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
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
开……”6月30日晚，川剧《江姐》亮相
国家大剧院。这也是该剧自2018年初
首演以来，首度在京演出。

“重庆市川剧院编排的新版川剧
《江姐》，将‘狱中八条’巧妙融入剧中，
将共产党人的初心表现得淋漓尽致，使
红岩精神更具时代特色和现实意义。”
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的陈先生说。

“用川剧来演绎红岩故事，是一
次重庆本土优秀传统戏曲文化和爱
国主义革命精神的完美融合。”重庆
市川剧院院长、川剧《江姐》主演沈铁
梅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
之际，川剧《江姐》亮相国家大剧院，
就是要以生动的艺术形式，激励广大
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一场关于信仰的生动党课

川剧《江姐》取材于小说《红岩》，剧
本来源于著名剧作家阎肃1964年创作
的同名歌剧，由“三度梅”获得者、重庆
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领衔主演，大反派
甫志高、沈养斋则由梅花奖得主孙勇
波、胡瑜斌扮演。“三朵梅花”同台飙演
技，让这部红色经典更具艺术感染力。

据了解，《江姐》自2018年1月首演
以来，已在重庆、四川等地演出55场，
观众达6万余人，所到之处场场爆满。
许多观众都流下了眼泪，演出完毕还情

不自禁和台上演员一起演唱《红梅赞》。
4月3日，该剧在重庆电子工程职

业学院上演时，可容纳近5000人的演
出场地爆满。演出现场掌声如潮，演出
结束后，学生们纷纷围着演员合影留
念。

在重庆机场集团公司党委举行的
主题党日活动中，《江姐》被请到了党课
现场。观看完《江姐》，千名党员集体重
温了入党誓词。

“《江姐》演出至今，之所以反响热
烈，是因为观众在江姐身上找到了共通
点。她激发了大家的内心需求，是一场
关于信仰、理想、信念，关于核心价值观
教育的生动党课。”沈铁梅说。

塑造刚柔并济的英雄江姐

作为经典剧目，歌剧《江姐》早已家
喻户晓，川剧《江姐》也曾经在上世纪60
年代演出过。如何把握传承与创新的
关系？传统戏曲如何适应现代观众的
欣赏水平变化？

对此，沈铁梅的观点是，在人物塑

造上，着重突出江姐作为一个女英雄的
柔与刚、坚与韧、张与弛的反差，更好地
衬托出她钢铁般的意志。

在剧中，当江姐看到丈夫头颅高悬，
而敌人就在身旁时，她使劲攥着拳头，控
制自己的感情。这时优美而又悲凉的音
乐《红梅赞》缓缓响起，江姐没有使劲去
吼，却令观众感受到她内心信念的力量；
当在狱中看到儿子照片，江姐立刻捧起
照片亲吻、抚摸，又将其贴在胸口，一个
温柔而又刚毅的江姐令观众为之动容。

“演英雄不是横眉怒目，一直高亢
到底。”沈铁梅说，要会“安静地演”，把
握好一松一紧、克制与爆发的关系，到
关键时刻情绪才有爆发力。

巧妙融入“狱中八条”、借用版画效
果完成舞台设计……沈铁梅介绍，川剧
《江姐》在表演、舞美设计等方面都进行
了创新，彰显出红岩精神的时代特色。
比如江姐就义时，舞台大幕出现众多刻
着“11·27”烈士名字的墓碑，象征着江
姐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无数的烈士
前赴后继才换来新中国的成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绣红旗那场戏，
整个舞台就是一面巨大的红旗，演员手
中的黄绸带就是金色的绣线。演员舞
动黄绸带来回穿插，最后组成一个五角
星，舞台效果写意又大气。

坚持艺术创作的极致追求

“重庆的故事，重庆的英雄，由重庆
的艺术家来演，称得上是‘江姐’回娘家
了。”沈铁梅表示，此次《江姐》亮相国家
大剧院，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
之际，意义非同寻常。

为排练好该剧，沈铁梅在一段时间
里几乎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状态。在排
练期间，沈铁梅常常利用去剧院路上的
时间，在车里背台词，哼着哼着就情不
自禁泪流满面，在舞台上也经常会演着
演着就热泪盈眶。

“演《江姐》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沈
铁梅说，自己从五六岁开始学戏，当时
印象最深、学得最多的就是戏剧里的英
雄人物，所以自小就有英雄情结，一直
希望能塑造英雄角色。

“江姐的精神也一直在激励着自
己。”沈铁梅说，40年余年的川剧艺术生
涯跌宕起伏，也曾有无数机会让自己在
川剧低谷时离开，寻求发展机会，但本
着不忘初心，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坚持
了下来，终于等到现在——国家对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力支持和重视，迎来
川剧发展的最好时代。

为更好传承川剧，沈铁梅主持重庆
市川剧院招收一批川剧专业学生，进行
培训教习，传承川剧经典剧目。此次，

《江姐》也推出了90后江姐版，由重庆
市川剧院学员周露饰演。

“对艺术的极致追求是永远不能忘
的。”沈铁梅说，川剧发展正面临一个大
好时期，在政策扶持、社会认同、市场机
遇方面都很好。作为传统戏曲的传人，
树立文化自信很重要，要有担当，要乘
势而上，这是使命与责任所在。

据了解，7月1日川剧《江姐》还会
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一场。随后，将赴天
津等地继续上演。

在戏曲中传承红岩精神

川剧《江姐》亮相国家大剧院
本报记者 王丽

川剧《江姐》剧照。 （重庆市川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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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卧佛、小佛湾造像启动保护修缮，表明大足开始了“一盘棋”谋划——

文物活化利用，重庆怎样发力？
本报记者 吴国红 韩毅

6月29日，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小佛湾造像保护修缮工程现场，修缮人员正在对造像进行超声波检测。
记者 齐岚森 摄

白鹤梁题刻。 （涪陵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供图）

6月29日，作为国家文物局选定的
首批川渝石窟保护示范项目，世界文化
遗产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小佛湾造像
启动保护修缮，受到广泛关注。

文物的保护与传承、活化与利用、
重塑与创新……在文旅融合的新时代，
在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强音
中，在公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里，正
确建构人文宝贝与旅游乃至经济社会
全域发展的关系，就成了一个时代课
题。

行 动
大足开始“一盘棋”谋划

走进大足石刻宝顶山修复现场，
探伤、除尘、脱盐、泥坯加固、漆皮回
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煌研
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的数十位文保专
家、学者，无不凝神屏气、聚精会神，唯
恐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就会“抹掉”文
物上珍贵的历史信息。

“本次保护修缮，既是病害缠身文
物的本身需要，也是为了让石刻造像艺
术更完美地向市民游客呈现。”中国文
化遗产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取舍，一直是困
扰文物修复界的话题之一。即在修复
过程中，是最大限度地保证文物的现
状，延续物质本体承载的突出价值，还
是对残缺部分进行修补，还原文物原有
的视觉冲击力？前者，受专业观众青
睐，因为残缺中往往蕴藏着重要的学术
信息；后者，易被普通观众接受，因为文
物整体艺术价值带来的震撼更容易体
现。这看似文物修复界的争论话题，实
则反映了让文物更好“活”起来的不同

理念之争。
今年5月9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前

往大足区调研，指出大足要充分发挥文
化资源优势，把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大
足石刻作为谋划推进发展的首要战略，
统筹抓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让
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瑰宝活在当下、服
务当代，让更多游客在大足留“足”。

这，既是期望，更是目标。为此，大
足开始了“一盘棋”谋划——

调整定位，让石刻“活”得有方向。
统筹抓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以
大足石刻为核心的国际文旅城正在规
划中。

抓传承，让石刻“活”起来。建学
科，与南京师范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
高校合作，招收“大足学”研究方向的硕
士研究生，设立大足石刻研究院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等；建基地，打造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研学游基地
等；建城市，把石刻文化植入城市方方
面面，推进城景融合，打造“十里景观十
里城”。

抓传播，让石刻“活”出去。启动
“四百工程”，走进全球100家博物馆、
100个城市、100个高校及举办100场
推介会，全方位、多层次传播营销大足
石刻。

抓利用，让石刻“活”精彩。打造宝
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五
山”之间区域的诗意空间，推进文、旅、
农、商、体融合发展。

努 力
打好“人文”牌，重庆在路上

事实上，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大足

石刻，让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瑰宝活在
当下、服务当代，让更多游客在大足留

“足”，这不仅是大足经济社会发展之
需，更是重庆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
服务全局之需。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重庆拥有合川
钓鱼城、奉节白帝城、世界第一“水下石
刻碑林”白鹤梁等2.5万余处宝贵历史
文化遗迹，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44项、
市级非遗项目511项，如何用足用好这
些人文宝贝，保护历史文脉，把文化元
素植入景区景点、融入城市街区、嵌入
美丽乡村，是重庆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
的必答题。

近年来，重庆各区县在打好“人文”
牌方面，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

合川启动了钓鱼城申世遗和创建
国家5A级景区工作，在处理好保护与
开发的前提下，对标对表相关标准，加
快实施消防系统工程、悬空卧佛保护工
程等。近日，“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
风景邮戳也正式投用，以丰富游客的互
动体验。钓鱼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
进入建设阶段，工程预计需要两年时
间，建成后游客可近距离互动体验钓鱼
城遗址的厚重历史。

沙坪坝区启动了“文化提质”工程，
正加快推进万达文旅城、磁器口古镇扩
容工程等。其中，磁器口升级扩容，包括
S1938创意产业园、沙磁巷、磁器口后街
等项目，构建以沙磁文化产业园—红岩
烈士陵园—融汇温泉城为主线的沙磁
文化旅游圈，建成后不仅古镇规模扩
大，还将进一步丰富游客吃、住、行、游、
购、娱的全要素体验。

万盛黑山谷景区本是一个传统观
光型景区，为改变“好山好水好无聊”的

境况，他们以全域旅游视角，布局了奥
陶纪公园、板辽金沙湖、青年汇巅峰乐
园等互动性、体验性极强的项目。今
夏，他们更是将马戏文化植入到青山绿
水中，举办国际大马戏节，遴选了《亚特
兰蒂斯-海底奇幻之旅》《俄罗斯国际大
马戏团-魔幻森林》两台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大剧，欲以跨国界的文化艺术交流
引爆一场全民狂欢。

武隆喀斯特旅游区为了弥补观光
型景区的短板，将川江号子、哭嫁等非
遗文化植入大型实景演艺《印象武隆》
中，成功演出2300多场，接待游客350
多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近4亿元。“更
重要的是，通过该剧，武隆把‘过境游’
变成了‘过夜游’，拉动餐饮、住宿、交通
等产业创收20多亿元，取得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双丰收。”武隆喀斯特印象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易军称。

据市文化旅游委提供的数据，去
年，我市实现文化产业产值6000多亿
元，其中仅市级以上非遗项目就带动就
业32.4万人，产值达到486亿元，一大
批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美术馆和非
遗项目被纳入旅游线路。

不过，我们同时也应清楚地看到，
在重庆的文化景观中，明星产品并不
多，有全国影响的文创产品很缺乏，人
文宝贝产生的向心力和吸引力还不
够。让静态的文物古迹“活”起来，重庆
尚需从多方面发力。

建 议
以文旅融合激活宝贵遗产的活力

增强文化自信，强化责任担当，像
爱惜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让文化

瑰宝活在当下、服务当代，永续发展，无
疑是一招好棋。

关键是，怎么做？
“合理利用就是最好的保护，旅游

便是利用的好方式。”重庆市政府旅游
发展高级顾问、重庆旅游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罗兹柏认为，随着旅游发展由观光
游向度假游、体验游等转变，人们对旅
游的认识不再停留在“看山看水看风
景”层次，开始走向“观文品史享生活”
的新阶段。

中国旅游研究院一项研究表明，从
近年来对节假日旅游市场的监测结果
看，90%以上的游客会参与各类文化活
动，40%的游客会进入文博场所。仅
2018年，各遗产地就为地方带来直接旅
游收入143.75亿元。

那么，怎样让人文宝贝对游客产生
持久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呢？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
究员、原国家旅游局政法司副司长高舜
礼表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
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都活起来，需要实现以物为中心
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解决千馆一面、
展品故事挖掘解读不够等问题，实现景
区内涵的置换、更新和充实，新上项目
要对应游客需求，新建新增的文旅项目
要考虑市场需求，关键是要给游客带来
震撼效果。

在这方面，故宫和敦煌的做法给我
们上了一课。今年元宵节，故宫举办了
建院94年以来的首次灯会，直接让票
务系统崩溃，门票被秒抢，把此次活动
打造成了一个超级IP；《我在故宫修文
物》《上新了，故宫》等一批叫好又叫座
的节目、纪录片，让国宝重器“开口说

话”；开发的口红、手机壳、电脑包、鼠标
垫、U盘等文创产品超过1万种，年收入
达15亿元。

敦煌通过出版图书，拍摄《又见敦
煌》，开发相关网络游戏，创立“敦煌学”
等一系列动作，让敦煌市旅游接待人数
突破千万人次，以文旅产业为核心的第
三产业占到全市GDP的60%以上，实现
了从规模速度到品质效益的跨越升级。

“反观我市，部分人文景观人气不
旺，就是在于活化不力——文化元素提
炼不足、游客互动体验不够、景区特色
不鲜明。”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旅游资源
专委会委员、重庆工商大学旅游与国土
资源学院副院长王宁认为。

大地风景文旅集团副总裁、两岸光
点聚落项目顾问冶青的观点是，文化遗
产的活化，要多维度思考，包括景区、社
区、产业发展三个维度；系统性推进，要
从精英化到大众化，从部门化到公众
化，从市场化到资产化；组织性引导，要
多方合力，注重跨界融合。

携程旅游重庆分公司负责人张大
伟认为，旅游业发展“得年轻群体者，
得天下”，年轻群体的旅行特征是爱自
由、够洒脱、重体验、舍得花。在文化
遗产的活化中，要针对年轻群体的旅
行特征，打造互动性强、特色鲜明、适
销对路的产品，奥陶纪公园的火爆就
是例证。

“接下来，重庆将进一步抓好文化
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市文化旅游委
副主任秦定波称，开展积极主动的实
践，以文旅融合激活宝贵遗产的活
力，进而让更多的人为传统文化留

“足”,为旅游留“足”，为我们这座城市
留“足”。

钓鱼城古战场遗址。 （合川区旅发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