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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革命老区的童声

12 岁的江西姑娘张晨，时常想象夏天要来
北京参加中国国际合唱节的情形。“北京一定
很大吧，有很多名胜古迹，在北京和来自全世
界的合唱团共同登台将会是怎样的体验？”这
让她既兴奋又紧张。可是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自己的小心事无处倾诉，每当这时，她就会轻
轻唱起歌来，用歌声驱走烦恼，用歌声给自己
加油打气。

张晨所在的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第一小
学，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以开国将领萧华名
字命名的“萧华红军小学”。那里活跃着一支小
红星合唱团，他们不仅能演唱独具特色的兴国
山歌，更以能演唱整部 《长征组歌》 在当地小
有名气。

今年，在中国国际合唱节上，江西兴国萧
华红军小学小红星合唱团站在北京的舞台上表
演了《长征组歌》。合唱团的领唱钟庆鸿是一名
红军的后代，他的曾祖父在红军长征中的乌江
战役中壮烈牺牲。曾祖父的革命事迹一直伴随
着他成长，指引他前进。“每当唱起 《长征组
歌》，我就会想起曾祖父，作为红军的后代感觉
特别自豪，希望用我的歌声传播红色能量。”钟
庆鸿说。

乌兰牧骑的后代

苏尼特少儿合唱团在本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上演唱了《铁木真》和《共同心愿》两首歌曲。

苏尼特右旗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乌兰牧
骑诞生的地方。年近 80 岁的巴图朝鲁是第一代
乌兰牧骑队员，曾担任过第五任队长。2017年9
月，他与苏尼特右旗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苏德
共同发起组建了苏尼特右旗少儿合唱团。

合唱团 40 余名成员分别来自苏尼特右旗第
三小学和蒙古族小学，平时分别在各自学校练
习，周末集中合练。许多牧区的孩子都牺牲了

周末回家的时间坚持参加合唱训练。来自蒙古
族小学五年级1班的伊乐贡就是其中一员，由于
要参加合唱训练，他总是与远在牧区的爸爸妈
妈聚少离多，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爸爸总是拉马头琴给我听，所以我特别喜
欢音乐。”这个热爱音乐、略显腼腆的蒙古族大
男孩已经参加过不少演出。他不仅喜欢蒙古族
音乐，还喜欢英国的摇滚乐。他说：“别看我平
时比较内向，不爱说话，可是当我一站到舞台
上，就像变了一个人，充满自信！我希望长大
后成为乌兰牧骑队员，走遍草原，为牧民演唱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歌曲。”

让留守儿童感受生活美好

滕思思是湖北恩施州宣恩椒园小学春蕾合
唱团的一员。因为不堪生活重负，滕思思的
母亲在她 4 岁时离家出走。8 岁时，父亲生重
病瘫痪在床。生活的重担狠狠地压在滕思思
的肩上。

参加合唱，与合唱团的老师和同学朝夕相
处让滕思思获得更多爱与关怀，也更加自信和
努力。面对困境，滕思思用她自己稚嫩的双
肩，挑起了照顾残疾父亲和爷爷奶奶的责任。
在学习上，她勤学苦练，刻苦钻研各学科知
识，每次考试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这次，她
站在中国国际合唱节的舞台上，和伙伴们一起
为大家演唱了两首土家族民歌改编的 《大山里
的土家娃》《越唱心里越快活》。

与湖北恩施州宣恩椒园小学春蕾合唱团大
部分为留守土家儿童相似，吉林珲春第一实验
小学春蕾女童合唱团现有成员 28 名，主要是一
些朝鲜族留守儿童和外来务工子女，单亲家庭
及留守儿童占合唱团总人数的80%。这些孩子长
期缺乏关爱，平时与人沟通少，性格内向，有
的甚至有自闭倾向。

为了帮助她们树立信心，让她们感受生活
的美好，学校组建了合唱团。“合唱改变了她
们，让孩子们学会了张扬自己的特色，形成了
积极向上的品行和人格，合唱团让这群特殊群

体变得更加勇敢、自信和洒脱。”合唱团一名音
乐老师说。

合唱在扶贫中作用独特

今年，中国国际合唱节组委会携手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三乐游学
教育基金等5家爱心组织，对口帮扶了江西兴国
萧华红军小学小红星合唱团、吉林珲春第一实
验小学春蕾女童合唱团、湖北宣恩椒园小学春
蕾合唱团等9支合唱团，并资助他们来京，登上
本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我们希望中国国际合唱节不仅仅是一个
文化交流的平台，更是一个汇聚社会力量奉
献爱心的音乐公益平台，让更多老少边穷地
区的孩子们可以向世界展现自己的风采。”中
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金
生说。

中国国际合唱节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国家
级、国际性合唱类艺术活动，长期坚持公益
性、普惠性的办节理念。6年来，中国国际合唱
节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累计对口援助和文
化扶贫的合唱团达 14 支，覆盖四川、宁夏、云
南、贵州、内蒙古等 10 余个省份的贫困地区，
其中包括北川、中宁、澜沧、永寿等8个国家级
贫困旗县，取得巨大的社会影响。

有专家认为，合唱是集体的、和谐的艺
术，是其他教育工作难以替代的形式。通过
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广泛建立合唱
团，能加强青少年的艺术修养，促进青少年
身心健康。

在陕西永寿中学三乐梦之音合唱团音乐教
师李玲看来，社会各界帮助家境贫困的孩子
组建合唱团，不仅让他们有机会感受音乐艺
术的美，更让他们打开视野，在心中种下了
爱的种子。

李金生表示，未来将继续通过发挥合唱节
公益平台的作用，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到合唱公
益事业中，使合唱成为文化精准扶贫、文以育
人的重要形式之一。

陕北与山西吕梁之间是黄河，
黄河由北向南，穿越秦晋峡谷，留
下了莽莽苍苍、起起伏伏的黄土高
坡。这地形，是山又不是高山，是
地又不是平地，就是墚墚峁峁，沟
沟壑壑，纵横交错，七绕八弯。世
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实际上是
很苦焦的，黄土里刨食，靠天吃
饭，十年九旱，缺吃少穿，能吃上
一口挂面，那算是奢侈了。多数人
家都有挂面。但平时不能吃，而是
当宝贝一样珍藏着，留给客人吃，
留给病人吃，因为那是最好的食
品，是走亲戚带的礼物。不是生活
在这个地方的人，没有经历过那种
生活的人，无法理解人与食物的那
种关系。电影 《一把挂面》 带我们
走进了那种情境。

在白面稀缺的年代，挂面自然
就是珍贵食品，做挂面也自然是一
门好营生。电影里的主人公根根在
财主家打工，财主家就有一个挂面
作坊，做空心挂面，是挂面中的上
品。根根想学做挂面的手艺，但这
手艺不外传。根根偷学技艺，被毒
打一顿并逐出，临走时，管家给送
了他一把挂面。根根笃定要学会这
门手艺，经过反复捉摸试验，历经
失败，最终他发现水是关键，只有
用这一处的水源，才能做好这挂
面。因此，后来土地承包，他非要
承包那块水源地，因为那块地有做
空心挂面离不了的水源。改革开放
之后，他把手艺传给了儿子，想让
儿子做挂面生意。孙子大学毕业后
返乡，把技术传给了全村人，带领
全村人把挂面做成了一个产业。

乡村振兴，需要有地方资源优
势的产业。在小农经济时代，一家
一户，手艺是为了养家糊口，确保
独家拥有。到了今天，社会化生
产，一种工艺就可能做成一种产
业。那么，这种手艺要不要传给大
家呢？从根本上来说，爷爷是不愿
意的，但大学毕业的孙子，有更长
远的眼光，更大的胸怀。他从乡村
摆脱贫困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问
题，规模化生产才能带来更好的效
益，于是带领大家走上了挂面产业
之路。祖传的手艺，在新时代真正
有了用武之地，造福于一方百姓。

作为电影，不单单是讲一个故
事，更要用镜头叙述一种状态。这
种状态很重要，它是故事滋生的环

境，是人物存活的依据。从这个意
义上说，我很欣赏 《一把挂面》 里
的那些空镜头语言，通过画面所展
现的那些弯弯曲曲的土路，石头砌
成的墙，窑洞，砖房，石磨，树
木，陡坡等，实际上是一种无声的
自然语言。活在这里的人，就是与
它们相处，与它们对话，形成了一
种独特的文明观念与生命形态。主
人公最后不吃饭了，远亲近邻来看
他，希望他最后再吃上一口挂面，
他吃不下了，他知道自己要走了，
要离开人世。看到这里，就使人想
起“民以食为天”这句话。民，活
着就是为了一口食。食，就是民的
天，不吃饭了，就没日子了。电影
里那句歌词唱得好，“人吃黄土一辈
子，黄土吃人一时辰”。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电影里的说
唱插曲。这些音乐元素激越而苍
凉，热烈而悲怆，全部用本土乐器
演奏，完全用当地方言演唱，原汁
原味，泥土气息扑面，却又升腾起
生命的蓬勃与硬朗，艰难的生存，
一把挂面，就压住了生命的重量。
本土说唱音乐，极大地提升了电影

《一把挂面》的审美空间，氤氲出一
种浓浓的情绪，穿越于凝滞的岁
月，弥漫于沧桑的沟墚，意境油然
而生，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有历
史、有温度、有意境的乡村电影。

如果说还有不足之处，也许是
叙事上的衔接还不够天衣无缝。时
间叙事，又有大量插叙，回忆主人
公“一把挂面”的来历及学艺过程，又
夹叙了“文革”时期偶遇东家逃难的
情节，送给东家一把挂面，这一笔
是“一把挂面”的点题吗？情节虽
好，但细节处理存疑。东家对当年
毒打他的事情没有一句道歉，倒是
他似乎对东家有歉意，情理上不是
很通顺。留东家吃饭、送一把挂面
都合乎人情，但东家应当对打人道
歉，多年之后，落难之时，就不觉
得自己当年的过分？不觉得正是他
当年学到了手艺，才有今天这一把
挂面的相赠？在这个细节处理上，
也许创作者另有意蕴，也未可知。
总之，《一把挂面》，是一部折射了
一段历史、反映了一种乡土变革的
很有意味的电影，有着陕北浓郁的
乡土气息与地域特色，简单而厚重。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
主席）

从《一把挂面》看历史的轨迹
□ 张德祥

合唱改变生活
□ 郑 娜 田晓凤文\宋鹏飞图

伴随着《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
更好》等优美歌声，一场由中国国际
合唱节主办的“让爱发声，让爱传
递”公益合唱音乐会在北京举行。来
自江西、内蒙古、吉林、湖北、陕西
等地区的9支特殊童声合唱团，在音乐
会上表演了充满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
的合唱曲目。尽管歌声略显稚嫩，但
孩子们清澈的眼神和享受唱歌的快乐
感染了现场每一位观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 《魅力中国城》
近日再度回归荧屏。节目通过挖掘生活在城市之
中的人的故事，从各个角度展现城市新面貌，探
索城市底蕴。

第一期节目中，两座“森林之城”广西贺州和
黑龙江伊春一南一北，风格迥异，南方的细腻与
北方的豪爽相互碰撞，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在

“城市初见”演讲环节，广西贺州的主政者以 60
多岁的李大爷被父亲打的诙谐故事开篇，让观众
领略了贺州“五代同堂”的长寿文化。黑龙江伊春
主政者虽身为女性，却巾帼不让须眉，以“从天
而降”的滑雪姿势出场，伊春豪迈、洒脱的冰雪
之城性格与品性跃然舞台之上。“世界长寿市”
对上“祖国林都”，两个城市通过三个环节的技
艺竞演，完美展示了各自的魅力与风采，观众也
得以窥见中国城市改革开放40年来发展的缩影。

中国有 300 多个省辖市，它们有着不同的文
化风情、不同的城市故事。然而，对于大众来
说，具备强辨识度和高认知度的城市仍是少数。

《魅力中国城》 在城市选择上有自己的考量：以
三四线城市为主，这些城市或历史悠久，人文底
蕴深厚；或民族众多，地方风情浓郁，旅游资源
却都有待进一步开发。例如，与越南接壤、风情
十足的广西崇左，有“中俄之窗”“欧亚之门”
之称的黑龙江黑河，“三省通衢”广西贺州、川

陕革命根据地要站点四川广元。制片人唐琳介
绍，节目深入贯彻国家全域旅游战略和乡村振兴
战略，加重了对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旅游扶贫的
力度。文旅深度融合前景广阔。据统计，参加《魅
力中国城》第一季竞演的32座城市去年旅游人数、
旅游收入增长平均超过20%以上。今年4月，《魅
力中国城》 参演城市正式成立“魅力中国城·城
市联盟”，打造合作共享的文旅产业平台，助推
文化产业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 （文 瑶）

由东方卫视和灿星制作联合打造
的原创节目 《新舞林大会》 日前播
出。舞台上，明星脱下知名主持人、
运动员、演员、歌手等职业光环，以
舞者的身份亮相。他们可以任选街
舞、国标舞、现代舞、当代舞、民族
舞、组合舞等多种表现形式，呈现多
元化的审美碰撞和年轻一代对亲情、
友情、爱情的形象表达。

为确保舞蹈专业性，《新舞林大
会》集结多位舞蹈艺术家，为舞者提
供专业指导，为舞蹈作品品质保驾护
航。节目打破单调的常规赛制，采用
原创的“连续剧剧情式”赛制，给观
众带来全新观感，也令观众更容易聚
焦在舞蹈文化上，更好地帮助启蒙舞
蹈兴趣，大大增加了大众对舞蹈文化
的关注度。 （皓 然）

《魅力中国城》

折射中国城市40年变迁
《魅力中国城》

折射中国城市40年变迁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刘玲玲、
张朋辉） 当地时间 7 月 19 日下午，

“中 国 影 视 非 洲 放 映 计 划 （法 语
区） ” 启 动 仪 式 在 达 喀 尔 市 举
行。本次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驻
塞内加尔大使馆、塞内加尔新闻
部主办，四达时代传媒 （塞内加
尔） 有限公司、塞内加尔广播电
视台承办。

启动仪式现场，中塞嘉宾共同
观看了“中国影视非洲放映计划

（法语区） ”宣传片。根据计划，法
语配音的26部中国电影、20部中国
电视剧将在塞内加尔等多个非洲法
语区国家进行展映。入选剧目将通
过塞内加尔主流媒体、“非洲卫星电
视‘万村通’项目”平台，四达时
代集团卫星电视平台、四达时代影
视“大篷车”等多渠道展映。

“感知中国·中国影视非洲

放映计划（法语区）”启动

《新舞林大会》

“舞”出“心”意

▲贺州在节目中呈现出的民俗风情

▲内蒙古苏尼特右旗少儿合唱团

▼吉林珲春第一实验小学春蕾女童合唱团▼吉林珲春第一实验小学春蕾女童合唱团

日前，“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
水彩画、环境设计、工业设计艺术
委员会换届大会”在京召开。中国
美协艺委会聘任第四届壁画艺委会
成员20人，第五届水彩画艺委会成
员28人，第三届环境设计艺委会成
员22人，第三届工业设计艺委会成
员12人。其中，壁画艺委会名誉主
任为湖北省美协主席唐小禾，主任
为中央美术学院修复研究院院长王

颖生；水彩画艺委会名誉主任为湖
南省美协名誉主席黄铁山、文化与
旅游部艺术司司长诸迪，主任为中
国美术学院特聘教授陈坚；环境设
计艺委会名誉主任为中央美术学院
教授张绮曼，主任为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副院长苏丹；工业设计艺委会
名誉主任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王明旨，主任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院长鲁晓波。 （杨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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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舞林大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