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第十四届全国精神
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 表彰座
谈会近日在京召开， 由著名戏剧
家孙德民创作的河北梆子剧 《李
保国》 蟾宫折桂， 这也是他第九
次获得该奖项。

“之所以创作河北梆子现代
戏 《李保国》， 是因为受到了李
保国教授生前事迹的感染。 讴歌
时代英雄不仅是伟大复兴时代的

需要， 也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
的责任。” 孙德民谈起戏剧创作
精神矍铄， “李保国教授的先进
事迹正是我不停寻找的真实素
材。 在他身上， 我看到了 ‘人民
的伟大实践’ 的鲜活案例。”

不顾７６岁高龄的身体， 孙德
民以李保国的事迹和足迹作为线
索和图轴 ， 重新走进巍峨太行
山， “我想搞清楚为什么他 ‘见

不得乡亲们受苦’， 为什么他要
付出那么大代价去帮助不相识的
百姓。”

河北农业大学的老师 、 学
生， 李保国的亲人、 朋友， 太行
山里的乡亲、 干部都成了孙德民
的拜访对象。 石家庄到邢台到保
定的漫漫长路、 无数次的登门采
访交谈 、 与乡亲们几个月的相
处， 孙德民 “一次次为李保国的

坚守和担当感动。” 也由此慢慢
走近李保国， 从他的行为走向内
心， 从生活的真实走向艺术的真
实， 经历20余次大修改终于完成
创作。

谈及获奖感受， 孙德民说 ：
“只有通过深入生活、 深入人民
才能弥补知识的不足， 因为我始
终相信人民谱写的生动生活远比
剧本精彩。” （新华）

本报讯 京剧名家叶少兰近
日在京举办收徒仪式， 来自京津
冀鲁的8名弟子拜这位叶派小生
艺术主要传承人为师。

据了解， 作为国家级工程项
目， 此次收徒旨在将传统的口传
心授和现代教育相结合， 培养优
秀戏曲人才， 促进戏曲事业的全
面发展。

叶少兰出身梨园世家， 其祖
父叶春善创立富连成科班， 其传
统和经验对新中国的戏曲教育产
生了深远影响； 其父叶盛兰为富
连成科班 “盛” 字辈佼佼者， 开

创了京剧叶派小生艺术。 今年74
岁的叶少兰是叶盛兰次子， 7岁
起学艺， 是首届中国戏剧 “梅花
奖” 获得者。

叶少兰本次所收8名弟子 ，
李福胜 、 田胜强 、 曾宝玉 、 张
尧、 姬鹏、 苏从发、 刘明哲、 赵
佳， 既有来自专门培养戏曲人才
的院校教授， 也有从事院团表演
的青年演员， 还有长期传播叶派
艺术的资深票友， 形成了叶派艺
术传承、 演出、 传播的三个不同
战线。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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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瞬光影———
温暖唯美系
人像摄影养成攻略》
作者： L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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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作者： 肥志

《如果历史是一群喵·
夏商西周篇》

《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夏商西
周篇》 是作者肥志酝酿许久打造
的系列 “如果历史是一群喵” 中
的首册， 该书以诙谐幽默又接地
气的方式， 通俗地讲述了夏商西
周多个时期的历史故事， 比如大
禹治水、 商汤灭夏、 周公治国等
无数人熟悉的桥段。 在 《如果历
史是一群喵·夏商西周篇 》 中 ，
十二只激萌喵咪演员将化身经典
人物， 搭配可爱直白的语言重新
让你体会历史的魅力。

作者肥志是深圳萌想文化创
始人 、 深圳脸萌科技联合创始
人， 2014年开发APP “脸萌” 全
球下载量超过一亿。 目前萌想文
化旗下漫画微博总阅读量超过七
个亿。

一张照片能表达些什么？ 精
致却也自然， 含蓄却也热烈， 安
静却又富有张力。 这些看似矛盾
的形容词， 在本书的人像摄影作
品中， 被巧妙地融合了。

本书不同于传统的摄影教
材， 作者以女性摄影师细腻的心
思和视角， 将拍摄的心得与技巧
娓娓道来。 读者既可以从书中学
到构图， 用光， 色彩， 服饰、 场
景和道具搭配， 模特引导和照片
后期等独家技巧， 也可以从中读
到摄影师对美和梦想的坚持， 对
摄影的感悟， 以及成长的历程。
本书是作者Luna从事人像摄影多
年以来经验和感受的总结， 在讲
述怎么将女孩儿拍得清新、 唯美
的同时， 也介绍了如何打造自己
的摄影风格。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 10月
11日至12日， 全国工会职工书屋
创新发展论坛在安徽马鞍山举
行。 全总党组成员、 经费审查委
员会主任、 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
设领导小组组长李守镇， 安徽省
政协副主席、 省总工会主席童怀
伟等全总和各地工会有关领导出
席论坛。

本次论坛发布了全国工会职
工书屋建设优秀组织单位、 全国

工会职工书屋模式创新示范项
目、 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品牌活动
（读书组织） 示范项目、 全国工
会职工书屋品牌建设示范单位、
全国工会电子职工书屋建设示范
单位、 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媒体宣
传示范单位等六大项、 60家典型
成果， 部分单位进行了典型经验
展示介绍， 全体与会人员围绕做
大做强职工书屋品牌、 推动职工
书屋创新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和

研讨。
论坛期间举行了2017年全国

职工书屋示范点授牌送书仪式、
安徽省职工书画摄影集邮联展、
《中国工人》杂志编委会组建等活
动。 全总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总工会，各相关产业工会，部分地
市、企业工会负责人参加论坛。

据了解， 自2008年全国总工
会正式启动职工书屋建设工作十
年来， 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已累计

建成职工书屋10万余家， 直接服
务职工6000多万人， 职工书屋已
成为广大职工学习科学文化知
识、 提高技术技能素质、 丰富精
神文化生活的有效载体。

据了解， 本次论坛由全国工
会职工书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 、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主
办， 中国工人出版社、 安徽省总
工会承办， 马鞍山市总工会、 马
钢集团公司工会协办。

全国工会职工书屋
创新发展论坛举行

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优秀组织单位等六大项60家典型成果发布

昨天， 在延庆区旧县镇的盆窑陶艺展厅里， 小学生们在盆窑陶艺
师的指导下， 体验盆窑陶艺制作。 当天， 盆窑村的艺人现场向学生们
展示了盆窑陶艺制作流程， 讲述陶艺文化的发展。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近日， 朝阳区华威西里社区党委在自管党员中开展以 “喜迎十九
大、 廉洁在我心” 为主题的文化作品展。 征集来的作品包括廉洁大册
页、 46份硬笔书法、 27份手抄报、 30幅书法、 绘画作品和6幅扇面。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昨天， 由北京国际摄影周2017组委会、 市公园管理中心共同主办
的 “喜迎十九大 美在玉渊潭” 北京国际摄影周2017特别展区系列活
动在玉渊潭公园启动。 展览展出了300余幅摄影精品， 其中既有反映
幸福和谐家庭生活的 “最美时刻”， 也有体现社会公益力量的 “光影
助学工程”。 活动将持续至10月22日。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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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名家叶少兰收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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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梆子《李保国》总编剧孙德民获“五个一工程”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