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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本土资源，讲述本土故事

在刚结束的第十四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评选
中，由福建省委宣传部推荐参评的作品中，共有4个门
类 6部作品获奖，包括电视剧 《彭德怀元帅》、电视剧

《绝命后卫师》、高甲戏 《大稻埕》、歌曲 《爱国之恋》
《幸福少年》（组歌） 和长篇报告文学《谷文昌》，获奖
作品总数在全国排名第五，在各省 （市） 委宣传部中
排名第三。

2016 年，在第十三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评选
中，福建省推荐参评的电影《衍香》等6部作品荣获优
秀作品奖。今年再度有6个作品获奖，展示了福建省突
出抓好文艺精品创作的新成果、新成就。

口碑好、传播广，充分挖掘地方文化历史资源，
是此次福建省获奖作品的共同特点。6个获奖作品中有
一半讲述的是“福建故事”：电视剧《绝命后卫师》以
20世纪30年代红军历史上的英雄部队——由闽西客家
子弟组成的红三十四师的壮烈事迹为素材创作，表现
红军最为艰苦的一段历程；高甲戏 《大稻埕》 以浓郁
闽南特色的戏曲形式，表现台湾人民保台抗日的伟大
壮举，是国内第一部表现日据时期台湾人民英勇抗战
的舞台剧；报告文学 《谷文昌》 全景式地展现了福建
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敢于担
当、实事求是的感人事迹和可贵精神。谷文昌同志带
领百姓苦战十几载，遍植木麻黄，治服风沙，把昔日
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变成了东海绿洲。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提到谷文昌同志，称他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
报告文学出版后，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认为是
一部流动着质朴真实情感，融思想性、文学性、纪实
性为一体，充满正能量的精品力作。

“近年来，福建省着力培育福建文化品牌，推动福
建文艺走出去”，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珊娜说。据
她介绍，福建省已发掘打造出妈祖文化、船政文化、
闽南文化、客家文化、红土地文化、畲族文化等福建
地域文化品牌。这几年，随着“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主题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广大文艺家下基层，
到群众中去，深入了解群众生产生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群众作为文艺创作的主体，
创作出了更多讲述福建故事、反映群众呼声、深受群
众喜爱、更接地气的文艺作品。如推出了以闽南乡村
故事反映与人为善主题的芗剧《保婴记》、讲述船政学
堂以及船政毕业生故事的纪录片《船政学堂》、描写中
共隐蔽战线优秀特工故事的广播剧 《跨越海峡的追
寻》、歌曲 《海峡月光曲》，编辑出版“闽文化丛书”
之《大爱妈祖》《客家故里》等。

注入源头活水，养“精”蓄“锐”

为给文艺创作注入“源头活水”，福建省专门设立
了文艺发展专项资金、戏曲扶持专项资金。福建省文
艺发展基金自 2013 年创立以来，申报项目数量呈现

“井喷”式增长，从最初的 53 个申报项目，到 2017 年
的 154 个申报项目，基金的设立不断激发文艺创作活

力。2015 年增设的福建地方戏曲扶持专项资金，对重
点剧目创作、人才培养、史料抢救与保存、优秀剧目
展演和传播等项目给予资金扶持，对地方戏曲传承发
展的影响正日益显现。在打造影视精品方面，福建省
面向全国广泛征集新创作影视剧本，组织专家评选一
批展示福建特色的优秀剧本给予扶持奖励，并且修改
完善影视精品奖励办法。奖励办法规定，对公映票房
达到 1-2亿元、2-3亿元、3亿元以上的电影，分别奖
励 100 万元、200 万元、300 万元。电影获得华表奖、
金鸡奖的，每部奖励200万元。电视连续剧及电视纪录
片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电视剧频道、纪录片频道
黄金时段播出的每集分别奖励18万元、12万元、10万
元不等。近年来，电影 《京城 81号》《闺蜜》，电视剧

《原乡》《野鸭子2》《青春无极限》《九死一生》等票房
口碑上佳的作品均获得了专项奖励，取得较好成效。

从 2016年开始，福建省委宣传部还特别实施了优
秀中长篇小说创作生产工程、优秀电影电视剧培育工
程、传统戏曲传承保护与发展工程、舞台艺术精品工
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工程等“五大工程”，以
工程为“抓手”，集中力量打造一批弘扬时代精神、体
现福建特色的主旋律作品，成为精品创作的导向工
程，发挥了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接下来，福建省还
将继续聚焦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等重大节
点，围绕红色革命题材、改革开放题材、福建华侨题
材、建设新福建题材进行创作，体现新时代精神，彰
显福建特色、中国气派。”徐珊娜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
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其文化主干如骨
髓生血，并不断汲取各民族文化养
分，滋润中华民族始终保持勃勃
生机。

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
活力。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历经不
同发展阶段的洗礼，在适应自
然、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形成了各
具特色的文化积淀，成为各民族浸透血脉的民俗
传统。我们要立足各地实际，通过当地优秀传统民
族文化的转化和升级，为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培植沃土。比如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
州，倚居昆仑山脉、怀拥三江之源，“山宗水源”
文脉源远流长，这里的祖祖辈辈依水而生、逐草
而居，千年传承“崇山敬水”的朴素自然观，为
现在的三江源生态文明建设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要积极挖掘民族传统中的优秀文化。比如
“唐蕃古道”承载着藏汉民族千年的交往交流和交
融。我们就要讲好文成公主进藏故事，再现金成
公主联姻的历史，延续千年民族团结的真情实
意，让民族团结进步的实践更厚重、有底蕴、更
加生动。藏族史诗 《格萨尔》 蕴含着生态保护、
可持续发展等许多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我们要加
快整理和编译，让这些富有生命力的优秀传统充
分展现，得以弘扬。

要加快转化和提升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比如
从三江源地区传统的“崇山敬水”文化到现代化
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做好“引导”和“实践”文
章，不仅要让大家深刻理解“绿水青山”就是牧
民的生存之本，还要让大家切实体验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让生活充满美好向往。当
前，随着可可西里世界申遗成功和三江源国家公
园建设，我们要加快“生态干部”建设，通过干
部学生态、懂生态、爱生态、护生态，引领群众
爱绿、护绿、植绿，不断让“绿色”成为这里的

“底色”，也成为人们心里的“暖色”。
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现代生机。民

族文化一旦没有传承和展现的有效载体，就会失
去应有的生机和活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
和弘扬，必须立足新时代，赋予时代特色，进行
转化和创新。比如发展三江源地区文化，我们就
要立足“玉树传统赛马节”等人文资源优势，创
新一批“国际漂流节”“国际徒步赛”“三江源水
文化节”等现代精品，不断加快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让更多的人了解三江源、走进三江源、体验
三江源，也让当地农牧民实实在在尝到文化旅游
增收的甜头。

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民族传统文化。
这几年在玉树我们能深深感受到，抗震救灾和灾
后重建是一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玉树的生动
实践，人们发自内心的讴歌“共产党好、伟大祖
国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民族团结好”。
步入新时代，我们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系深
深植入到民俗文化、山水文化、歌舞文化、感恩
文化等繁花锦簇的各民族传统文化当中，让文化
浸润人们的情感、让文化养成人们的习惯，不断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作者为中共十九大代表，中共玉树州委
书记）

由中央电视台和教育部主办的大型公益活动——2017
寻找最美孝心少年颁奖典礼日前在北京录制完成，并于 10
月 29 日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贵州的王泽盼、
西藏的索朗曲珍、贵州的王安娜、北京的黄海宁、四川的
杨小婷、黑龙江的马芯洋、宁夏的柯原、重庆的李升玫、
河南的李家帮和新疆的娜迪热·艾买尔江10位尊老爱老的普
通少年从 2000 多人中遴选而出，最终获得“最美孝心少
年”称号。颁奖典礼通过讲述10位最美孝心少年的感人故
事，展现他们身上的可贵品质，彰显传统文化的现代价
值，诠释了中华民族“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

自2013年起，“寻找最美孝心少年”大型公益活动已连
续举办5届。本届活动启动以来，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
广泛共鸣，孝心少年优秀的楷模效应在广大观众特别是青
少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宋 红）

继 《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戏曲大
会》等栏目后，《中国民歌大会》是中央电视台着力打造
的又一传统文化类节目。民歌是记录一个地区历史记忆
的有声史书，也是呈现该地域劳动人民生活情态的质朴
白描。近日播出的央视 《中国民歌大会》 第二季，再度
全方位展示了中国民歌艺术魅力，为广大观众呈现出一
个浩瀚无垠的民歌海洋。

第二季《中国民歌大会》共涉及到159首歌曲，涵盖
了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市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包
含了 40 多个民族的传统民歌及经典歌曲。虽是竞技类、
演唱类节目，但 《中国民歌大会》 形式上和以往的 《中
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都不同；内容上和以
往的歌唱类节目也有明显差别。节目不但传播民歌知
识、展示民歌文化，还让更多人了解了每首民歌背后的

精神价值。歌声中，观众可以听到“十送红军望月亭，
望月亭上搭高台”的家国情怀，也可以听到“一对对鸳
鸯水上漂”的儿女情长；可以听到山之巍巍，水之汤
汤，也可以听到骏马秋风冀北，听到杏花春雨江南。

“《中国民歌大会》就是要带领观众一起感悟生活之
美、音乐之美、自然之美、信仰之美，一起聆听祖先的声音，
寻找文化的基因。”总导演邹为说。据他介绍，导演组走遍
全国各地，采集了大量的民歌音视频、民歌故事，节目的32
位选手均来自基层，他们将最朴素的情感凝结成动人的旋
律，歌唱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我们秉承让每一首歌曲都
成为一个作品，让每一个作品都形成一道景观的理念，让
观众得以在歌声和知识中感受文化的魅力，感怀时代的发
展，感悟真实的情感，从而把这些古老的原生态文化传承
下去。”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总监朗昆表示。（王 玉）

戏剧 《鹅笼书生》 日前在北京鼓楼西剧场上演。该剧
由北京“指鹿文化”出品，以南朝梁吴钧 《续齐谐记》 中
的同名志怪小说为框架，讲述了清末时期村夫许彦偶遇能
轻松钻入鹅笼的书生守尘，目睹其唤出各色人等讲述爱情
故事的经历。借村夫许彦的眼睛，戏剧 《鹅笼书生》 上演
了穿越4个时代3000年的3段爱情故事，塑造了4个性格鲜
明、身世各异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中国古代有情、有义、
厮守红尘的爱情观。

作为一部以古代传奇为形式的实验戏剧，《鹅笼书生》在
文本、表演、舞美、音乐等舞台艺术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创新探
索。据制作人黄訸介绍，他们致力于将中国古典传奇故事和
深厚传统的中国文化以戏剧的形式搬上舞台，赋予故事以生
命，赋予讲述以魅力，让古代思想精华积极影响现代人的生
活，从而传承中国华民族智慧。 （文 纳）

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占领波斯后，阿拉
伯音乐随之在波斯广泛流传，并对波斯音乐
产生了深刻影响。前篇说的波斯古典音乐的
数据库——拉笛夫，是很多不同调式的旋律

（音阶） 组合成一首首不同的曲子，共有12种
音调形式，波斯语称这为“达斯特加赫”

（Dastgah），就是受阿拉伯音乐影响在阿拉伯
木卡姆的基础上形成的。

达斯特加赫的每套曲子名称不仅与木卡
姆相同，如纳瓦、拉斯特、巴亚特、玛胡尔等，音
乐结构也与木卡姆及印度的拉格 （Raga） 相
同，但拉笛夫可比印度拉格和阿拉伯的木卡
姆还要复杂。由前奏、主旋律、装饰曲、小曲、
插曲等组成一曲。这些小旋律各表现不同的
情绪。如纳瓦表现平安，霍马云表现幸福，
塞加赫则表现痛苦和悲伤。那么如何让这些
旋律片花，用即兴演奏的方式把它变成流畅
的乐曲，那就是大师功夫技巧所在了。所以
即兴演奏是伊朗音乐的核心，即兴水平是体
现演奏大师和演奏工匠的区别界。

在此特别要介绍一下伊朗的歌唱传统，有
一种独一无二的装饰性真假声交替的歌唱技
巧，称为塔赫里尔（Tahrir），是一种复杂且难度
很高的歌唱艺术。演唱者往往在高音区进行
一大段大幅度颤动的长音托腔，融合了召祷歌
跌宕起伏的呼喊高歌，节奏自由，伴奏与旋律
线保持不即不离，震撼人心，摄人心魄！

伊朗还有很丰富的民间音乐，中亚风情
的土克曼音乐等等，其中最特别的是运动音
乐，由于伊朗有尚武的传统，所以骑马、射
击、摔跤是伊朗人的最爱。在开赛仪式、体
育竞赛中搭配音乐助兴，高潮叠起。在伊
朗，一个好的体育领袖必须是很专业的音乐
家。竞赛者手足舞蹈，非常独特。体育音乐
的内容，是激力人心的高亢乐章，歌颂英雄
史诗，也有很多作品表现“奔跑的千里马”。

由于波斯音乐富有浪漫色彩和飘逸的诗
意，深受阿拉伯人喜爱。波斯风格的阿拉伯
音乐曾风靡一时，波斯乐器也曾传到阿拉伯，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弹拨乐器巴尔巴特琴，它在
先伊斯兰时代已传入阿拉伯半岛，后逐渐与阿
拉伯古乐器米兹哈尔结合，演变为伊斯兰的代
表性乐器乌德琴。同时，波斯人对阿拉伯音乐
理论的创建也卓有贡献。

开放的中国需要生动讲叙
——以福建文艺近年繁荣发展为例
□ 本报记者 郑 娜

钢琴与小提琴对话，奏响中国名曲《大
海啊，故乡》；南音与交响乐交融，重新演绎
《百鸟归巢》；闽南童谣与意大利歌剧咏叹调
呼应，传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个
多月前，福建省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文艺晚会上，完美呈现了一台很中国、很福

建、很国际范的文艺晚会，向全世界展示独
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传播了多姿多彩的
中华文化。这场体现了高度文化自信的晚
会，是福建省近年来充分挖掘利用文化资
源，大力实施文艺创作精品工程，从而取得
文艺创作长足发展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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遨游在民歌海洋里

2017寻找最美孝心少年颁奖典礼播出2017寻找最美孝心少年颁奖典礼播出

伊朗音乐（下）
□ 吴 蛮

◎丝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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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笼书生》剧照▲《鹅笼书生》剧照

从大型民族管弦乐与合唱《芙蓉花开》、箜篌演奏与吟
诵配乐队伴奏《秋江花月夜》、大型民族管弦乐《蜀宫夜宴》
到大型交响套曲音乐会《故乡回望》《天府记忆》，从巴赫、
贝多芬、舒伯特的名曲到世界经典爵士乐，来自不同时空
的曼妙音乐如春风化雨，浸润着整座城市。9月25日至11
月18日期间，2017“蓉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在四川成都
举行。此次活动由成都市文广新局、成都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成都市音乐产业推进办公室、四川音乐学院主办。

国际音乐季的举行，是成都打造音乐之都，加强西

部文创中心功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有力之举。一个
显著的标志，就是以世界顶级爵士乐团、美国著名的萨尔
曼冈迪爵士乐团为代表，来自英国、法国、美国、瑞典等国
家的31支外国演出团队的积极加盟。这使“国际化”成为

“蓉城之秋”的一个标签。除了国际化这个特点，“蓉城之
秋”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全域开花，惠及全域成都市民。眼
下，从市中心“高大上”的国际性演出厅到乡间田野的普通
场地，超过上百场的音乐活动正陆续在成都22个区县范围
内上演，吸引了百万市民共同参与。 （柴逸扉）

“蓉城之秋”国际音乐季彰显“天府文化”“蓉城之秋”国际音乐季彰显“天府文化”

▼报告文学《谷文昌》▼报告文学《谷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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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甲戏《大稻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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