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1 2日讯 (记者
樊舒瑜 ) 四海宾朋，云集临
淄。12日上午，第十五届齐文
化节开幕式在齐国故都临淄
正式拉开帷幕。即日起，齐文
化节的各项精彩活动将持续
到10月份。

开幕式在吟诵《齐韵长
歌》+乐舞《齐风古韵》中拉开
了帷幕。“开幕式的第一篇章
为《古韵》，浓缩表现齐文化
深厚底蕴及丰富内涵。通过
古琴、萧、笛、埙、笙、缶等乐
器的演奏以及舞蹈、情景的
表演，再现经典齐韶，用大气
磅礴的乐舞向世人展示齐文
化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奏出的
华美乐章。”开幕式幕后工作
人员向齐鲁晚报记者介绍，
通过歌伴舞形式，充分展现
出 中 华 文 明 赋 予 的 民 族 精
神，让观众感受到华夏子孙
那份对齐文化精髓薪火相传

和发扬创新的责任与情怀，
进而阐释齐文化在淄博在当
代山东全面建设中的时代内
涵与意义，寄望齐文化在“十三
五”征程和追逐“中国梦”道路
上释放“软”实力的推进能量。
第二篇章《齐风》通过太公改
革、管仲相齐、稷下学宫、国窑
圣火、足球起源等5部表现齐风
印象的史诗乐舞，表达齐文化
的核心精神——— 法治、开放、包
容、重工、崇商，以此突出和展
示齐文化故事、淄博故事以及
齐文化对淄博现代社会的影响
和价值。第三篇章《筑梦》以文
旅融合为主题，围绕淄博市“齐
国故都、陶琉名城、世界足球起
源地”三张城市名片，以淄博文
化景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为
内容，重点推介齐文化旅游。

开幕当天，在齐文化博
物院考古厅，山王庄兵马俑
首次亮相齐文化节，车马俑
阵由5辆单辕4架马车和46骑
骑兵组成，步兵方阵由300多
名身着铠甲的步卒俑组成，
第三部分由陶楼、陶仓、马车

等组成。再现西汉时期城市
生活、大贵族庄园布局和车
马出行盛景，据介绍，这是国
内最完整呈现当时生活场景
的兵马俑。

据了解，作为淄博一年一

度的重要节庆盛会和文化大
餐，齐文化节从2004年至今，已
连续举办十四届。与往届相比，
本届齐文化节突出助力新旧动
能转换和转型升级、突出推广
推介齐文化传承创新示范区、

突出文化活动惠民利民三个特
点。本届齐文化节从市级层面
共安排了13项主题活动，各区
县也各自安排了27项活动，这
些活动特色鲜明、雅俗兼顾，为
群众所喜闻乐见。

B04 巡城 2018年9月13日 星期四

编辑：于雪莲 美编：王晶晶

山山王王庄庄兵兵马马俑俑首首次次亮亮相相齐齐文文化化节节
本届齐文化节各项精彩活动将持续到10月份

本报9月12日讯 (记者
胡泉 ) 流行元素加入到齐
文化节中，与传统文化碰撞
出火花。本届齐文化节，现代
动漫文化加入到其中，为这
一文化盛会增添了活力。

2 0 1 7年的齐文化节中
“姜太公唱嘻哈音乐”给市民
带来了新鲜的文化体验，而
今年的开幕式上，cosplay(角
色扮演 )的姜太公带着其他
历史人物一同来到了盛会，
与参会的市民进行互动。

在齐文化节开幕式现场
的一侧，许多市民拿着手机
正在与一个个装扮成历史人
物的演员合影。这些演员的
服装是游戏动漫中的样式，

而且每个人手中还拿着一个
牌子，上面写着“我为齐文化
代言”。

市民刘女士说：“我的孩
子很喜欢看动漫，今天带着
孩子来参加齐文化节开幕式
他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些演
员，拉着我过来和他们一起
拍照。还告诉我这些人物他
只在屏幕里面见过，看见了
真人很高兴，而且还让我给
他讲这些人物背后都有哪些
故事。”

cosp lay(角色扮演 )的负
责人介绍：“这次我们的演员
扮演的历史人物都是模仿游
戏中的。现在大人和孩子都
会玩游戏，把这些人都搬到

现实中来，不仅能够吸引更
多的孩子，而且还能让孩子

在娱乐中学习到这些历史人
物背后的故事。”

动动漫漫人人物物玩玩穿穿越越，，为为齐齐文文化化代代言言
现代流行元素与传统文化碰撞出火花

本报9月12日讯(记者 胡
泉) 12日7时30分许，在临淄
区齐文化生态园太公广场的
姜太公雕像前，来自海内外的
姜太公后裔2300多人以及淄
博市民参加姜太公诞辰3157
周年祭礼，为姜太公后裔参加
祭姜大典人数最多的一次。

12日早晨，齐文化节中最
重要的一项活动，祭姜大典在

《齐韶九成》之《祭礼》音乐中，
正式开始。鸣钟九响后，临淄
区政协副主席苗玉恭读祭文，
乐舞告祭，敬献花篮，参加祭
礼的姜太公后裔向太公像行
三鞠躬礼，祭奠先祖。

据考证，当今遍布世界各
地的102个姓氏都由姜姓繁衍
而来，其中包括姜、吕、丘(邱)、
高、崔等64个单姓和淳于、东
郭等 3 8个复姓，其中崔、丘
(邱)、高、姜、吕等为大姓。据不
完全统计，姜太公后裔吕氏在

东南亚有200多万，姜氏在韩
国有130万人。本次参加祭姜
大典的有来自国内、韩国的
姜，吕，丁，邱，崔，高，骆，连，
聂，齐，卢等姓氏的2300多人
参加。

在现代祭礼中，来自枣庄
的姜氏宗亲丁先生带着孙子
一同来参加今年的祭姜大典。

“我参加过很多次祭姜大典
了，都是我和家族的其他宗亲
一起来参加。今年特意把孙子
也带来了，就是为了能够让他
从小就了解自己的祖先是谁，
有哪些故事。以后也还会经常
带他回来，让他多感受我们的
先祖给后代们带来的影响
力。”随后丁先生与孙子一同
对姜太公进行了祭拜。

现代祭礼结束后，一对夫
妻正在与姜太公像合影留念，
高女士告诉记者：“我们都是
姜太公的后裔，我姓高，而我

的丈夫姓邱。以前我是在高氏
宗亲的队伍中，今年我站在了
丈夫的宗亲队伍中。以后有了
孩子我们一家三口要一起来
祭奠我们共同的祖先，让祖先
的血脉一直传承下去。”

临淄本地的一位姜氏宗
族后裔表示，每到祭姜大典的
时候，看到世界各地的姜氏后
裔都来到临淄祭拜，这样恢弘
的场面，作为姜氏后裔我很自
豪。

22330000余余名名姜姜氏氏后后裔裔临临淄淄祭祭祖祖
为参加祭姜大典人数最多的一次

本报9月12日讯(记者 樊
舒瑜) 12日，第十五届齐文化
节正式开幕，现场记者发现这
么一个群体，他们年轻活力，
在人群中格外抢眼。

据了解，这是淄博市旅
游局特地从全国各地请来的

“网红”，用他们独特的视角
来为世界各地人民讲述“淄
博故事”，此次参与的网红主
播共40余人。“这些主播们利
用新媒体平台对淄博优秀文
化旅游资源及新业态、新产
品、新模式集中宣传，深入推
广齐国故都目的地品牌。”淄
博市旅游局市场科李科长介
绍，而齐文化节作为淄博旅
游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成为主播们直播的第一
站，之后主播还会直播被大
家所熟知的蒲松龄的聊斋，
鲁商发源地——— 周村古商
城，到家世显赫的王渔阳故
里等，通过这种新媒体的形
式让世界各地的人民更好地
了解齐文化、认识淄博。

“我是第一次来淄博，来
体验一下淄博3000年的历史
文化，感受一下齐鲁的悠久历
史，通过新媒体的力量把齐鲁
文化更好地宣传出去。”一名
新媒体主播对记者说。

据悉，参加活动的40余
名网红主播来自北京、上海、
江苏、河南、安徽等国内10余
个省份，涵盖抖音、一直播、
花椒、映客等多个网络直播
平台，粉丝总量达到3000万。
网红主播们将共同为淄博旅
游代言，吸引更多粉丝认识
淄博、了解淄博、乐游淄博。

40余名“网红”
讲述“淄博故事”
吸引更多粉丝
了解淄博、乐游淄博

姜太公后裔参加祭姜大典。 本报记者 李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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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直播成为本届齐文化

节开幕式的亮点之一。

本报记者 李洋 摄

市民与穿着动漫服饰的演员合影。 本报记者 胡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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