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黔浙两地话剧团联手打造献礼剧———

全景史诗话剧《雄关漫道》杭州首演

� � � � 本报讯 6 月 27 日晚，贵州省话

剧团与浙江话剧团再次联手打造的全

景史诗话剧《雄关漫道》，作为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建党 98 周年的献礼剧，

在杭州浙话艺术剧院成功首演。

该剧将视角投向党的长征中极

为独特与严峻的一段历史，以“湘

江惨败、翻越老山界、通道转兵、黎

平会议、强渡乌江天险、挺进遵义

城、召开遵义会议” 为主要叙事线

索，将领袖、士兵和百姓，生者和死

者融汇于时代命运的大环境中，以

全新的视角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

的人物形象， 以传承革命初心，弘

扬长征精神和共产党人的理想信

念。 此次演出赢得广泛而热烈的赞

誉。

作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献礼

剧目，话剧《雄关漫道》于 6 月 27

至 29 日在杭州参加此次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红色剧目展演后，7

月底将参加 “初心和使命———红色

信仰巡礼” 致敬遵义专场演出；8 月

初参加 2019 多彩贵州艺术节开幕演

出以及 2019 中国西部优秀剧目展

演；9 月底又将在杭州参加纪念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优秀剧目展演。

（本报记者 赵红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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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廷瑶廉政文化现象之

“碑志艺术” 鉴赏会举行

� � � � 本报讯 6 月 28 日，由贵

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 乌当

区文联联合主办的高廷瑶廉

政文化现象之 “碑志艺术”

鉴赏会在乌当举行， 现场展

出了高家 （民国贵阳三大家

族之一、以“高家的谷子” 闻

名）的先贤碑志遗迹拓片。顾

久 、黄万机 、厐思纯 、王尧礼

等十多位省内文化学者、文

史专家以及高家后人代表出

席鉴赏会， 并围绕高家文化

遗迹的现状与保护， 高家乡

贤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主要

特征以及现代价值等话题展

开研讨。

据悉 ， 近现代史上的高

家，既走出了以高廷瑶、高以

廉、高以庄、高培谷等为代表

的传统士大夫， 他们为官清

廉、尊师重教、惠泽乡梓，又走

出了高昌谋、高旭、高言志、高

言诗、高言书、高言善、高铭锜

等地下党员、革命烈士，为贵

州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部

高家家族史，便是贵州近现代

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据介绍，2017 年 11 月，乌

当区以区作协为主体，启动了

大型历史文化著述《时光的拓

片———走近贵阳高氏家族》一

书的编撰工作，该书以高家历

代文化精英的人生经历为主

线， 推进高家世家文化研究。

编撰过程中，主撰冯飞前往安

徽六安、合肥，广西平乐，广东

肇庆、 广州及四川的成都、资

中等地，循着高廷瑶、高培谷

曾经为宦履职之地进行考察，

找到了资中人民为高培谷所

立的“德政坊” 等重要遗物。

今年 4 月，在我市永乐乡原高

氏墓地找到四块碑石，经判定

为有“蜀中伯乐” 之称的高培

谷的墓志铭。 当下，乌当区北

衙村“高家大屋” 、云岩区文

笔街“高家花园” 是最广为人

知的高家遗迹。

活动现场， 高家后人高昌

笃、文史专家李芳、书法家罗

进还分别介绍了“高培谷墓志

铭” 的出土经过、拓片心得以

及书法艺术价值。

（本报记者 郑文丰）

大型木偶剧《长征路上的小红军》

在筑上演

� � � � 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共产

党建党 98 周年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七十周年，7 月 1 日

晚，贵阳演艺集团木偶剧团原

创大型红色题材木偶剧《长征

路上的小红军》在贵阳星光剧

场上演。 此次演出由市委宣传

部、市文旅局主办，贵阳市旅

游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与贵阳演艺集团有限公

司承办。

该剧从贵州遵义红军烈

士陵园里两个小红军战士的

铜像对话开始， 为观众轻轻

掀开红军在长征路上可歌可

泣的壮烈篇章。 剧情始终贯

穿着“长征路途千难万险，信

仰火炬永不熄灭” 的精神理

念，通过讲述小故事，颂扬大

精神。 感人的故事，通过生动

的艺术表现形式， 深深打动

了现场观众。

据了解 ， 担纲演出的贵

阳木偶剧团创立于 1979 年，

剧团自成立以来， 创作编排

了 《孙悟空之三打白骨精》

《白雪公主》《猪八戒背媳

妇 》《水寨龙珠 》《侗寨寻

歌 》《黄果树瀑布传奇》以

及《东郭先生和狼》等大型

木偶剧， 深受广大观众的喜

爱。 曾荣获第三届全国木偶

皮影金狮奖银奖 、21 届国际

木偶艺术节“优秀剧目奖” 、

第四届全国木偶皮影金狮奖

展演“优秀剧目奖 ” 等多项

国际国内、 省市大奖。 秉着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长征精

神的宗旨， 该剧团又奉上了

《长征路上的小红军》 这一

原创力作。

（本报记者 赵红薇）

贵州京剧院“戏聚星期五” 举办特别活动

用国粹唱响红色旋律

� � � � 本报讯 6 月 28 日，贵州

京剧院国艺剧场内洋溢着热

烈的气氛， 在建党 98 周年到

来之际，贵州京剧院在这里举

办了“戏聚星期五” 第 197 期

暨庆祝建党 98 周年 “七一”

专场。

此次活动， 贵州京剧院在

一个月前就开始准备，精心策

划安排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专题演出，经过

近一个月的排练，成功举办了

此次特别的“戏聚星期五” 活

动。

在近 3 个小时的演出中，

来自贵阳及省内各地的戏迷

票友与贵州京剧院的党员干

部、演职员工一起，你方唱罢

我登台，纷纷献上自己的拿手

好戏， 用国粹唱响红色旋律，

用京剧演绎经典。 特别是京剧

院的青年演员们为此次活动

排演的原创红色京剧 《息烽

七英烈》，表现了关押在贵州

息烽集中营的张露萍等革命

先烈在狱中与敌人进行艰苦

卓绝的斗争，讴歌了先烈们的

崇高信仰与英勇无畏的革命

精神，感动了全场观众。

（本报记者 赵红薇）

贵阳首个家庭音乐空间成立

� � � � 本报讯 6 月 30 日，贵阳

首个家庭音乐空间成立仪式

暨中法艺术文化交流活动在

观山湖区喀斯特广场举行。 今

后，该“音乐空间” 将致力为

贵州省 5 万个家庭提升音乐

素养，并长期为音乐爱好者提

供免费沙龙场所。

据介绍，2019 年时值中法

建交 55 周年， 本次活动还邀

请到法兰西共和国驻成都总

领事文化专员白洛华（Flora�

Boillot）女士。 白洛华女士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她第一

次到贵阳来，很高兴看到贵阳

成立这样的音乐空间，今后双

方将加强合作，促进中法艺术

文化交流。

在活动中，新落成的“家

庭音乐空间 ” 举行了 “首

秀” ，由贵州本土的室内乐团

带来 了一 场精 彩 室 内 乐 演

奏。

“室内乐，是指在房间内

演奏的‘家庭式’ 的音乐，原

来是欧洲贵族宫廷中由少数

人演奏、演唱，为少数听众演

出的音乐。 近年来，这种古典

的音乐表演形式， 在贵阳逐

步兴起，此次成立的‘家庭音

乐空间’ 就非常符合这种室

内乐的表演。 ” 采访中，来自

贵州本土室内乐团———“穿

乐者乐团” 单簧管演奏师韩

耀讯表示，他了解到，目前贵

阳已经有 4、5 家相对成熟可

演奏室内乐的工作室， 希望

更多的音乐空间成长起来 ，

丰富 贵阳 贵州人 的 文 化 生

活。

贵阳首个家庭音乐空间

的 创始 人吴 朝 阳 董 事 长 介

绍， 该空间旨在把全世界的

好钢琴都集中起来， 为贵州

琴童琴友们搭建一个免费的

“空间 ” ，大家来玩耍 、学习

和交流，以音乐会朋友，在贵

阳的空间搭建成熟后， 将逐

步向省内其他城市推广。“希

望在全省能为 5 万个家庭打

造‘音乐厅’ 。 ”

（本报记者 游红）

����“戴蕴珊别墅” ，一个在地图上查询不到地理坐标的百年建筑，经过十个月的前期勘察设计、半年的修复，于 6 月 29 日

下午正式对外接待大众参观，这也是我市首个由社会力量自筹资金完成修复、开启活化的古建项目。

在开放日当天举行的名为“发现、保护、修护、活化” 的沙龙活动上，戴蕴珊别墅修复项目负责人就“戴公馆的现状与

原状” 进行了主题分享；戴蕴珊别墅项目社会力量活化项目代表蒋宇翔，阐述了戴公馆修复后活化利用的理念。

贵阳首个民间力量修复的文物建筑“戴蕴珊别墅” 完工———

探索本土古建活化之路

本报记者 郑文丰 /文 石照昌 /图

从“新高度” 到“城市夹缝”

� � � � 九十多年前，老贵阳的“状元街”

上新添了一处三进院落的宅邸。 宅邸

有正楼一栋， 占地约 500 平方米，三

层，是旧时筑城的“新高度” ，立于楼

顶可俯瞰当年的贵阳老城。 在正楼后

面，还有右厢房与后楼相连，均为二层

建筑，占地约 100 平方米。 后楼为歇

山式建筑，前后有回廊，砖木结构。 中

式歇山顶下杂糅着欧式的拱门、回廊，

灰黑色墙面、白色勾边的花墙，常见的

青砖青瓦与当年罕见的彩色花玻璃门

窗。 据说，建筑用的梓木、彩色玻璃，

都是通过汽车、马驮等方式从湖南、湖

北、上海等地运来，用材讲究。

整座宅子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类

似的建筑贵阳也有几处， 如王伯群故

居、毛光翔公馆、虎峰别墅等。 这些建

筑，成为近代建筑在贵阳遗存的典范。

宅子的主人名叫戴蕴珊，清光绪

二十一年（1895 年）农历癸巳腊月

初八巳时， 戴蕴珊生于贵州麻江县

乐坪乡一户寻常人家， 略略读过几

年私塾 ，便当学徒 、做生意 ，得到湖

南商人张文斋赏识，往返于湖南、贵

阳等地。 十多年后，戴蕴珊跃为省城

富商，人称“南百万” ，即“省城南面

的百万富翁” 之意。 民国年间，戴蕴

珊曾任省商会主席。 1955 年病逝于

武汉家中。 生前在贵阳的这处私宅，

被称为“戴公馆” ，也被称为“戴蕴

珊别墅” 。

近百年间，行行色色的人在“戴

公馆” 进进出出。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

“戴公馆” 曾接待和居住过进步人士

和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并设有一个图

书馆，举办过文化补习班，实际是引导

大家走向进步和宣传革命思想。 为研

究贵阳民国历史和建筑提供了实物资

料。 1946 年 3 月，西南学运领导人彭

珮云等从昆明随西南联大迁返北平路

过贵阳， 在戴家三楼上与贵阳各大学

学生举行座谈，分析时局发展，交流学

运经验， 互相鼓舞斗志。 戴蕴珊的二

儿子戴绍民是这些活动的积极支持者

和参与者。 1949 年 8 月 9 日，戴绍民

不幸被捕， 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

杀害于马家坡，是贵阳“双十一” 惨案

烈士之一。

解放后，“戴公馆 ” 曾是“绍民

幼稚园” 所在，以纪念戴绍民烈士，

1951 年改建为贵阳市第三幼儿园。

团市委也曾借此房办公 。 1958 年

起，“戴公馆 ” 先后成为贵阳市百

货公司 、公安局二分局 、清真糕点

厂、贵阳市土产公司、甲秀针纺等办

公地。2015 年 9 月，“戴公馆” 经贵

阳市人民政府核准公布为市级文

保单位。

记者 2018 年 12 月 26 日前往

“戴公馆” 探访时，“戴公馆” 的墙上

满是时光积累的印记： 贵阳市总工会

“奖给贵阳市土产公司秘书科工会小

组先进集体” 的奖状，时间为 1994 年

12 月； 不明年代的 “女工生产宣传

栏” 、建筑公司流程表……这时的“戴

公馆” ， 早已被四周的高楼大厦所包

围，四周堆满了垃圾。 房屋门窗朽坏，

彩色玻璃落满尘土，墙体粉饰脱落，木

地板、木楼梯槽朽，在中心城区摇摇晃

晃。“从高处看，戴公馆像是置身繁华

夹缝中的废墟。 ” 戴公馆修复项目负

责人说。

从城市夹缝的废墟中再生

� � � � 2018 年 12 月 26 日，“贵阳市戴

蕴珊别墅修复工程” 举行开工仪式。

在此前十个月的时间里，修复团队按

照文物修复的“保存现状原则、恢复

原状原则、可逆性原则、可识别原则

和最小干预原则” 五原则，同合作方

一道对戴蕴珊别墅进行了全方位监

测和修复设计，按照原材料、原工艺、

原结构、原形制修复戴蕴珊别墅。

相关负责人介绍， 经过多次进

场勘测、设计和多次清理垃圾，不但

清理出 300 多立方米堆积在各处的

生活垃圾， 也最终将这座因地制宜

设计独特的老宅调查清楚： 实际上

戴蕴珊别墅并不是常见的长方形建

筑， 也不是修复组初期调查的平行

四边形建筑， 而是因地制宜建成了

一座不等边四角形建筑。 巧妙选址

具有稳固的地基不但是这座老屋百

年不倒的原因之一， 也让这座老楼

在百年城市变化中， 没有受到周边

兴建高层建筑影响而出现地基塌陷

等情况，实属难得。

在开工仪式当天，修复团队在戴

公馆正对面的升远大厦高处，添设了

一处视频设备，用于记录整个修复过

程。 今年 5 月底，修复保护工程基本

竣工。

修复只是第一步。文物活化是对

文物最好的保护，尤其是建筑。 城市

古迹如何融入现代生活？ 如何在原

汁原味保护的基础上盘活古迹 ，让

它们继续为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发

挥作用？ 这些已经成为国内很多城

市在文物保护中不断面临的深度课

题。 近年来，随着社会组织参与文物

保护的法律和政策环境日益优化：有

关公共文化服务以及文化遗产保护

的法律法规， 如 《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博物

馆条例》等，都以切实保障公民的文

化权利为宗旨，不断鼓励和引导社会

公众参与到文物的保护与活化中。

在贵阳，“破题” 的是戴蕴珊别

墅的修复、活化团队。“让历史建筑融

入现代生活，必须延续其原有生活功

能，居住在其中的人是活态文化的一

部分，让他们更安居乐业才是保护初

衷。 ” 贵州 UNLIFE 三位创始人及循

美匠心团队一群人一拍即合———决

定以“社会力量” 的身份，自筹资金

投入到老房子的修复与活化工作中。

“我认为活化利用而不是呆板死

守，保护历史文化，不是将古迹封存，

放在玻璃橱窗里。而是需要将这些历

史文化资源，将其与现代社会功能衔

接， 让如戴蕴珊别墅这样的百年老

屋，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 ” 戴蕴珊

别墅项目社会力量活化项目代表蒋

宇翔介绍说， 经过反复的推敲考虑

后，团队决定延续戴蕴珊别墅的历史

文化，将修复后的戴蕴珊别墅作为一

个文化艺术中心进行活化运营，让这

座老楼再次回归到贵阳人的生活中。

自此，戴蕴珊别墅成为贵阳市第一个

由社会力量自筹资金修复的市级文

物建筑， 在贵州古建活化之路上，率

先走出了一步。

筑城广场市民才艺大赛之“舞蹈比赛” 第三场

精彩舞蹈新作 展现市民风采

� � � � 本报讯 6 月 29 日，

“周末大舞台·市民展风

采” ——— 2019 筑城广场市

民才艺大赛之 “舞蹈比赛”

第三场在筑城广场下沉式舞

台举行，本场为“贵阳市舞

蹈新作品大赛暨‘爱我中华

风雨同舟 贵州省优秀舞蹈

展演选拔赛’ ” ， 来自 10 个

区市县及各院校选送的 52

个节目进行了精彩的展示。

在持续一天的比赛中，

各参赛队以洋溢的激情、自

然大方的表现投入到比赛

中， 表演节目形式多样、丰

富多彩，有赞美祖国、歌颂党

恩的《爱我中华》《中国美》

《红色光芒》《闪闪的红

星》，有展现家乡美的《林城

之恋》《五色观山》，更多的

是展示苗、侗、布依、彝族等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的

《美丽小锦鸡》《多嘎多耶》

《好花红》《彝家欢歌》 等，

整场比赛包含了现当代舞、

民族民间舞、时尚舞等舞种。

精心编排的舞蹈、 精彩的表

演，吸引了过往行人，看台上

坐满了观众， 热情的掌声一

浪高过一浪。

比赛结束后，经过评委

现场打分，获得本场比赛前

十名的节目直接进入到 9

月将举办的 “贵州省优秀

舞蹈展演赛” 决赛。 同时，

本次舞蹈大赛还将根据三

场比赛的分数高低排名，评

出一等奖 3 名 ， 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9 名，优秀奖 12

名；编创奖 3 名，指导老师

奖 6 名。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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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修复后的戴公馆券廊里参观修复主题摄影展。

▲修复前的戴蕴珊别墅外墙。

▲

修复后的戴蕴珊别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