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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2年首
届黄河流域戏曲演出季在济南拉开帷
幕。演出季期间，将有来自沿黄九省
（区）的11部大戏、15部小戏和1部小剧
场戏曲集中亮相，为黄河流域戏曲繁荣
发展搭建全新“舞台”。

在这场沿黄流域的艺术盛会上，“京
剧码头”烟台原创大戏京剧《戚继光》作
为演出季首场演出亮相济南梨园大戏
院，来自烟台市文化艺术中心的73位演
职人员将原创大戏带到泉城济南，烟台
舞台精品艺术创作再度迎来“高光”时
刻。记者赴济南进行了现场采访。

逢旗必夺
京剧码头再展雄厚实力

锣鼓响起、服饰扮起，胡琴一起、檀
板一打，好戏开场……21日晚19点30
分，穿越千百年的曲调在济南梨园大戏
院流转响起，京剧《戚继光》正式开演。
演出以史诗性叙事和传奇性叙事相结合
的方式，通过“三箭射三酋”、上《练兵
议》、招练义乌兵、台州大捷等情节，用艺
术的手法展现了中华儿女守疆卫土、誓
灭来犯之敌的气魄与决心。

演出现场，演员们细腻的表演和精湛
的唱腔获得了众多好评，观众沉浸在跌宕
起伏的剧情中一次次叫好、鼓掌。来自济
南的戏迷圆先生告诉记者，这部戏最吸引
人的就是戚继光的爱国故事，通过演员们
的表演，戚继光抗击倭寇的英勇故事更加
生动鲜活。线上线下联动的演出形式，不
仅让泉城戏迷过足瘾，也让线上观众大饱
眼福。当晚，京剧《戚继光》通过山东省文
化和旅游厅官方账号包含抖音、快手、好
客山东等13个“云端”平台联动直播，总观
看量达到了527.64万人次。

讲好爱国主义的烟台故事、中国故事
是京剧《戚继光》创排的初衷之一。近年
来，烟台市提出了振兴京剧码头、建设京
剧之城的目标，从精品剧目创排、京剧艺
术展演和京剧人才培养等方面着手，多措
并举，极大地促进了烟台京剧艺术的繁荣
和发展。京剧《戚继光》的成功创演是烟
台坚守初心、创排好自己的优秀剧目、擦
亮烟台“京剧码头”百年品牌的生动实践。

以戏带人
创作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能成功入选演出季沿黄河九省（区）11
部大戏之一，是对这部原创作品最大的肯
定，也是对我们烟台艺术创作通过‘名家主

创、本地主演’达到‘一部戏带活一个院团、
带出一批名角’发展模式的一个肯定。”烟台
市文化艺术中心副主任黑强有感而发。

京剧《戚继光》创排初期就坚持高点
定位，主创团队汇集了一批业界知名专
家，坚持以戏带人，手把手进行艺术指
导。同时，剧目完全使用烟台市京剧院
自己的班底，借助国内优秀的创作力量，
有效提升了院团艺术创作生产能力和演
员专业艺术水平，烟台市京剧院青年演
员贺青春也凭此剧荣获第十二届山东文
化艺术节“十佳演员”称号，一批新人通
过剧目排练演出崭露头角，迅速成长，走
上国家级、省级演出平台。

正如京剧《戚继光》主演贺青春所
言：“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为了让人
物刻画更加生动鲜活，在排练初期，全体
演职人员赴蓬莱戚继光故里、戚继光纪
念馆探根寻源、采风学习。正式进入排
练后，大家齐心协力，在导演的精心指导
下，高强度、高负荷投入排练，最终确保
了剧目的高水平呈现。

自搬上舞台以来，该剧又在福山、蓬
莱、济南等地进行了演出，受到观众和专
家一致好评。2021年7月荣获第十二届
山东文化艺术节“十佳优秀剧目”，入选第
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线上展演参演剧目，
也是全国唯一地市级入选剧目，同时荣获
第十二届“泰山文艺奖”戏剧类一等奖。

“我们会继续精细打磨，把咱们‘京
剧码头’原汁原味的作品传得更远、立得

更稳。”烟台市文化艺术中心国家一级演
员李殿清告诉记者，目前，烟台的剧目已
经进入创作、演出良好的循环模式，自
2020年开始，京剧《烟台解放》、吕剧《社
区书记》已先后进行全国、全省巡演，展
示烟台艺术创作风采。本次演出结束
后，京剧《戚继光》也将再次出发，开启保
利院线全国巡演。

讲好故事
戏曲名家给出提升新招

22日上午，2022年首届黄河流域戏
曲演出季一剧一评专家研讨会在山东新
闻大厦举行，行业内专家和主创团队代
表围绕京剧《戚继光》的创作演出各抒己
见，畅谈对该剧的看法。

研讨会上，专家对戏曲的人物设定、
音乐创作以及主要演员的表现等都予以
了赞扬与肯定。整部作品在呈现上比较
完整，艺术上有统一的结构，统一的表
现，统一的风格；导演用比较传统的表现
方法，使舞台整体表现比较流畅，剧目的
音乐和唱腔按照演员的条件来写，发挥
了每个演员的特点；舞美剪影式的表达
方式，通过灯光打出层次，表现出简洁、
大气、优美的状态。大家认为，烟台市文
化艺术中心作为地市级院团，不仅整体
氛围良好而且有很强的凝聚力，为剧目
创排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研讨会上，针对人物刻画和情节演

绎，专家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设性意见，希
望剧目在逻辑性上再下些功夫，通过小
改动、大提升，把真正的冲突点、好看的
东西在舞台上呈现给观众，通过进一步
提高，让烟台原创剧目走向全国。“借助

‘一剧一评’，专家们对剧目提出了很多
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感谢主创团
队的辛勤付出和劳动，专家们不吝赐教，
给我们提出很多中肯的意见。”市文化和
旅游局副局长蒲晓虹在研讨会上表示，
烟台将借助专家的会诊点评，从剧目编
排、演员服装造型、音乐打造方面给予充
分保障，争取把剧目打造成思想精深、艺
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佳作。

历史和人文的积淀，让烟台留下了
众多经典的文学印记，也为烟台文艺创
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近年来，烟
台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守
艺术理想，艺术创作成果丰硕。新创排
了京剧《戚继光》《烟台解放》、吕剧《社区
书记》《西海地下医院》、音乐剧《审判日》
等50余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众多精品
剧目相继走上国家省级节会、省委党校、
保利院线等高端化、市场化平台，丰富了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展现了烟台

“京剧码头”的风采。
下一步，烟台将以京剧《戚继光》进

一步的打磨提升和保利院线的全国巡演
为契机，着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
荣全市艺术创作，为烟台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摄影报
道）“大东社区幼儿园北侧有一处深沟，
大片垃圾裸露堆放，影响市容。”市民陈
女士向记者反映。6月20日下午5点，
记者来到位于芝罘区大东夼东南街37
号的大东社区幼儿园看到，北侧山脚下
有一处深度约两至三米的土坑，其中布
满了废旧水瓶、塑料袋、泡沫盒等垃圾，
甚至还有旧衣服、运动鞋等杂物。

“经常有附近居民在这里乱丢生活
垃圾，各种废弃物把这里堆成了一座垃
圾山。后来这里好像被人清理过，但是
仍然不彻底，现在还是垃圾遍布。”陈女
士告诉记者。采访中，正在等待孩子放
学的市民毕先生告诉记者，“垃圾坑”所在
的位置距离山体很近，因此较为“隐蔽”，
是城市环境卫生治理中的一处“死角”。
他认为，这一“垃圾坑”不仅影响了城市环
境，还很容易造成危险。相关部门应该及
时清理深坑中的垃圾，尽快将此深坑进行
填埋处理，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彻底
消除安全隐患。

记者在现场采访时发现，陈女士所
看到的“垃圾坑”只是“冰山一角”。顺
着深坑北侧的土路向东走约50米，可
以看到山沟内漫山遍野混杂堆放的废
旧物品和生活垃圾，俨然一座山中“垃
圾场”。

城市环境卫生，不应有“死角”。记
者看到，这处隐藏在市区中的“垃圾山”

距离芝罘区大东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不足
百米。采访中，不少辖区居民认为，社区
应加强对辖区卫生环境的巡逻监管，及
时劝导、阻止随意倾倒垃圾、堆放杂物等
不文明行为，及时对“垃圾坑”“垃圾山”
进行卫生清理和绿化处理，解决周边群
众家门口环境脏乱差的问题，为社区居
民营造一个干净、清爽的出行环境。

幼儿园旁有个“垃圾坑”
大东社区幼儿园北侧山脚下土坑垃圾遍布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殷新
通讯员 程刚 摄影报道）淘金小镇、黄
金博物馆、罗山国家森林公园、架旗山
游乐园、辛庄滨海旅游度假区、南海林
苑、珠宝首饰城……从今天开始，您只
需凭一张“中国金都全域旅游惠民
卡”，就能够享受全年不限次数免费游
览招远5家A级景区的基础权益和12
项附加增值权益。

为充分发挥旅游业带动消费、拉
动内需的引擎作用，进一步提振消费
信心，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回补，
助力疫情影响下文旅行业复苏，结合

“山东人游招远”“烟台人游招远”系列
活动，招远市文化和旅游局以“中国金
都黄金之旅”旅游产品体系为基础，围
绕“金泉山海古村落”核心旅游资源，
依托A级景区、旅游度假区、新项目、
新业态，在第六届招远市文化和旅游
惠民消费季期间，在旅游市场全新推
出“中国金都全域旅游惠民卡”。全域
旅游惠民卡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
作、惠民惠企、注重实效”的原则，涵盖
了景区、度假区、温泉、酒店等多个消
费场所。全域旅游惠民卡采用线上电
子卡发行模式，实现“一卡在手，畅游
金都”。

“中国金都全域旅游惠民卡”面值
159元，游客在惠民卡有效期限内可不
限次数游览国家4A级景区、省级旅游
度假区——招远罗山黄金文化旅游区
（包含罗山国家森林公园、淘金小镇、
黄金博物馆）、国家3A级景区招远架
旗山游乐园、国家3A级景区招远辛庄
滨海旅游度假区、国家3A级景区招远
南海林苑景区、国家3A级景区招远珠
宝首饰城。

12项附加增值权益为：1.赠送招
远架旗山游乐园摩天轮、旋转木马2
个游乐项目；购买招远架旗山游乐园
通票9折优惠。2.赠送招远大唐金汤
园荷花宫洗浴1次；荷花宫洗浴享受
大唐会员价格30元/人，入住罗峰春
客房挂牌价5折优惠。3.赠送招远南
海林苑景区七彩旱滑1次；购买游乐
项目通票4.5折优惠，购买游乐项目单

票8折优惠。4.招金舜和国际饭店原
价108元/位的巴西烤肉自助餐，按88
元/位结算；原价398元/间的标准间按
328元/间结算。5.龙湖大酒店豪华大
床（标间）328元/间，早餐48元/位，自
助餐88元/位。6.春雨滨海酒店住宿
挂牌价8折优惠，餐饮9折优惠。7.黄
金海自驾车营地木屋民宿门市价7折
优惠。8. 招远珠宝首饰城内招金银
楼、鲁鑫首饰、金万福珠宝、世纪缘钻
石4家店铺顾客凭全域旅游惠民卡购
买k金可享吊牌价8折优惠。9.金城
温泉大酒店原价48元/位的洗浴、游
泳门票，按38元/位结算；原价290元/
间的标准间、300元的大床房，按199
元/间结算。10.玲珑兴隆盛大酒店标
准间原价178元/间,大床房原价208
元/间以挂牌价8折优惠，餐饮9折优
惠。11.金都宾馆一号楼原价380元/
间的标准间按 278 元/间结算，原价
380元/间的单人间按298元/间结算；
商务楼原价179元/间的标准间按138
元/间结算，原价238元/间的三人间按
208元/间结算；餐饮9折优惠。12.经
纶酒店原价208元/间的双标间，优惠
价158元/间。

游客办理“中国金都全域旅游惠
民卡”，可微信搜索“招远文旅”微信公
众号，点击公众号下方菜单“文旅惠
民”中的“全域旅游惠民卡”进行办理，
按照界面提示操作，操作步骤完成之
后第二天开始有效，有效期1年。

全域旅游惠民卡仅限本人购买
使用，游客到达全域旅游惠民卡合作
单位后，向工作人员出示惠民卡二维
码和本人身份证，经工作人员验证后
即可使用。惠民卡中5家A级仅含
景区首道门票，不包括其他二次消
费。

中国金都全域旅游惠民卡解释权
归招远市文化和旅游局，咨询电话：
0535-8399899。全域旅游惠民卡的
出台是招远市文化和旅游局进一步优
化文旅行业供给侧结构改革，推动旅
游业转型发展，实践文旅新惠民的重
要举措。

旅游惠民卡“一卡畅游金都”
159元全年不限次数免费游览招远5家A级景区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逄苗）5
月16日，本报记者报道了《内夹河大桥
下卫生堪忧》，曝光了福山区内夹河大
桥下清洋河河道沿岸环境卫生情况堪
忧，绿化草地内垃圾散落，影响市容市
貌。时隔数日，内夹河大桥下卫生情况

如何，是否回归干净整洁？为此记者进
行了实地采访。

昨日下午，记者驱车来到位于福山
区人民医院对面、河滨南路的清洋河畔，
不少市民在此垂钓、散步。“最近一段时
间，河道沿岸的卫生情况明显好转，大桥
底下也比之前干净很多了。”记者采访
时，恰巧碰见常来此处游玩的市民王大
爷。记者沿河道沿岸一路向北走去发

现，之前的空瓶子、塑料袋、卫生纸等垃
圾已被清理干净，内夹河大桥下也恢复
了以往的干净。“针对市民反映的情况，
我们第一时间采取了措施，派河道巡查
员到现场查看处理。”福山区水利局工作
人员表示，为了让河道卫生持续保持干
净整洁，该局增加了河道巡查的频次，发
现卫生死角及时清理，及时制止乱扔垃
圾等不文明行为，维护良好城市环境。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洁
通讯员 肖锋 摄影报道）规范户外广告
管理，提升城市品质，近日，莱山滨海路
街道集中开展辖区内高空户外广告专
项整治工作，对违法违规设置的高空户
外广告依法予以拆除，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为辖区居民营造一个舒适、安全的
出行环境。

陈旧破损、违规设置的高空户外广
告招牌一直是马路上的“定时炸弹”，对
过往行人、车辆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整
治前，滨海路街道执法人员先行对辖区
内无主破损、结构老化、审批手续过期或
未经审批违法违规设置的户外广告逐一
排查，登记造册，摸清底数。同时，坚持

“自主拆除在先，强制拆除在后”的原则，
通过登门告知、法规宣传、发放告知书等
方式，争取商户支持配合，并动员其自行
限期整改或主动拆除违法违规设置的户
外广告招牌。对拆除不便的部分户外广
告，组织专业作业人员、切割设备、大型
机械设备等进行协助拆除。

在拆违现场，执法人员拉起警戒
线，有效管控现场秩序，确保拆除行动
安全有序。楼顶上，拆除人员利用专业
器械开展拆除工作，再运用吊车高空固
定、气割分离等方式，将楼顶广告牌分
解拆除。截至目前，共拆除违法违规设

置的高空户外广告牌30处，面积约560
平方米。

下一步，滨海路街道将持续以日常
管理与集中整治相结合的方式，查漏补
缺，巩固整治成效，确保户外广告设置规
范有序，切实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21日，
市民刘女士致电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反映她在莱山德尚世家停车
场，停车不到一小时，扫码收费10元停
车费，让她很不解。

据刘女士介绍，她是当天下午2:10
停到2:55分，在离开时，扫码收费10

元，当时她就觉得不对，但因后面还有
车在催，她就扫码缴费离开了，当时她
还拨打了一个电话反映此事，结果也没
打通。“但在我前面出来的那辆车收费
就是1元，我的就是不到1小时收费10
元，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烟台民意通记者就此事致电德

尚世家物业，工作人员介绍，道闸收
费系统的确是出了故障，现在杆已经
都抬起来了，正在维修系统。工作人
员表示，可以根据刘女士的车号，查
出她的停车和收费信息，把多收取的
停车费退给她，并对给她造成的不便
表示道歉。

擦亮“门面”促文明
莱山滨海路街道集中整治高空户外广告

停车不到1小时收费10元
物业称收费系统出现故障可以退费

福山区内夹河大桥下干净了

京剧京剧《《戚继光戚继光》》剧照剧照。。

招远辛庄滨海旅游度假区招远辛庄滨海旅游度假区。。

“京剧码头”再迎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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