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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斌） 8
月 7 日，对于 90 后吴诚毅来说，
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这
一天，由他组织策划的蒲剧艺术
形象片——《蒲韵悠长》，正式开
机了。

1994年出生的吴诚毅，是运城
市文化艺术学校的教工子弟，生在
艺校、长在蒲苑的他，对蒲剧有着
特别的感情。

去年，大学毕业后，吴诚毅创
办了古涵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想用
自己所学的数字传媒技术，弘扬河
东悠久的历史文化，这其中就包括
地方特色剧种——蒲剧。

从小耳濡目染，吴诚毅对蒲剧
的特技——翅子功、水袖功、翎子
功、须子功等情有独钟，遂萌生了
用现代传媒手段记录、传播蒲剧艺
术的想法。

礼乐用世，文以化人，以心传
道，舞美天下。他的想法得到了父
亲以及众多长辈的支持，于是便有
了蒲剧艺术形象片的开机仪式。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繁荣古
河东戏剧艺术。开机仪式上，蒲剧
名家王秀兰、武俊英、孔向东、贾菊
兰等，以及运城市文化艺术学校、
运城市蒲剧团、运城市蒲剧青年实

验团、盐湖区蒲剧团等有关工作人
员来到现场，为这位 90 后鼓劲加
油。

当天，运城市蒲剧青年实验团
的优秀青年演员南征、任玲等上台
表演了《跑城》《柜中缘》《告庙》《夜
审》等蒲剧经典唱段，进一步展示
了翅子功、须子功、水袖功等蒲剧
特技，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
声。

“我们团队将利用一个多月的
时间，完成前期拍摄，镜头重点呈
现蒲剧发展的历程、蒲剧特技，以
及蒲剧人的坚守与传承。”吴诚毅
告诉记者，自己身边的蒲剧人太多
了，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许多感动和
不易。虽然他没有走上蒲剧这条
路，但希望能尽最大努力为弘扬蒲
剧艺术做一些事情，实现自己的

“蒲剧梦”。

蒲剧艺术形象片《蒲韵悠长》开机

运城晚报讯 “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向祖
国人民汇报——2019 《唱响中
国》 第四届优秀词曲、音乐展
演颁奖盛典”，于 8 月 2 日至 5
日圆满结束，永济教师杜德建
出席盛典并捧回金杯。

此 次 盛 典 由 中 国 音 乐 家
网、中国文化艺术人才库等单
位联合举办。活动启动半年以
来，大众关注、万人参与，经
专家严格筛选、认真评判，最
终确定作词、作曲、演奏、歌

唱等奖项获奖者各36名。杜德
建以出色的才华脱颖而出，其
作品 《新时代的女兵》 进入10
名金奖行列。

杜德建歌词作品在全国大
赛中先后四次获得金奖。他的
歌词气势恢宏、朗朗上口，深
受广大听众喜爱。

杜德建表示，在新的征程
上，要用手中的笔继续为社会
书写、为时代放歌，做一名接
地气、扬正气、聚人气的诗词
作者。 （赵红耀）

永济教师杜德建
捧回《唱响中国》词曲大赛金杯

▲杜德建捧回金杯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捷）近
日，我市退休老干部萧理斌，根据
部分革命英雄和时代先锋、楷模的
事迹，所创作的诗歌集《大红花》一
书结集面世，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献礼。
多年来，萧理斌一直坚持阅读

报刊。《大红花》是他在80岁之后，
根据阅读书报时所收集的革命英
雄和各路时代先锋、楷模的史料，
特意创作的诗歌集。萧理斌被他
们为国为民、精诚所至的精神深深
震撼。恰逢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为了在新时代助力爱国教育，全方
位传递正能量，补足国人精神之
钙，他特将为150余位先烈、英模所
写的诗歌结集成册。

该书分三个部分，第一篇是
“为建设新中国而英勇奋斗的铁血
儿女和壮烈牺牲的精英”，包括方
志敏、赵一曼、张太雷等，献给为中
华民族复兴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
英雄们。第二篇是“为建设新中国
作出卓越贡献的各路楷模、先锋”，

包括史来贺、申纪兰、李双良等，献
给为建设新中国作出杰出贡献的
各路精英、楷模、功臣们。第三篇
是“现代青年艰苦奋斗创业的感人
事迹”，包括邓迎香、王洛、孙建栋
等，献给新时代艰苦奋斗的创业
人。

全书以五言或七言诗歌的形式
为大众谱写，朗朗上口、通俗易懂。

萧理斌，1932 年生于虞乡县
（今永济市），1950 年参加工作，
195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世纪
50 年代，他在晋南地委宣传部工
作，60 年代在山西省委办公厅工
作，70年代任运城地委文教部副部
长、河津县委书记，80年代任运城
地区（后改为市）教育局局长，1992
年退休后，任运城地区老年书画研
究会副会长。

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萧理斌史料诗歌集面世

▲市文化艺术学校党委书记王志凯、市影视文化产业协会会长
王留胜、吴诚毅（右起）为该片揭幕 景斌 摄

▲萧理斌近影

“只有当你了解中国
的历史在过去四分之一
的世纪中所经过的那种
突出的孕育过程的时候，
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
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
然就是现在这支红军。”
上世纪 30 年代，美国记
者埃德加·斯诺，通过在
西北根据地的所见所闻
和真情实感，写下了这样
的话。8 日，取材于埃德
加·斯诺报告文学《红星
照耀中国》的同名电影在
全国上映。

《红星照耀中国》讲
述了 83 年前，一个美国
记者怀着强烈的好奇心
和责任感，冒险深入到陕
北，对西北革命根据地进
行实地采访，第一次向全
世界揭示了“红色中国”
的秘密，并庄严预告：中
国共产党及领导的革命
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
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
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
国，照耀全世界。

7 日，《红星照耀中
国》在成都举办四川首映
礼。曾执导过电影《焦裕
禄》《红星照耀中国》的导

演王冀邢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从 1987 年步入导
演生涯的那一刻起，他便
有了将《红星照耀中国》
搬上银幕的想法。经过多
年的耐心沉淀和精心雕
琢，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之际，终于将心中寄托
完完整整地呈现，将一名
导演对祖国的热爱和敬
意真挚流露。

影片集结了李雪健、
李幼斌和蒋雯丽等众多
实力派演员，并将西北的
粗犷风貌和南方的柔雅
风情囊括其中，更把战争
场面的动人心弦和伟人
的迷人魅力淋漓呈现，成
就了该片的恢弘气度。

（新华社8.8）

影片《红星照耀中国》上映

7 日，暑期档欢脱萌
宠动画电影《女王的柯
基》宣布将于30日上映。

电影《女王的柯基》
讲述了柯基犬雷克斯因
备受女王宠爱而成为“首
席狗狗”，在白金汉宫享
受着无忧无虑的奢侈生
活。然而有一次，在不小
心大闹女王与特朗普的
国宴后，雷克斯生平第一
次被女王狠狠训斥，而后
又遭遇同伴的背叛不慎

“流落民间”，在重返皇宫
的过程中，与同伴展开了
一场超越自我的大冒险。

《女王的柯基》一改
往日狗狗题材的煽情路

线，将柯基作为电影主
角，用欢脱有趣的故事情
节带来一场轻松愉快的
冒险之旅。同时，有英国
女王和她的爱犬柯基作
为真实原型，影片自带

“皇室背景”，意味着观众
不仅能在影院痛快“吸
狗”，还能跟随萌犬柯基
体验一把英国的皇室文
化。 （《扬子晚报》8.8）

以英国女王和她的爱犬柯基为真实原型

《女王的柯基》开启皇宫大冒险

今年年初，东方卫视
推出了一档寻访纪实类
节目《闪亮的名字》，采用

“走访纪实+影视演绎”
的方式，重温英雄的故
事。下周二起，该节目第
二季将开播，“江姐”江竹
筠、“特级战斗英雄”杨根
思等大家耳熟能详的英
雄故事，将重新被讲述。

第二季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献礼新中
国诞辰 70 周年”为创作
理念，主题是“新生”。这
一季选取了10位为新中

国成立、建设付出艰辛劳
动的英雄。东方卫视主持
人兼节目制片人陈辰透
露，节目中主持人作为

“英雄探寻者”，演艺明星
作为“英雄演绎者”，以剧
情化场景再现英雄生平
细节，通过致敬与缅怀先
辈，传播他们的崇高精神
品格，激发更多人重拾平
凡生活里的“英雄信仰”。

该节目将于 8 月 13
日起，每周二21:30在东
方卫视开播。

（《北京日报》8.8）

《闪亮的名字2》探寻英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