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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剧目脱颖而出

本届艺术节汇聚了近年来全国艺术工作
者艺术创作的最新成果。文华奖是中国政府
专业舞台艺术领域的最高奖，此次文华奖评
选是中央文艺评奖改革后的首次评奖。

10台作品荣获第十五届文华大奖。这
些作品或关注当下、反映现实生活，或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聚焦中国梦的时代
主题、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意
蕴丰厚、艺术表演精湛、舞台呈现精彩，
堪称代表国家艺术形象、具有时代水平的
优秀作品，展现了艺术家从“高原”迈向
“高峰”的雄姿。

本届艺术节参评、参演作品，门类齐
全，质量上乘，引发了全国艺术界观摩和学
习的热情。各地纷纷组织观摩团到陕西观剧
交流。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共组织艺术骨干
3600余人次，累计观摩剧目820余场。

惠民演出广受欢迎

大量的惠民活动是本届艺术节的一个
重要特点。主办方降低门票价格，票价最
低20元，100元以下的低价票占总票数的
65%。观众表示：“花几十块钱就能进剧场
观看这么‘高大上’的演出，接受艺术熏
陶，真正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除了降低
票价，本届艺术节还关注特殊人群，邀请

老战士、农民工、环卫工、儿童福利院的
孩子、场馆建设者等群体免费观看演出。

作为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的重要内
容，第十七届群星奖决赛于10月16日至19
日在西安举行。决赛分为音乐、舞蹈、戏
剧、曲艺4个艺术门类，共有来自全国各
地和部队、武警、工会系统的84个优秀作
品参加决赛。经专家评委和群众评委严格
评审，报经群星奖评奖委员会审定并向社
会公示，最终评出《丝路欢歌》、《阿婶合
唱团》、《占座》、《军婚药方》等20个获奖
作品。10月30日，第十七届群星奖颁奖仪
式在西安易俗大剧院举行。文化部部长雒
树刚和陕西省省长胡和平出席并为获奖作
品颁奖。

为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文化艺术发展
成果，参加群星奖决赛的所有作品分组于
10月 18日至 22日，分赴西安、延安、榆
林、渭南、铜川、咸阳、宝鸡、汉中、安
康、商洛等地进行了20场惠民展演，覆盖
陕西全省，观众达5万多人次。所有演出
均为公益性演出，受到基层群众的热烈欢
迎和广泛好评。群星奖决赛进行网络直
播，观看人次达80万。艺术节期间，在咸
阳举办了中国农民画精品展，在西安举行
了全国广场舞展演和两场历届群星奖获奖
精品展演。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系列活
动，带动了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开展，为艺
术节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让好作品留得住传得开

10月15日至17日，演艺产品博览交易
会在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期间重

点展示了国家艺术院团优秀作品、文华奖
参评剧目、各省近年创作的优秀剧目以及
舞台艺术相关行业协会重点成果。本次演
交会规模盛大，覆盖了文化部直属国家院
团、全国30个省区市的文艺团体及91家组
团参演团体，邀请了230余家国内知名演
出经纪机构、演出院线、剧场联盟、演艺
单位的有关负责人观摩考察，交流推介优
秀作品。本届演交会着力为优秀舞台艺术
作品搭建，扩大优秀作品的传播力、影响
力，让更多观众看到这些优秀作品，发挥
优秀作品的引领作用。

三个展览丰富多彩

活动期间，全国优秀美术、书法篆
刻、摄影作品展，丰富了艺术节的门类和
内容。

据了解，3个展览共汇集了近3年以来
中国美术、书法篆刻、摄影创作的优秀作
品1000余件。参展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展示了美
术、书法篆刻、摄影艺术家们近年来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潜心创作的优秀成果。
展览的举办得到业界的积极响应和社会的
广泛关注，也获得观众的热情欢迎。据统
计，展览前13天，参观观众近6万人次。

为进一步提升文化精品惠民力度，此
次中国艺术节3个展览项目的展期均延续
至12月中旬，持续向观众免费开放。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将于2019年在上
海市举办。文化部副部长董伟从陕西省副
省长冯新柱手中接过中国艺术节节旗，交
给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

五行理论是中华传统哲学

的重要基石，它是我们独有的辩

证系统观。五行用木、火、土、金、

水自然界存在的5种事物，来代

表5种抽象的属性，这5种属性

既可以代表万事万物，也是构成

任何一个系统的基本元素。相生

相克是五行理论的基础理论。

如果直接理解五行理论有

些困难，我们不妨先从另一个系

统理论说起。生态系统及生态平衡

是大家熟知的理论，食物链把一个

自然生态系统联系了起来，生态系

统中繁多的生物种类，根据它们在

能量和物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可

以归纳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

3类。这3类也存在着相生相克的

关系，这就是生态平衡。

生态理论是自然科学，五行

理论属于哲学范畴，它是从具体

的自然事物中抽象出来的理论

概念，所以更加广泛与普遍。五

行理论中，凡具有生发作用或性

质的事物，均归属于木；具有温

热、升腾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均归属于火；具有承

载、生化、受纳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均归属于土；具

有清理、收敛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均归属于金；具有

寒凉、滋养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均归属于水。

五行理论借用木、火、土、金、水这5个自然事物

最鲜明的特性，来说明构成完整系统必须的5种元

素。使用形象、具体的事物来说明抽象的事物，不另外

制造新的概念，这是我们古代先民普遍使用的方式。

8000年前，伏羲氏在秦岭北麓、渭水之滨创立了

八卦。八卦用天、地、山、泽、雷、风、水、火等自然界的8

种事物最明显的特征作为8种属性，把万事万物分为

8类，这8种属性两两相对应，构成4对关系，即“天地

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这4种关系

就是主次关系、影响关系、共生关系、排斥关系，它们

囊括了一个人与外界社会的所有关系。与八卦理论相

同的是，五行理论的先导理论也是阴阳。阴阳理论用

一句话来说，就是对立统一、主次互化，这是万事万物

都具备的基本性质。

五行是站在旁观的角度，分析一个系统；八卦

是以某个个体为基点，分析它与外界的关系状况。

这两套理论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中国古

代哲学的基石。

今年以来，西咸新区积极调整发展思路，抓产
业、促发展，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全力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1月至今，完成固定投资过千亿元，
为建设现代化大西安新中心提供了坚实支撑。

现代产业突飞猛进

临空经济在空港新城的迅猛发展，已成为西咸
新区产业聚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西工大航空
科学城无人机产业基地、安华信创新产业城、陕西
（西咸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

先后签约落户新区。作为未来几年重点打造的形象
“龙头”，西咸新区正式启动大西安新中心中央商务
区城市设计规划。阿里巴巴菜鸟中国智能骨干网西
北核心节点项目等总投资756亿元的102个重点项
目集中开工，为新区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今年前 3季度，西咸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291.52亿元，同比增长19.1%，增速高出陕西省平均
水平7.8个百分点。

目前，随着国联质检、秦汉新城渲染云平台、88
度温泉乐园、寿平民宿小镇等一批项目建成投运，
检验检测、大数据、休闲度假、文化娱乐、航空物流
等一批现代服务业已在西咸新区开花结果，成为兴
产业、聚人气的强大引擎。

精准孵化培育新动能

9月21日，西咸新区与浪潮集团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并在陕西招募2000名创客，通过提供大数据
实训、大数据技术架构指导等服务，为推动陕西省
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作为首批国家双创示范基地，西咸新区结合新
区产业发展特点，规划建设了以沣西新城为主的
“双创”核心区，包括区域北部沣西新城信息产业
园、总部经济园部分和南部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
港、西工大科学城等。核心区内聚集了西部云谷创

新创业发展中心、微软创新中心、武汉光谷咖啡等
近10家创业孵化机构，并与美国硅谷plug&play签
署创业孵化方面的合作协议，从信息技术、互联网、
物联网、工业设计、电子商务等不同角度聚集起孵
化资源，健全双创孵化体系。

加速西咸公共服务一体化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西咸新区加速西安、
咸阳城市公共服务实现一体化，不断完善城市发展
的生命系统。

陕西西咸新区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实
现区内水资源统一调配和水务产业一体化发展，破
解新区发展面临严重供水不足的难题；地下综合管
廊建设从沣西新城试点拓展到空港新城、沣东新城、
泾河新城；新区内道路骨架基本成型，秦汉大道、正阳
大道等连接西安和咸阳的主动脉正在加速建设。

与此同时，一批贴近民生的项目也在同步跟
进。空港枫叶国际学校高中校区、沣东文化体育中
心、西藏民族大学秦汉校区等一系列配套项目的开
工，标志着新区已开始在社会配套上全速前进，进
一步改善新区投资发展和生活环境，为招商引资和
产业发展筑牢保障。

10月27日，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孔

戴代表团一行莅临陕西建工集团进行

座谈交流，双方就合作推进几内亚共

和国政府办公楼、大学城、污水处理

厂等项目的融资建设事宜签订了《项

目合作谅解备忘录》。

孔戴希望通过此次来陕访问，寻

求与陕西省企业投资合作机会；通过

与陕西建工集团合作，促进几内亚的

经济社会和民生发展，并预祝与陕建

集团的合作取得巨大成功。

陕西建工集团董事长刘耀华向代

表团介绍了陕建集团近几年来在投

资、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果与国际合

作情况，同时表示，陕建集团将紧抓

这个重要的历史机遇，秉承“开放包

容，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全面扩

大和深化与几内亚共和国的合作。

几内亚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雅克利

娜?苏丹、驻华大使伊布拉西马?索里?索、
国际合作顾问玛尔里雅图?巴里，中国
驻几内亚共和国大使卞建强以及外交

部、公安部有关人员，陕西省政府外事

办主任张宝文、副主任宫贵俊，陕建集

团总会计师卞显敏、副总经理张文琪、

董事李卫军等有关人员参加活动。

本报电 （田立阳） 10 月 26
日，普华永道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2016 前 3季度，中国内地企
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和金额均实
现显著增长。同一时期，陕西省
商务厅公布的 2016 年 1至 9 月
对外投资情况表明，陕西省累计
新设境外企业 56 家，同比增加
3 家，中方实际投资 5.5 亿美
元，同比增加 55%，主要分布在
中国香港、美国等地，涉及矿产
资源、房地产、国际贸易、商贸
服务等领域。

普华永道中国西安主管合伙人

叶骏表示：“陕西省企业依托自身
在矿产资源方面的优势，在投资活
动中也表现突出。”

海外并购交易数量攀升，海外
工程项目也同步推进。以陕西省为
例，2016年1至9月，陕西省对外
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14.91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1.85%；新签合同
额 17.82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97.99%。下一步，随着陕西自贸区
的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对西
部大开发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陕
西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经济合作需求将会增多。

本报电 （田立阳） 10 月 25
日，由陕西省商务厅及汉中、安
康、商洛3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汉中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四届陕南
绿色循环经济项目合作交流活动在
汉中举行，来自北京、重庆、四
川、甘肃等地政府领导、客商代
表、重点商会代表、新闻媒体记者
等800余人参加本次活动。

陕南地处秦巴山区，是一块神
奇而美丽的土地，总面积7万平方
公里，人口约950万，矿产、水能
及生物资源丰富，旅游资源独特，
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汉中作为
丝绸之路开拓者张骞的故里，具有
建设“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重
要源点城市的天然渊源、独特优势
和广阔前景。

本报电 （田立阳） 10 月 28
日，中国（袁家村）乡村旅游高
峰论坛在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关
中印象体验地袁家村举行，来自
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20多个省区
市旅游界人士汇聚一堂，聚焦乡
村旅游发展路径，共同探讨乡村
旅游和中国农村发展变革的新动
能，希望乡村旅游紧密结合互联
网发展，成为健康中国、美丽中
国的重要推手。

本次论坛以“乡村旅游与农
村?农民的未来畅想”为主题，由

陕西省旅游局、咸阳市政府、中国
社会科学院舆情调查实验室共同主
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舆情调查实验
室在论坛期间发布的《中国乡村旅
游发展指数报告》显示，在乡村旅
游发展指数的区域比较方面，陕西
近些年来在旅游发展中排名较为靠
后，但是乡村旅游后来居上，主要
因为游客人次较多和口碑好。在全
国城市比较中，杭州、咸阳、丽江
的乡村旅游占据前3，位于咸阳的
袁家村等贡献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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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艺术节气象更新、演出精彩、展览引人

百姓共享艺术发展成果
吴绍礼 田立阳

抓产业 补短板 促双创

西咸新区：打造现代化大西安新中心
杨旭景 王 睿

群星奖获奖精品展演

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10

月31日晚在陕西大会堂落下

帷幕。本届艺术节以“艺术

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办

节宗旨，以“精品、惠民、

节俭、可持续”为原则，充

分展示了全国文艺工作者植

根人民、书写时代、潜心创

作、勇攀高峰的新气象、新

风貌。

群星奖获奖精品展演

几内亚与陕建集团达成合作
杨旭景 文/图

双方签订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

左图：今年2月，西咸新区西部云谷创新创业孵

化器被科技部确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凭借“自贸区”东风
陕企更好“走出去”

陕南发力绿色循环经济合作

乡村旅游高峰论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