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
记者 陈起增) 11月1日晚，
以苏鄂携手共同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为主题的原创现代京剧
《眷江城》拉开了第三届紫金京
昆艺术群英会的帷幕。在接下
来的近一个月时间里，京昆好
戏即将轮番登场，佳作云集，名
家荟萃。江苏省演艺集团京剧
院、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南
京市京剧团、苏州昆剧院、昆山
当代昆剧院、长荣京剧院等省
内6家京昆院团纷纷拿出近两
年新创的优秀剧目参演；来自
国家京剧院、天津京剧院、上海
京剧院、湖北省京剧院、北方昆
曲剧院、上海昆剧团、浙江昆剧
团等省外京昆名团也带来了各
自的保留剧目、传统经典，如京
剧《智取威虎山》《赵氏孤儿》
《将相和》《徐九经升官记》、昆
剧《拜月亭》《玉簪记》《风筝误》
等，引人沉醉京昆艺术的传统
风采。

京剧《眷江城》通过《双瞒》
《忧餐》《盟婚》《双识》四折，讲
述了疫情暴发后，鼓楼医院一
位医生瞒着老母亲，报名参加
了第一批援鄂医疗队，然而身
在疫区的老母亲也瞒着儿子，
为医院做饭送餐等令人动容的
抗疫事迹。除主线情节外，全
剧诸多细节均取自真实原型。
剪断的长发、被救的小猫、瞒着
家人上前线的白衣天使、坚持
为医院供餐的快餐店⋯⋯战
“疫”过程中无数感动瞬间搬上
舞台，在疫情已然平稳的当下，
再度回首年初那突如其来的灾
难和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
成城、共克时艰的抗疫历程，每
个人的心里大概都有着一段难
忘的记忆。

京剧《眷江城》在8月15
日首演后，引发了极为热烈的
反响。本次作为开幕式演出
的京剧《眷江城》是在首演基
础上，充分听取了专家、媒体
和观众意见进行打磨精修后
的“升级版”，在文本上优化了
部分唱词和念白等细节，使得
整体节奏更为紧凑。相较于
首演，演员们也显得更为成
熟，剧中女主角丁铃的饰演
者、国家一级演员高飞表示：
“经历过两个多月的沉淀与思
考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自
己所饰演的角色有了更深的认
知，在塑造人物上会更加贴合
于他本身所应具有的形象，在
表现手法上更加游刃有余。在
首演之后的排练中，陈霖苍导
演也以整体舞台调度指挥为
主，应该说，剧目的整体呈现会
比首演的时候更为流畅，节奏
把控更加到位。”

第三届京昆艺术群英会
依旧坚持“文化惠民”政策，每
场演出开放大量低价票，惠民
票占比30%以上。开票前两
周享受早鸟票7折优惠；一次
性购票满30张及以上享受六
五折优惠；大中小学生凭学生
证购票可享5折优惠。（以上
优惠不可同享）。目前，已开
票剧目仍可进行购买，购票通
道有：苏演票务、大麦网、猫
眼、文惠网等。

84 岁楹联活动家对这
一活动的所思

轻松而逻辑严密的谈吐，笑呵呵
的待人接物风度，现任中国楹联学会
顾问、运城市楹联学会顾问委员会主
任的岳民立今年已经84岁了。运城
是中国楹联学会命名的“中国最佳楹
联文化城市”，多年来在楹联领域研
究、探索和突破，他被称为运城楹联
界的领军人和擎旗手。

“这一活动影响越来越深、文化品
位越来越高，已经成为很有价值的全
民文化现象。”岳民立在文中记录下他
眼中南京城门挂春联活动的五个“一”。

一是“一个体现”。“春联是国粹，
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习俗，是广大人民
群众崇尚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南
京多年坚持在城墙城门上挂春联，且
形成规模，城门春联成为了人民群众
表达愿望、展示时代呼唤的平台。”

二是“一个提升”。他认为，所
谓“提升”是把民间和楹联文化界春
节贴春联的圈内行为、个体行为，提
升为政府、媒体、企业和群众的联动
行为，提升为全民文化活动系列社

会工程。“南京每年的春联征集活动
不仅有步骤、有规划、发动广泛，悬
挂时众人参与的景象更成颇为壮观
的全民书春、咏春活动，是名副其实
的‘对联赶集’，也是市民观赏、享受
高雅文化大餐的集聚之地。”

三是成为“一个大事”。岳民立
称赞，“南京城门挂春联活动品位高、
影响大，可以说成为一件在国内甚至
海外有影响的重大文化新闻事件。在
春节这样一个节庆日，人们的目光被
引向这里，使城门挂春联不仅成为闪
光点，也是提升南京文化品位的有识
之举，是主流媒体关注的社会热点。”

四为一种激励。春联虽短小，实
则包罗万象，它是能集中反映新时代
特色、反映人民大众精神面貌的最好
载体之一。“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收官年，写春联、贴春联、挂春联就
更有其特殊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
能集中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古都南京
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和人们对更美
好生活的信心和期盼。”

第五点，岳民立认为南京城门挂
春联已成“一个范例”。他本人曾做
过春联市场的深度调查，目前春联市
场劣质联、病联、上下贴反联等不规
范情况仍占一定比例。“春联是中华
民族的优秀民俗，人们对它的规范认
知却明显还需提升。南京的这一活
动，从谋划组织、设想架构、征集过程
到评审悬挂的系列规范动作，给全国
楹联界蹚出了新路子，所征之联也成

为高标准、高质量春联的样板，为一
座城市如何贯彻实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普及传承工程提供了范例。”

小小楹联可发挥“大文章”

“南京城门挂春联对全国起了
极大推动和示范作用。”在岳民立这
篇《我对南京城门挂春联的所思所
悟》中，他这样评价。

实际上，5年前南京城门挂春联
始办后，很快带动全省、全国范围内
类似活动的陆续举办。就在两天前，
西安、大同、正定、苏州、开封、襄阳、
荆州等七地古城墙保护管理机构启
动了为这七地古城墙征联挂联活动，
为城墙挂联再添一支“生力军”，南京
城门挂春联倡导的春联、书法、城墙
等多种优质文化载体为一身的推广
方式也又一次被肯定与发扬。

而之所以对南京城门挂春联给
予如此全面的肯定，与岳民立20多
年来在楹联事业上的大量实践有很
深关联。很多人不知道，在运城，楹
联这一看起来的“小儿科”正成为这
座城市发展的“参天树”。

山西运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之一，是尧、舜、禹最早活动区
域。岳民立介绍了楹联文化在这座
城市发展的勃勃生机：运城现有
500多个楹联组织、1万多名会员、
一百多所中小学成为楹联文化基
地。2012年始，先后有5万多名群

众接受了面对面楹联文化宣讲，会
员日的对联赶集等活动不断传播优
秀楹联魅力⋯⋯“在闻喜县寺底村，
村民坚持‘地书楹联，出句打擂’20
年如一日，是全国闻名的中国楹联
文化村。”岳民立说。

“刚从行政岗位退休后，朋友让
我担任市楹联协会名誉会长，没接触
过这行，一开始我还有些不太看重。”
岳民立说，随着对楹联和背后所包含
的中华诗词、典故、对仗等各种知识
的深入了解，他被这一看似细小的文
学领域吸引了，并敏锐地发现其对于
提高全民文化、道德素养，对抒发情
志、提升审美等各方面的“大用处”。

记者了解到，第五季南京“城门
挂春联”活动已入选中宣部2019年
度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活动
之一，获颁中国报业协会年度中国报
业融合发展十佳案例，是全市、全省乃
至全国文化界的一件开年盛世。其将
优秀传统文化与新形式结合的创意，
将文化和经济、政治等社会各方面链
接的合力，多年举办逐渐积累而来并
仍将不断扩大的社会正面效应和在群
众中的宣传力，引来越来越多来自社
会各界的支持、鼓励与点赞。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孔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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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楹联最高奖获得者
这样评价城门挂春联

【征集时间】
2020 年 9 月 21 日-2020 年 11

月10日
【征集的城门】
南京：中华门、集庆门、清凉

门、挹江门、仪凤门、神策门、玄武
门、解放门、太平门、中山门、标营
门、武定门

【春联内容】
作品内容须符合每座城门的

历史、文化、区域等特点，贴合辛
丑牛年春节喜庆祥和的气氛，既
有个性化色彩，又能反映时代特
征，有思想内涵，贴近生活，体现

获得感幸福感，立意高远、格调高
华，富有韵律美、文词美、意境美，
格式符合“联律”的特征，南京 12
座城门楹联全联字数不超过36个
字，其中南京清凉门楹联全联不
超过22个字。

【投稿要求】
投稿者需填写真实姓名、详细

通信地址、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
城门联每人投稿不超过五副，字迹
工整清楚，注明为哪座城门而作。
请勿二次或多次投稿，作品确认后
再提交。来稿字迹不清、个人资料
不全或作品超过副数限制的不予

参评。应征作品须为原创作品，不
得抄袭、剽窃他人作品。作品的原
创性、合法性由作者负责。春联征
集组委会有权对稿件进行必要的
修改，如不同意改动者，请在来稿
中注明。所有入选作品的版权、开
发使用，归主办方所有。

【奖项】
●一等奖 2 名 各奖励 3000

元现金；
●二等奖 4 名 各奖励 2000

元现金；
●三等奖 6 名 各奖励 1000

元现金。

【参与方式】
◆电子邮箱：njcb2000@163.

com
◆微信：关注南京晨报微信

公众号，回复：您的实名+联系电
话+联系地址+楹联投稿内容

◆微博：关注南京晨报微博，
私信回复：您的实名+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楹联投稿内容

◆寄信方式：江苏省南京市
江东中路 369 号新华报业传媒广
场 1 号楼 23 楼南京晨报收 信封
上 注 明“ 春 联 应 征 ”（ 邮 编
210019）

9 月底的第六季“城门挂春联·南京开门红”楹联征集启动以来，全球楹联爱好
者纷纷把目光投向南京和南京城墙，一封封饱含才情、巧思与美感的楹联投向南京
晨报的征集邮箱。前天，远在山西运城的中国楹联最高奖——首届梁章钜奖获得
者、有“中国联坛十老”之称的岳民立为此活动特地写了一篇两千字的评论，表述他
对南京城门挂春联活动的思考和敬意。

辛丑年“城门挂春联 南京开门红”征联启事

第三届紫金京昆

艺术群英会拉开帷幕

京剧《眷江城》
收获更多感动

岳民立。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晚间的挹江门城门春联。葛小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