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 6月 30日 星期三
教科文新闻

尚长荣:

老兵新传
本报记者 苏丽萍

在刚刚结束的在中国剧协七代会上,尚长

荣再次当选为中国剧协主席。

向他表示祝贺,他已离京返沪,与归国的言

兴朋一起复排他们的成名作《曹操与杨修》。他

表示,自己要续写“老兵新传”,在任期的又一个

五年内更好地为广大戏剧工作者服务,为广大

人民群众奉献优秀的精神食粮。

尚长荣出身于梨园世家,其父是京剧四大

名旦之一的尚小云。他五岁登台,十岁正式拜师

学京剧花脸,1959年随父调到陕西省京剧团,后

当上团长。1988年,他带着京剧新戏《曹操与杨

修》的剧本加盟上海京剧院,该剧一经演出便好

评如潮,他饰演的曹操因富有新意而红遍大江

南北。之后,他出演新编历史剧《贞观盛事》和

《廉吏于成龙》,与《曹操与杨修》剧一起并称

为“新时期三部曲”,享誉剧坛。

作为中国戏剧界首位梅花大奖得主,尚长

荣演技已是炉火纯青。他不囿门户之见,坚持走

铜锤花脸、架子花脸兼优并举的路子,突出了唱

做结合、歌舞结合,走出了一条将“架子花脸铜

锤唱”与“铜锤花脸架子功”相结合的道路,传

统中又有创新,在创作人物时力求做到“内重、

外准”。他所塑造的人物或大气磅礴,或质朴雄

浑,表演唱念并举,张弛有度,激情四溢。

2005年,淡泊名利的尚长荣当选为中国剧

协主席。五年来,他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在促

进文化体制改革、组织深入生活、推动创作繁

荣、加强理论评论、开展对外交流、加强队伍建

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如今连任

中国剧协主席,谈及今后的工作,他表示要认真

学习刘云山同志在剧协七代会开幕式上的讲

话,对照其“四点希望”,努力做好工作。

“刘云山同志希望广大戏剧工作者坚持正

确价值取向,唱响时代主旋律。这其实是我们的

工作准则,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

义文艺的灵魂”,尚长荣说,时下,受社会大环境的

影响,文艺界也出现了浮躁现象,特别是影视低俗

现象引起人们极大反感。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

戏剧舞台上还是比较正常的,我们的剧作把正确

的价值取向和个人的艺术追求统一起来,讴歌真

善美,鞭挞假恶丑,传播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

尚长荣谈到,刘云山同志的第二点希望,是

广大戏剧工作者能够坚持“三贴近”,把最好的

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

句话永远不会过时”,尚长荣说,改革开放的新

题材、新人物、新精神,激发了剧作家的创作灵

感,因而近年来戏剧舞台上涌现出一大批精品

力作。但现在不少剧种和剧团都出现了“剧本

荒”,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以更开阔的创作视野、更丰富的生活

体验、更深厚的艺术功力,创作出更多健康向

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精品。

“希望广大戏剧工作者坚守民族文化立场,

在继承、借鉴中推进艺术创新”,刘云山同志的

第三点希望,也让尚长荣感受颇深。其实,继承传

统与开拓创新一直是尚长荣艺术创作中所坚持

的。他有着扎实的京剧基本功,却又不拘流派,他

的“三部曲”从形式、内容到人物均有创新,同

时赢得了百姓的口碑和评奖的金杯。“我一直

比较赞同乔羽的一句话———‘不为积习所蔽,不

为时尚所惑’。今后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与

时俱进,大力推进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的创新,

大力推进体裁、题材、形式、的发展,不断提高我

国戏剧艺术的整体水平。”

刘云山同志的第四点希望,是广大戏剧工

作者按照德艺双馨的要求,更好地履行人类灵

魂工程师的神圣职责。“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

称谓真是久违了”,尚长荣深有感触地说,戏剧

工作者的职责是为人民提供优秀的戏剧作品,

不能只顾赚钱,而要有社会责任感,要自信、自

强、自爱,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要倍加珍惜时代提供的舞台,倍加珍惜社

会给予的关爱,刻苦钻研,努力攀登艺术高峰。

“大家都知道,唱戏的发不了横财,但我们

仍坚守着,我们的戏剧队伍是可贵的,我们的

戏剧工作者是可爱的”,尚长荣动情地说,“中

国剧协设立中国戏剧表演最高奖梅花奖快 30

周年了,获梅花奖的演员已有五百多人,他们

是中国戏剧的中坚

力量。我们一定不辜

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多出警世、明世、劝

世佳作,为社会主义

文化的大发展大繁

荣 作 出 自 己 的 贡

献。” 主持人:王斯敏

中医养生谁监管
本报记者 田雅婷

近期,一些没有科学依据的养生方法广泛流

传,使得公众对中医养生产生了质疑,与此同时,暴

露出了中医养生图书刊物、讲座节目监管的缺失。

怎样才能根治目前的乱象?有关部门在监管中医

养生方面应承担怎样的责任?就公众关心的问题,

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士进行解答。

政府监管要“到位”

记者:张悟本事件给养生市场敲响了警钟。养

生市场准入门槛低,监管缺乏等问题逐渐显露,作

为政府职能部门,从政策方面将如何监管?

李大宁:由于未能满足公众日益增强的提高

生命质量和养生保健的需求,社会上出现了一些

以商业盈利为目的,打着中医养生旗号的图书和

讲座节目,给公众造成了误导和伤害,也败坏了中

医药的声誉和形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与有关

部门研究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对图书出版、节目制

作中有关中医保健内容严格审核,研究制定中医

保健服务有关标准规定,严格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机构、人员准入。同时研究中医养生保健知识的内

容、范围,区别科普宣传与医疗行为的不同要求。

毛群安:卫生部健康教育中心将与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联合开展对涉及中医养生保健的图书、

刊物和电视、广播节目进行监测评估,并且以适当

的形式向社会公布。

洪永刚:新闻出版总署将采取四项措施,规范

养生保健类图书的出版。通过评选推荐、资质管

理、定期检测、加强审读等办法规范养生书市场,

一旦发现“伪养生书”,将采取曝光、停售、召回等

措施。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闻出版总署将组织开

展优秀健康科普类图书的评选活动,在国家重点

出版规划中选择一些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健康科

普读物,并向社会推荐一批真正的优秀的健康科

普图书。总署 6月 2日还成立了出版物检测中心,

今后将通过该中心定期对养生保健类图书的内容

和编校质量进行检测,对不合格的图书将根据规

定,由出版社进行召回。此外,还会与医药卫生部门

共同制定养生保健图书的审读标准,对违反科学

尝试和危害百姓健康的图书通过媒体曝光、通过

相关出版单位,切实承担责任、及时消除不良影响。

媒体担当不能“缺位”

记者:有人认为,骗子可以横行,是因有其适宜

的土壤,而这土壤就是媒体。那么,从媒体方面,该

如何加强监管?

高思华:建议从部门协调做起。媒体宣传有媒

体监管部门,卫生监管有卫生的监管部门,对讲者

资质、所讲内容的监管光凭哪一个部门是监管不

好的。因此应建立一个合作机制,利用部门协调才

能够把这块监管好。此外还可以采取强强联合的

办法,比如说大学、科研单位,国家比较有名气的中

医大家、中医专家等可以和媒体联合起来,共同选

题、共同推出这个节目,让骗子没有可乘之机,以免

误导公众。

李大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加强与媒体的

合作,在制定相关规范的同时,继续做好已有的中

医科普节目,推出精品,让中医养生保健健康发展,

同时组织中医药科普文化巡讲团,举办中医药科

普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的活动。同时,我们将加

快选拔培养一批有知识、口才好,能用老百姓通俗

易懂的语言表达中医养生保健完整内涵的中医药

科普人才,根据群众的现实需求,不断推出科学准

确的中医药养生保健科普作品。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已把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建设列入工作重点,

目前确定了 10个全国中医药(民族医药)文化宣

传教育基地。

媒体也应加强自律,不能仅仅追逐利益,尤其

是科普的内容,媒体还肩负着教育、引导公众的职

责。而且,从市场导向来说,如果一个媒体总是出现

很多不负责任的声音,虽然暂时可能得到收益,但

从长远来看,终将会被市场淘汰。只有建立起一个

负责任的形象,才能被公众所接受,那些做足噱头、

只会吸引眼球的节目,很快就会被公众否定。

真专家不能“虚位”

记者:“有照行医,无照养生”,一些伪专家打

着中医的旗号,误导公众,坏了中医养生的名声。作

为真正的专家,这时候应该做些什么?

高思华:我的第一点建议就是,顺应需求大力

推进,绝不能因为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声音,我们就

害怕了。正是因为这些错误的声音误导了公众,作

为真正的中医工作者,我们就更有义务扶正祛邪。

现在很多中医大家不愿意做科普,为什么呢?因为

老觉得讲这些东西太浅了,不如到专业学会上发

表自己独到的见解。我觉得这些观念应该消除。其

实,真正能把科普做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没有

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临床经验,是不可能做到

把深奥的东西简单地讲出来的。因此呼吁中医专

家都能积极站出来,用科学的声音占领阵地。

王琦:推广中医养生理论,现在教给老百姓都

是“术”、没有“道”,老百姓对于中医养生的基本

理论还非常模糊,这才导致了很多百姓被假专家

蒙骗。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向老百姓普及一些中

医养生基本理论,使公众具有辨别真伪的能力。这

样中医养生知识的普及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

用。

唐旭东:医院不仅有治病救人的责任,同时也

肩负着加强健康教育工作的责任。医生应尽其所

能,为患者及家属等讲明白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曹正奎:作为中医药科技工作者之家,倡议我

们的会员今后不仅要探讨学术问题,还要探讨科

普,怎样把高深的中医理论变成群众喜闻乐见的、

能够为群众容易接受的内容。此外,我们计划推出

“百名中医药科学普及金话筒奖”评选活动,通过

这个方式,让一些专家站出来做科普,不论是在电

视台、报纸上还是网络等媒体,鼓励他们把科学理

念、养生理念教给公众。

新闻链接

养 生保健的健康

信息标准年底出台
本报北京 6月 29日电 (记者金振娅)6月

28日,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赵雯在

“做称职的健康传播使者” 研讨会暨倡议活动

上宣布,目前,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正在组织制定

健康信息标准和规范建设,初步分为养生保健、

公共卫生、家庭应急等几大类,养生保健类的标

准将在年底出台。赵雯表示,此举将有助于公众

掌握基本的且在专家中达成共识的健康信息评

判标准,避免公众无法辨别各种良莠不齐的健

康信息。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为此开通了不良健

康信息举报平台。

受访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李大宁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 毛群安

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图书处

副处长 洪永刚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 高思华

国家级名老中医 王 琦

中华中医学学会副秘书长 曹正奎

中国中医药科学院西苑医院院长

唐旭东

李岚清篆刻艺术展

《印缘》揭幕
本报北京 6月 29日电(记者谌强)《印

缘———李岚清篆刻艺术展》今天在恭王府

府邸嘉乐堂及东西配殿与观众见面。此次

展览展出了李岚清同志创作的篆刻作品近

400方,展览分为 “游心印海”、“情系神

州”、“印迹人生”、“与时同行”、“艺海拾

贝”、“他山采玉”等 6个部分,并配以创作

者的书法作品、精粹的题记、短文、图片、紫

砂陶艺作品。

大陆首个县级

民俗风光摄影展赴台
本报讯 由书画家刘胄人为团长的广

东省文联参访团日前应邀赴台,举办大陆

首个赴台县级民俗风光摄影展《天下客家

人·走马美丽大埔》。摄影展显示,广东东北

部大埔县,是著名的华侨之乡、文化之乡、

陶瓷之乡、茗茶之乡,是“客家世界的香格

里拉”。参观者表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大

埔与台湾的客家习俗渊源很深。

(国良、鸣鹤、建东)

北京人文大学

开设“订单专业”
本报讯 根据供求现实优化设置学校

专业,已经成为国内高校的重要课题。北京

人文大学日前新设置了国际应用软件开

发、呼叫运营与客户管理等一批“订单专

业”,订单及特色专业开设率走在了高校前

沿。北师大教育学部教授洪成文指出:这种

紧跟经济转型步伐进行的专业革新,对中

国的高等学校专业设置改革有相当借鉴意

义。

(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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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 阴 师 范 学 院 :

省属非重点,也能“双过百”
本报记者 郑晋鸣 本报通讯员 朱延华 张同刚

在周恩来总理的故乡淮阴,有一所高校家喻

户晓,这就是淮阴师范学院。在 50余年的办学历

史中,“淮阴师范学院坚持用周恩来精神办学育

人,有选择地追求卓越,短短几年时间,学科建设、

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该学院党委书记郑勇自豪地告诉记者。

追求有所选择

“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学科也越来越多,

学校虽然要与时俱进,但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以

有限的资源发挥无限的能量。”对于学校的发展,

淮阴师范学院校长胡相峰认为,追求要有所选择。

2003年,淮阴师范学院全面启动学科建设工

作,通过精心筛选,确定了 6个院级重点学科、7个

重点扶持学科进行重点建设。2005年,该学院中国

古代文学、理论物理两个学科被确定为江苏省高

校重点建设学科,其中理论物理学科还被评为江

苏省优秀学科梯队,低维材料化学实验室也被确

定为江苏省重点建设实验室。2008年 9月,江苏省

教育厅正式公布新一轮省重点建设学科名单,淮

阴师范学院的理论物理、中国古代文学、无机化

学、思想政治教育 4个学科通过审核,被批准为江

苏省重点建设学科。

别出心裁的学科建设,让每个重点学科感到

了压力。有压力才有不断向上攀登的动力。据记者

了解,2009年淮阴师范学院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项,省

部级基金项目 17项,授权发明专利 7项,出版专

(编)著 19部,SCI(E)、EI、ISTP收录论文 111篇,权

威期刊论文 63篇。

“三留人”实现“双百”目标

作为一所距离省城近 200公里的师范院校,

要想吸引人才并非易事。淮阴师范学院想到了

“三留人”的政策:事业留人,工作自然顺心;待遇

留人,生活就能安心;感情留人,心情肯定舒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淮阴师范学院从苏北农

村请来了于北山、周本淳等知名学者;铡过马草、

当过仓库保管员的萧兵被破格调入该学院中文系

任教师。近几年,该学院还从海内外请来了 20多

位教授和博士。每逢元旦,该学院的书记、校长都

要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看望博士生、硕士生和

他们的导师,年年不断。

2009年,淮阴师范学院正高级职称人员达

103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达 106人,提前完成学

校制定的教授、博士都过百的“双百”目标。“双

高人才”不仅在学术上是青年学子奋斗的目标,他

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青年

学生。“一堂课就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块铺路石,

听文学院周桂峰教授的古代文学课,教室里似乎

飘逸着先贤的清灵气,同学们会被浓郁的古典气

息折服。”该学院大三学生仲小草如是说。

育人以学生为本

“育人当以学生为本,作为学校,要把好教学

质量的关,要让在校的学生实实在在学到知识,让

即将离校的学生安安心心走出校门。”郑勇一边

从书柜里拿出一沓奖状,一边告诉记者。

该学院张强教授指导学生汤芳的毕业论文《论

中国审美意识的起源》 获得 2009年江苏省普通高

校本专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一等奖,是江苏省同类

院校中唯一的一等奖。2009年,该学院有 472人考

取了硕士研究生,考研录取率达到应届毕业生总人

数的11.7%,录取人数和录取率均创历史新高。

如果说优秀的毕业论文和骄人的考研成绩展

示了淮阴师范学院学生们的专业素养,那么下面

一组数据则证明了该学院学生不可小觑的实践能

力:该学院是江苏省首批 13所大学生创业师范院

校之一,完成了 14项省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

划立项项目的结题验收,以及 43项训练项目的中

期检查工作,有 22个项目被新确定为江苏省高等

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立项项目。

云南大学生

创业大赛落幕
本报昆明 6月 29日电 (通讯员周皓

记者任维东)为期 2个月的云南省大学生

创业大赛、职业生涯设计大赛昨日在云南

大学圆满落幕。大赛选出了 50个优秀创业

团队和 50个职业生涯设计优秀个人集中

到昆明进入决赛。最终,专家以现场评审的

方式,评选出一等奖 3名,二等奖 6名,三等

奖 9名,鼓励奖 32名。此次大赛的 50个创

业团队将获得云南省“贷免扶补”政策的

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