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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一入夜，创意诗句灯饰点
亮村庄；美术馆内，当地村民
举办画展；织锦之家中，精美
的傣族织锦在指尖翻飞……
走进云南省腾冲市五合乡帕
连村，艺术的注入，不仅拉近
了村民与传统文化、现代艺术
的距离，也让传统村落变身诗
意村庄，为乡村带来了人气与
活力。

■■艺术改变乡村艺术改变乡村R

我叫杨正斌，今年 49 岁，是云南省腾

冲市五合民族中学的体育教师。

几年前，一群艺术家来到了我们帕连

村。听村里人说，他们来这儿，是为了通过

艺术改造帕连村。

利用闲置老房子改造成的美术馆、村

里墙壁的创意绘画、各种令人惊叹的艺术

装置……经过艺术家的改造，短短几个月时

间，村子就变了一个样。整个帕连村都洋溢

着浓厚的艺术气息。现在，来村里的人多了，

村民们也变得“爱美”了。村民家门口，也不

时摆上新种的花草。靠着这些艺术特色，村

子里开起了农家乐，大家的腰包也鼓了起来。

艺术改变乡村，也改变了我。艺术家

经常在村里创作墙绘，我有空就站在旁边

看他们画。时间久了，我就有了尝试画画

的念头。艺术家也鼓励我，还教我构图方

法。没想到这一画，就停不下来了。自家

民宿的墙上、瓶瓶罐罐、河边鹅卵石和檐上

青瓦片，都是我的“画布”。村里的阿妈、少

女，帕连村的田园风光，这些脑海中的画面

都一点点变成画作，我也充满了成就感。

拿起画笔 3 个多月，我创作了 20 多幅

作品。艺术家鼓励我：等我画满 30 幅，就

给我筹办画展。“你们的美术馆”建成后，我

如愿在村里举办了自己的第一个画展。月

光下的山峦、正在劳作的村民、自画像……

每一幅绘画作品都是我的宝贝。

现在一到休息时间，我就琢磨画画，两

三天不摸画笔就手痒。我对画画的热爱和

坚持，还带动不少村民。现在，我们墙上装

饰的创意瓦片，不少都是村民们自己画的。

以后，我要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画作，画

出更美的帕连村。

帕连村村民杨正斌——

我在村里办画展

本报北京 1月 16日电 （记者刘阳）

16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 年春节

联欢晚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多项技

术创新亮点，公布主持人阵容，并首次发

布春晚舞美宣传片和吉祥物“兔圆圆”动

画短片。

今年春晚在创作上坚持“欢乐吉祥、

喜气洋洋”的主基调，突出“欣欣向荣的

新时代中国，日新月异的更美好生活”的

主题，营造浓厚的开心信心、奋进拼搏的

氛围。在约 4 个半小时的节目中，精心

安排了歌舞类、语言类、戏曲类、武术类、

杂技类、少儿类等多种节目类型，力求用

创新创意的设计奋力呈现新时代新征程

蓬勃向上的新风貌新气象。

总台在技术创新应用上再次突破，

首次实现“8K 超高清+三维菁彩声”春晚

直播；首次使用我国自主研发的 8K 超高

清摄像机参与春晚摄制；利用总台首创

的智能伴随技术实现高清/4K/8K 版春

晚同步制作；首次采用三维菁彩声制作

春晚音频信号，打造身临其境的效果；总

台牵头研发的 VR 三维影像绘制技术也

将首次在春晚舞台上亮相。

今年春晚还将充分运用 XR、AR 等

前沿科技，打造惟妙惟肖的虚拟舞台。

5G 云连线技术搭建从云端到现场的桥

梁，让春晚舞台现场内外同唱一首歌。

自由视角超高清拍摄系统叠加智能插帧

算法，快速生成更为连续、稳定的“精彩

定格”美妙瞬间。一系列硬核科技的应

用将为观众带来震撼的视听感受。

为满足受众多样的观看需求，随时

随地感受春晚热烈喜庆的氛围，总台将

采 用“百 城 千 屏 +云 听 ”双 平 台 同 步 直

播。受众可在约 500 个城市的文化广场“百城千屏”8K 超高

清公共大屏上，配合云听客户端的三维菁彩声，享受沉浸视听

效果。今年，“竖屏看春晚”首次推出多画面同步观看的新功

能，为手机用户带来台前幕后更多独特视角。

发布会上，今年春晚的舞美短片首次亮相，用简约灵动的

舞美设计直观阐释了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学词牌名“满庭芳”的

理念。2023 年春晚官方吉祥物“兔圆圆”动态形象也首次与

观众见面。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上惊艳献唱的马兰花童声合

唱团和来自大凉山喜德县中坝村果果合唱团的孩子们将首次

登上春晚舞台，用清澈、稚嫩的歌声为春晚开场。

1 月 21 日晚 8 点，《2023 年春节联欢晚会》将在总台央视

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少儿频

道、音乐频道、农业农村频道、4K/8K 超高清频道等电视频道，

中国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大湾区之声、

台海之声、中国乡村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中国交通

广播等广播频率，央视频、央视新闻、云听、央视网、央广网、国

际在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1 月 16 日，2023 年春晚顺利完成第四次彩排。被誉为宋

元南戏“活化石”的地方戏曲剧种莆仙戏首次在春晚舞台绽放

异彩。至今已有 1000 多年历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南音”，也首次融入春晚的创意节

目中，婉转典雅的千年古音与时尚明快的现代音乐为观众带

来徐徐新风，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千年传承的恒久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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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16日电 （记者吴月辉）记者从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获悉：位于北京怀柔科学城的第四代光源高

能同步辐射光源增强器于 1 月 13 日全线贯通，进入设备调试

阶段。

增强器是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加速器的重要组成

部分，周长约 454 米，主要负责将电子束流从 500MeV 加速到

6GeV，同时在 6GeV 时接受储存环引出的束流并完成电荷积

累，在满足引出的条件下，适时将束流引出并注入至储存环。

增强器设备安装任务包含预准直、隧道安装、精准直、真空连

接与封装等，此次全线贯通标志着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建设又

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十三

五”规划确定建设的 10 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之一，是基础科

学和工程科学等领域原创性、突破性创新研究的重要支撑平

台。该装置于 2019 年 6 月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启动建设，是为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前沿基础科学研究提供技术支撑平台的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也是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最重要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同步辐射是指速度接近光速的带电粒子在做曲线运动

时沿切线方向发出的电磁辐射，也叫做同步光。这个场景

就像是在雨中快速转动雨伞，沿伞边缘的切线方向会飞出

一簇簇水珠。中科院高能所副所长、高能光源工程常务副

总指挥董宇辉研究员告诉记者：“同步光具有穿透性强、高

亮度、高强度和能谱宽等特点，可以帮助人类观察肉眼看不

到的微观世界。”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承担建

设，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加速器、光束线站及辅助设施等，建设

周期 6.5 年，新建建筑面积 12.5 万平方米。它的整体建筑外形

似一个放大镜，寓意为探测微观世界的利器。建成后的高能

同步辐射光源，将是我国第一台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也是世界

上亮度最高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之一。相比第三代同步辐

射光源，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的亮度要高出 100—1000 倍。

“要看到物质里的细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足够的亮

度。比方说，打个手电筒看东西，手电筒越亮，就能看得越清

楚。光越亮意味着探测的精度越高，探测速度也越快。”董宇

辉说，“作为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高能光源可以让我们更清

楚地了解材料的内部结构，这对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

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工程总指挥潘卫民介绍，光源建设

任务将于 2025 年全部完成，建成后将在我国先进材料、航空

航天、能源、环保、医药、石油、化工、生物工程和微细加工等领

域中广泛应用，提供突破关键技术，解决瓶颈问题的手段，提

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国际竞争力。

我国首台高能同步辐射
光源增强器全线贯通

光源建设任务将于2025年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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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你演这个小品的时候，表情别太

僵了，要自然一点。这个舞狮的节目，前后左

右要互相看一看，尽量整齐一点。”1 月 10 日，

在辽宁省北票市大三家镇三家村的文化健身

广场彩排现场，第七届三家村“村晚”的导演

马云飞正在对每个节目进行着指点。

彩排现场装饰着一盏盏喜庆的红灯笼，

一串串象征着丰收的红辣椒，一排排黄澄澄

的玉米。虽然室外温度低至零下十五六摄氏

度，仅仅是一次普通的彩排现场，就已经吸引

了 500 多名村民前来观看。

三家村“村晚”已经连续举办了 6 年。曾

经是一名军人的马云飞，打小就喜欢唱歌表

演，“农民的日子富了，可到了年根，不少人就

喜欢聚在一起喝酒、打麻将，我就想着组建个

小乐队，一起乐和乐和。”就这样，马云飞在

自家创建了大三家镇第一个文化大院，并在

北票市文化部门的支持下，开始建乡村文化

广场，修建乡村大舞台。

现如今，从当初的小院到 100 余平方米

的舞台，从仅有的一台卡拉 OK 机到专业音

响、服装，从 10 多个年轻人参演到现在 100 余

名村民参加，“村晚”越办越红火，观众也从几

个人到十里八乡 2000 多人前来观看。

“选节目的现场，比晚会现场还热闹呢，

村民们积极性都很高，都想上台展示展示，说

说身边的变化和心里话。”马云飞说。就这

样，节目单总是改了又改。“把咱村民身边人

身边事搬上舞台的节目最受欢迎。”

“我是个五保户，虽然没有儿女，但党的

好政策让我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病了也

有医保报销，每个月还有低保，”三家村五保

户李相英大娘说。72 岁的她自编自演了节

目《二十大精神放光芒》，用二人转单出头的

表演方式，唱好政策、唱好生活。

小品《钱大发入党》则展现了一名事业有

成的年轻人，从起初不愿回乡，到立志投身建

设美丽乡村的思想转变过程；歌曲《请和天鹅

一起来》，唱的是村子周边的白石水库吸引上

万只天鹅前来休憩，村民自发保护天鹅的故

事；器乐合奏《丰收》，演奏者由平均年龄超过

60 岁的村民组成，他们用传统乐器奏出了丰

收的喜悦。

“快过年了，大伙有个这样的活动多热闹。”

三家村村民廖大爷告诉记者，“我打小就爱热

闹，现在村里有广场了，平时也能去跳舞扭秧

歌，时不时排练、表演节目，大伙都很高兴。”

除了准备一年一度的“村晚”，马云飞农

闲时还联合附近村组的文艺骨干，成立了舞

蹈队、乐器队、演出队，形成了 30 多人的演出

队伍，深受村民的欢迎。

“我感觉乡村振兴不仅是老百姓腰包鼓

起来，还要脑袋富起来，笑颜长挂脸上。把快

乐带给身边人，让乡土文化活起来，这也是我

的初衷。”马云飞表示。

来三家村，看一场农民“村晚”
本报记者 刘洪超

高黎贡山下，龙川江畔，云南省腾冲市

五合乡帕连村坐落在这里。

一入夜，随着五彩斑斓的创意诗句灯饰

亮起，夜晚被诗意的灯光照亮。身旁，万家

灯火似长河；抬头，诗歌烂漫如星汉。

曾经的帕连村，在坐拥众多传统村落的

腾冲中并不起眼。2019 年底，艺术家信王军

和他的团队来到这里，迈出艺术改变乡村的

脚步。立足当地村落资源禀赋，融合古老民

俗和现代艺术，带动文旅融合，激活当地经

济发展。这个曾经被很多人遗忘的村落，成

为“诗意村庄”。

温暖灯光，留住诗意乡愁

“大家注意寻找‘月亮’，我们帕连村可

是有很多‘月亮’哟，可能在树梢，也可能在

墙上，可能在诗歌中，看你能不能找出来！”

五合乡文化站站长陈以晓一路前行，笑着提

示村里的游客。

在他的提示下，记者一抬头，就见到月

亮装饰高高悬挂在牛圈屋顶上。“月亮是光，

艺术也是一束光，映照出传统村落的光彩。”

一旁的信王军讲述了自己的艺术改造理念。

信 王 军 曾 于 2017、2018 年 在 云 南 省 梁

河县发起艺术活动，让单调的巷道变得生动

有趣，引来众多游人。当时，帕连村正苦于

无法找到发展亮点。于是，陈以晓向信王军

和他的团队发出了邀约。

回忆刚到帕连村的场景，信王军历历在

目：为了寻找艺术改造的灵感，他沿着村子

转来转去。“大约晚上七八点的时候，我突然

觉得村子里有些昏暗，缺少一些温暖的灯

光。”一个念头在信王军脑海划过：以诗歌为

主题、灯饰为载体，再加上傣族特色，打造美

丽的“夜帕连”。

村子里巷道交替纵横，稍不注意就有可

能迷路。当夜幕降临，帕连村准时被诗歌和

灯光点亮。一串创意字体写成的诗句彩灯，

照亮大家前进的方向。信王军说：“从村头

走到村尾，从现代诗到古诗词，一路穿过小

巷，时间和空间元素交织其中，就像从现代

穿越回古代。”

灯光元素被应用到村庄里的许多角落，

“用艺术的方式，让这个傣族村落重新散发

魅力，有了温度和内容，才会吸引更多年轻

人。”信王军说。

艺术创作，激发内生动力

一台嵌在黄土砖墙里的电视机，上面标

识着：“你们的美术馆”。

这里曾是一处闲置的村宅，通过艺术家

团队的改造，成为一个由村民自主管理的乡

村美术馆。

“美术馆不是我们的，也不是他们的，而

是你们的。”信王军解释道，艺术改变村庄并

不仅仅停留在墙绘，艺术应当与村民、村庄

发生具体连接，只有这样，帕连村才能成为

真正的艺术村。因此，信王军决定和村民共

同修建一座美术馆——“你们的美术馆”。

在与艺术家朝夕相处的生活中，村民们

逐渐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孩子们五彩

斑斓的涂鸦瓦片，建筑工人、村民们的即兴

绘画，都成为美术馆收藏的作品。“你们的美

术馆”刚建成，就举办了两次画展：第一次是

改造这所美术馆的两名建筑工人的作品；第

二次是当地村民杨正斌的画展。

“故乡很小，小得只盛得下，两个字。”

仅有 13 个字的短诗，被镌刻放置在“你

们的美术馆”的房顶上。这首诗也是信王军

最初改造村庄的灵感来源之一。

“‘故乡’两个字是情感的连接，我们希

望通过艺术的注入，将乡村交给生活在此处

的人。乡村是村民们的家，也是游客旅途中

的一个家。”信王军说，用创作来讲故事，让

村民自己为村庄代言。

这一理念，最终落地到了村口的一幅壁

画：《爱照相的小女孩》。画中的女孩名叫杨

自煊，是帕连村土生土长的傣族姑娘。画

中，她俏皮地举起照相机，用自己的镜头见

证着村里的发展与改变。因为这张创意壁

画，这堵普通的青砖墙已经成为村里的“门

面担当”，更是游客心中的“网红打卡点”。

挖掘民俗，形成特色资源

一路走进织锦之家，只见几名村里的傣

族妇女正在熟练地织锦。指尖翻飞、一梭一

线，织工精巧、图案别致的傣族织锦在她们

的手上绽放。别看现在织锦之家有声有色，

傣族织锦技艺曾一度在帕连村失传。“恢复

织锦技艺，既可以传承傣族传统文化，又能

为村庄增加新的旅游资源。”陈以晓说。

白兴秀和几个姐妹是村里仅有的接触

过织锦的村民。为了将这项技艺重新发扬

光大，她们四处学艺，终于在云南龙陵县的

一处傣寨找到了“师父”。最终，失传的织锦

技艺在帕连村再度生根。

在白兴秀的家中，有一间专门展示织锦

制品的屋子。白兴秀举起其中一块织锦展

示，色彩艳丽、细节精致。有时，她也会做手

帕等日常生活用品，“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做

得越好越卖得上价。”

“乡村振兴离不开艺术。”陈以晓说，乡

村文化可以通过艺术的注入被激活，而艺术

的注入也为村落带来了发展的契机。

帕连艺术村有了名气后，村里 1/3 的年

轻人都回来了。傣族姑娘杨秀改便是其中

之一。杨秀改开起了“阿改小吃摊”，摊位上

摆着新鲜采摘的水果，还有村里的软米、撒

撇等特色美食，很受欢迎。

走进诗意小巷、艺术小巷，可以感受到

诗意乡愁；走进织锦之家、竹编之家，可以亲

身体验当地特色文化……如今的帕连村，一

改过去面貌，转身走向“诗意帕连”。

云南省腾冲市五合乡帕连村——

现代艺术来到传统村庄
本报记者 李茂颖

图①：帕连村的墙绘。 陈以晓摄

图②：帕连村的民宿。 贺有承摄

图③：村民在开展文艺活动。

陈以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