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演于1979年的民族舞剧《丝路花雨》近
日亮相舞蹈综艺《舞千年》，随即登上微博热搜
榜，《反弹琵琶》《梦幻伎乐天》等舞段被网友点
赞“跳活了沉睡千年的敦煌”。惊艳人们眼眸
的不只是《丝路花雨》，经典舞剧《铜雀伎》《孔
子》《昭君出塞》……这些散落在艺术长河里的
优美舞蹈，通过《舞千年》的全新呈现再度闯进
观众的视野。有观众称，看完《舞千年》，一秒
入坑中国舞，为我们的传统文化而自豪。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源远流长，然而，让传
统文化焕发生机并不容易，而且也难以体现出
崭新的魅力。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潮”
正显现出澎湃活力。特别是河南卫视推出的
《元宵奇妙夜》《清明奇妙游》《端午奇妙游》《七
夕奇妙游》等“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吸引了大
批观众。《唐宫夜宴》《洛神水赋》等舞蹈频频

“出圈”，闯出了“传统文化+新潮表达”综艺新
路。优秀舞台艺术“邂逅”XR、水下摄影等高
新技术，可以营造出让观众耳目一新的“奇
观”。

《舞千年》的制作人、总导演之一姜小巍
表示，“如果一味堆叠视觉特效就容易让观众
产生审美疲劳，更可能模糊这档节目传统文
化的底色。”在《舞千年》的拍摄过程中，如何
让创作于几十年前的经典舞段既保持原汁原
味又呈现时代新意，需要艺术语言的迭代更
新；如何将13支国内顶尖舞蹈院团、24支优
秀作品完美融入一个综艺平台，需要内容结
构上的重塑再造；如何打通古典文化、高雅艺
术与现代观众的隔阂，更需要节目理念上的
创新突破。经过 8个多月的筹划、拍摄和打
磨，《舞千年》延续了“中国节日”系列的“综
艺+剧集”气质，构建了跨越时空的故事背
景。于是，《舞千年》火爆出“圈”，中国舞让新
时代的人们一秒“入坑”，助推传统文化实现

多圈层深度渗透。
除了极具美感与历史风韵的舞蹈，《舞千

年》还呈现了与之相关的历史故事、文化艺
术、服饰礼仪等“硬核”知识。姜小巍认为，

“一支舞蹈牵动了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蕴藏着
一份真情。我们希望《舞千年》能让中国古典
舞走出殿堂，更期待动人的中国故事由此走
进青年观众心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
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说，以文化
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
界。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
中国故事，以更为深邃的视野、更为博大的胸
怀、更为自信的态度，择取最能代表中国变革
和中国精神的题材，进行艺术表现，塑造更多
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努力展示一
个生动立体的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谱写新篇章。

《铜雀伎》首演于1985年，《相和歌》的创
作灵感源自 1956 年在四川出土的画像砖。
姜小巍认为，中国舞自带隽永平和的气韵，有
着抚慰人心的力量，那种从文化底蕴中生发
出来的肢体语言能瞬间将观众带入诗情画意
之中。如何让2000多年前的故事、65年前出
土的文物、36年前创作的舞剧与现代“无缝”
连接？《舞千年》不仅打造沉浸式舞台空间，呈
现美轮美奂的舞蹈艺术，还糅杂影视剧叙事
方式，呈现角色的人物弧光。借助影视化的
手段，将舞蹈情感融汇于故事之中，引领观众
触及其情感内核，《舞千年》让传统文化焕发
出撼动人心的时代魅力。

让传统文化绽放时代魅力
◎张魁兴

“放歌新时代”内蒙古原创歌曲
演唱会坚持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
一，观赏性与持久性相一致，从节目、
舞美、视觉设计，到曲目选择、服装道
具等诸多环节，紧紧围绕了这一主
题。应该说，“放歌新时代”内蒙古原
创歌曲演唱会，是近年来内蒙古文艺
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围绕“建
党百年”“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精
准扶贫”“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主
题开展的文艺创作的优秀成果。

音乐会重点展示了内蒙古文艺
工作者们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
领风尚的生动实践，用音乐解锁了生
活在这片热土上的各族群众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幸福密码。
演唱会邀请的有德高望重的艺术大
家，也有正值盛年的中青年艺术家，
还有在全国崭露头角的内蒙古籍艺
术新秀，更有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
体的文艺工作者，以及来自内蒙古各
地的各族群众。

演唱会的主题已经说明，演唱会
中百位内蒙古文艺工作者的忆初心、
诉衷肠，生动展示文艺界爱国、为民、
崇德、尚艺的价值追求。整场演出充
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文艺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的独特优势
和力量。用音符舞姿描绘了壮美山
河，礼赞伟大时代，讲述动人故事，演
绎美好生活，热情讴歌了建党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
复兴的丰功伟绩，生动展现了各族儿
女在党的领导下豪情满怀、英姿飒爽
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激励各族
人民砥砺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

“放歌新时代”内蒙古原创歌曲
演唱会，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内蒙古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这一台演唱会以丰富的艺术形式通
过网络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展现了原
创歌曲的魅力。开场歌舞从《在那百
花盛开的草原上》开始起唱，中间又
夹杂了《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鸿雁》
《天堂》《天边》《呼伦贝尔大草原》《雕
花的马鞍》《往日时光》《敖包相会》
《草原人民永远歌唱共产党》等脍炙
人口的草原歌曲，成为一气呵成联唱
下来的艺术作品。加上内蒙古艺术

剧院歌舞团群舞的作伴，画面直接把
观众引向了美丽草原的深处和歌舞
海洋的斑斓当中。演唱会中演唱的
这些歌曲是一代一代音乐人、艺术家
根植文化底蕴深厚的内蒙古大地创
作出的内蒙古原创歌曲中耳熟能详
的经典。这些歌曲在岁月的长河中
奔流、激荡，每一首都带着内蒙古人
的情感记忆，也牵系着祖国各地群众
对内蒙古这片土地的向往。在演唱
会上，内蒙古新一代、更新一代的音
乐人用一首首新歌向老一辈艺术家
致敬。

接下来演出的歌舞依次为：歌曲
《奋斗》、歌舞《永远的牧歌》、歌曲《嘱
托》《风儿的诉说》《我是你放牧的那
朵云》《远大前程》《天上的云朵》《平
安回来》《万岁我的祖国》《绿水青山
好家园》《爱上敕勒川》《各族儿女心
向党》等一系列精彩曲目。以上这些
歌舞均是令人欢快和鼓舞之作，让观
众不仅感受到感官的快乐，而且更重
要的是，从这些艺术作品的内涵中收
获到精神的鼓舞。

我们听一首歌听的是音乐，感受
的是心情。在演唱会演出的很多经
典歌曲中，我们都不难找到情感的共
鸣。这也是一首歌能流行能传唱的
原因。内蒙古这片土地是音乐的富
矿，有音乐人挖掘不尽的宝藏。从
《敖包相会》《草原晨曲》到《美丽的草
原我的家》《雕花的马鞍》《陪你一起
看草原》等耳熟能详、传唱全国的歌
曲，我们总能感受到心灵的抚慰，唤
起美好的回忆。经过岁月的淘洗，这
些歌唱依旧散发着光泽，这也正是经
典之所以为经典的魅力。让我们向
这些从泥土中萌生、在心灵中孕育的
歌典致敬，向恒久不息的艺术星光致
敬！

奋进的内蒙古、飞奔的新中国正
在路上，一百年的辉煌是新中国的奇
迹。这豪迈的歌声，唱出了内蒙古各
族人民的深情厚谊。站在“两个一百
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要把这些优
美的歌曲传递给我们的力量，转化为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
动，坚定理想信念，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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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各
民族手挽着手、肩并
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人民是文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术可以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文艺
评论

提起黄河，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有一
种别样的感情，或向往、或难忘、或自
豪、或感慨、或魂牵梦绕、或心潮澎湃，
等等。它雄宏壮阔，奔流不息，从巴颜
喀拉山下出发，浩浩荡荡，百折不回，以
其5464公里之躯，滋润了华夏大地，养
育了中华儿女，书写了悠久历史，创造
了灿烂文化，凝聚了民族情感，培育了
伟大精神。恒久以来，有多少文人墨
客、艺术赤子为它倾倒、为它挥毫，留下
了无数不朽诗篇和壮丽画卷，代代相
传，历久弥新。

2021年岁末，“中华魂 黄河颂——
赵褔油画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举
行，展出画家赵福20多年来黄河流域
写生作品95件，引起广泛关注。

赵福是黄河的子孙，对黄河有着深
厚的感情。早在2000年，他就随呼和
浩特文联组织的美术、摄影家“万里黄
河采风团”，沿黄河上游采风写生，一直
到达黄河源头。当年8月，他又与几位
志同道合者，自费沿黄河下游采风写
生，最终到达黄河入海口。两次采风行
程6000多公里，历经60多个县市，共
完成写生作品 260余件，速写笔记一
本，圆了他沿黄河全程采风写生的梦
想。2001年，赵福在呼和浩特举办“黄
河百幅油画展”，获得好评。此后20多
年来，他一直坚持经常到黄河流域写
生，陆续完成了数以千计的作品。

这些作品感情真挚，画风朴实，体
现了一个黄河之子对黄河的理解和一
片赤诚。

赵福出生在黄河流域土默川平原
一个普通农家，纯朴的乡村民风养育了
他纯朴的感情和纯朴的性格。这些画
既是赵福情感的自然流露，也体现了他
明确的审美追求。赵福上大学时学的
是油画专业，毕业30年来，他又参加过
多种绘画研修班和进修班，如中央美院
丁一林与胡明哲教授的课题班、全国岩
彩画高级研修班、妥木斯油画创作研修
班、清华美院访问学者、著名艺术家刘
永刚绘画与雕塑语言研修班等。其间
他做过多种艺术题材、体裁，艺术形式
和艺术语言的尝试与探索，涉及绘画
（油画、水墨、综合材料等）、雕塑、陶瓷、
剪纸、书法等。写实与写意、再现与表
现、具象与抽象，各种风格，各种材料，
技法探索，材料实验，可以说“玩”了个
遍，但绕了一大圈，他又回到了“原
地”。他摒弃复杂的技法，而是采用最
简单、最直接、最原初、最朴实的方法，
描绘黄河流域的山川风物和普通农
家。而这个最简单、最朴实的方法，映
照着他那颗最真诚的初心。

赵福的这些作品大多是现场写生
完成的，而且往往用时很短。他坚持用
最简单的方法直接画，不炫技，不唬人，
也不拍了照片回来画，其目的就是要保
持对象的原生态和现场的生动性及新
鲜感。他追求一种感受的直接表达，有
如印象派的“瞬间印象”。他甚至不太
讲究画面的完整和完美，只求一种纯朴
自然的状态。如他笔下的老牛湾、龙羊
峡、口子上、江孜街景、长城脚下、码头
红霞、古城春早、雨中黄河岸、夏日马道
咀、达旗扬水站、乌海黄河铁船等，无不

透出一种生动自然的感觉。赵褔的绘
画语言是平易朴素的，没有刻意的制
作，没有修辞和装饰，也没有抽象和解
构，更没有虚张声势和投机取巧。他的
用笔、用色感性而质朴，在“不动声色”
的描绘中让境界自然流出笔端。他的
许多画看似意笔草草，但准确地把握了
不同时空的现场感，把握了对象的光色
变化，传递出一种生动的感觉和鲜活的
气息。

赵福笔下这些黄河流域的自然景
观、农家院落，无论是全景还是局部，无
不透出一种真诚朴实的感觉，一种原生
态的感觉。他的这些作品乍一看并不
诱人，既不潇洒，也不“高级”，甚至有些
粗砺和土气，但你认真品读，又有一种
质朴的、内在的东西打动人心。另外，
他作品中那种质朴的力量以及粗砺和
土气，正暗合了黄河的本质和气质，使
他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
一，这是他的成功之处。

罗丹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
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
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
现出美来”。罗丹还说：“美是到处都有
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
缺少发现”。赵福就是一个善于发现的
人，黄河流域这些自然风光、乡村农舍，
对他而言是再熟悉不过了，可他每次
去，都会有新的发现。他特别善于在那
些司空见惯的景物中发现动人的画面
和细节，尤其那些能体现生活质感的细
节，并加以认真对待。大河大山自不必
说，一个农家院落，一个窑洞的门窗，都
能让他发现出美来，而且画得津津有
味，乐此不疲。如《黄河岸边是家乡》
《托县刘宽窑子》《和林格尔春雪》《夏日
老牛坡》《将军会·窗》《古城春早》《江孜
街景》《米脂东门》《双墩人家》《夜话》
等，他用他感性而质朴的笔触，描绘了
那些生动的细节：农家晾晒的衣被，院
落里的农具，窑洞门窗上的对联、窗花、
积雪以及窗台上的坛坛罐罐、朴素的盆
花等，这些动人的细节，为画面平添了
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此，使他的画粗中
有细、生动鲜活，在并不诱人的外表下
透出生活的质感以及他的赤子真情。

赵福和黄河有缘，对黄河有情，画
黄河是他的自觉行动。30多年来，他
用他坚实的脚步和一颗赤子之心，跋涉
在黄河流域，描绘那里的自然景观和风
土人情，为我们留下了数量众多的作
品。赵福的艺术态度和绘画实践，对今
天的画坛具有启示意义，这也正是这本
画册出版的价值所在。

（本文图片均为赵福的油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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