子们发自内心
地欢笑，而不是为了取悦孩子
而哗众取宠。“我们发现，好剧
会潜移默化地让孩子去发现一
些有价值的事情，而不是单纯
的说教、教化孩子。好剧能悄悄

地提高孩子们的审美意识，引
导孩子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这也是我们创
作新剧的出发点。”

让“十龄童”也有剧看

不过，也有家长反馈，孩子
上到四五年级时，再去看亲子
剧就不太合适，很多故事都了
解了，剧情已没有吸引力。家长
廖女士说，目前针对10岁以上
孩子的常规儿童剧演出，十多
岁的孩子很难再像小时候那样
每个月都能看一部好剧了。

确实，根据数据显示，目前
全国的儿童剧观众群体主要集
中在小学三年级以下，这也是
亲子剧旺盛而高年龄段儿童剧
缺乏的一个主因。祖绮颖说，高
年级学生所担负的学习压力
大，孩子们的课外时间会被压
缩很多，看剧的时间非常少。

祖绮颖认为，这些孩子并不
是没剧可看，今年亲子剧节给学
龄前儿童和在校学生提供了更
多走进剧场欣赏高雅艺术的机
会，有几部剧十多岁的孩子也可
以看，观赏价值更高，也能满足
不同层次家长、孩子的需要。“其
实儿童剧满足的并不仅是学龄
前孩子，我认为小学初中这个阶
段的孩子更应该走进剧场，选择
观看艺术性、教育性更高的优秀
儿童剧。在孩子们有升学和成绩
的压力下，适当地走进剧场并不
是一件坏事。”

近日，一部热播清宫剧将
京剧经典唱段误认为是昆曲，
被批评缺乏艺术创作最基本的
专业精神。

“海岛冰轮初转腾”本是梅
兰芳版京剧《贵妃醉酒》的唱
词，但剧中琴声，不是京胡却是
昆曲所用二胡。再看演员对白，
说的也是昆曲。翻看网络，主创
人员还推出了演员学戏的幕后

花絮，反复强调的仍是昆曲。
在影视剧片头，往往有“情

节纯属虚构”的友情提醒。对于
影视艺术创作而言，虚构情节以
增强感染力无可厚非，可以说是
艺术表现的必然过程。然而，剧
中的文化常识却不容虚构，毕竟
艺术形式可以千人千面，而关乎
民族精神的文化传统只能一以
贯之，符合历史真实方能经得起
时间的考验。虚构杜撰、随意嫁
接，是对优秀传统文化失去基本
的敬畏。尤其对于受众面较广、
社会影响力较大的热播剧，主创
团队更应在涉及文化常识的细
节方面慎之又慎。

诚然，我们不能要求非相
关专业出身的影视剧主创团队
杜绝差错，但沉下心来、精益求
精的创作精神着实少不得。电
影《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承担
了不少京剧戏分，台上台下、举
手投足戏味满满，连专业京剧
演员也挑不出毛病；电视剧《大
明王朝1566》对道具、服饰精益
求精，甚至丝绸的纹样图案都
于史有据；电视剧《贞观之治》
则参考大量出土文物，几乎将
唐朝的历史场景完全还原，毫
无违和感。这些影视作品之所
以评分高、口碑佳，与主创人员
在文化常识与历史细节上的求

实、求细、求精不无关系。
为追求流量以及由此而生

的利益，除了通过离奇剧情吸
引眼球，明星效应、网络平台预
热、噱头营销等方法早已司空
见惯。遗憾的是，主创团队往往
专注于此，将艺术作品的文化
传承作用置于次要地位，忽视
了必要的真实和准确。在这样
的影视艺术创作氛围中，对于
文化常识错误，主创往往并不
在意，甚至在播出之余，用幕后
花絮进一步消费传统文化，造
成以讹传讹的影响。

类似问题折射了影视创作
过程中追求流量而忽视质量、

追求点击而忽视口碑、追求收
益而忽视文化的不良倾向，主
创人员当深以为戒，避免对优
秀传统文化的不当演绎和娱乐
式消费。

此外，在历史题材的影视
剧中，顾问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在历史文化常识方面担负起把
关人责任，做到名实相符，而不
是“顾得上就问，顾不上就不
问”的挂名角色。

影视剧融入优秀传统文化
是令人欣喜的好事，我们应该
予以鼓励和支持，只是向优秀
传统文化借力时，应多一些严
谨和敬畏。 （史一棋）

名著改编、本土原创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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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结束的暑期，省
城儿童剧演出市场比较
热闹，除了各剧院常规
的亲子剧演出外，国内
外院团近10部优秀好剧
和本土院团的创新剧也
纷纷登场，更有不少动
漫改编儿童剧前来捞
金，一些品质优良、主题
丰富的儿童剧给小观众
们提供了很好的艺术享
受与审美。从市场反映
来看，家长们还是习惯
于给孩子选择根据熟悉
的故事改编的儿童剧，
其实一些原创儿童剧也
可以给孩子们很好的观
剧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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