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02

（上接第一版）

三

未来的三河村长啥样？在解放乡火普村，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从三河村驱车近半小时，翻过几座山头，便到了火普村。“以绣花功夫

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通往村子的公
路旁，脱贫攻坚标语随处可见。公路的尽头，脱贫攻坚的成果鲜活喜人。

一座座白墙灰瓦的带院小楼，宽敞明亮；村卫生室外的院子里，乡卫
生院的医生正在给村民进行免费体检；旁边的幼儿园里，一群四五岁的彝
族孩子，正用流利的普通话背诵《弟子规》；不远处的山头上，几座白色大
棚在一片深绿之中。

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所助。在这座易地扶贫搬迁的
新村，村民的生活从未如此红火。

站在院子中，年近花甲的吉地尔子身着彝族传统服饰，腰板挺得笔
直。去年搬进新居不久，他就和妻子迎来了远道而来的贵客。“总书记到我
家来了，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现在想起仍非常激动。”

那是吉地尔子一家寻常的一天。春节将近，厨房的大锅里煮着香肠、腊
肉和荞饼，香气四溢。客厅里，采暖炉的火烧得旺旺的。储藏室堆成小山的
圆根萝卜、院子里停放的崭新机动三轮车，都显示出一家人的红火日子。

那是吉地尔子一家忘不了的一天。笼罩在山头的雾气渐渐消散了，金
色的阳光洒满高原之上的村庄，直射进人们的心坎里。

“总书记走进厨房，揭开锅盖；来到客厅，把手放在采暖炉边试了试温
度……看到我们彝族同胞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总书记很高兴、很欣
慰。”时隔近一年，那天的每一帧画面、每一个细节依然深深烙印在吉地尔
子的脑海中，那份浓浓的暖意也久久留存于火普村每一个村民的心田里。

“听说总书记来了，整个村子都沸腾了，上上下下围满了几百名村民。”
火普村对口扶贫的第一书记马天回忆道，闻讯而来的村民围绕在习近平身
边，情不自禁地唱起 《留客歌》，还为他献上彝族传统服饰“查尔瓦”，表
达由衷的爱戴之情。

这份情感，习近平同样挂念在心。新一年，习近平办公室的书架上增
加了 7幅拍摄于 2018年的新照片，其中一张便是他身披“查尔瓦”与火普
村乡亲亲切握手的瞬间。

四

火普村也有好消息。去年，全村实现了脱贫。
“总书记来后，火普村最大的变化，就是对自己摸索出来的脱贫致富之

路更有信心了，乡亲们脱贫的积极性也更高了。” 马天说。
凉山地区地理位置特殊，南有金沙江，北有大渡河，从东到西是一条

条高高的大山。而位于大凉山腹地的火普村，平均海拔2700米。
过去，火普村和三河村一样，曾是不通公路、房屋破旧、村民食不果

腹的穷山村。因为原址建在地质灾害区，发生山体滑坡几率大，孩子就
学、青年就业、老人就医更是大问题。为了让火普村尽快脱贫摘帽，2016
年11月，全村从1公里外的老村，搬到了现在白墙灰瓦的新村。

之后，当地通过产业发展，双管齐下，为村民寻找稳定的收入来源和
致富渠道。提供无息贷款，鼓励村民养殖新品种牛；教导村民种植产量较
高的农作物，推动特色产业发展……易地搬迁的火普村变了样，也让大凉
山腹地许多彝家村寨看到了富起来的明天。

习近平看过火普村后说，这里的实践证明，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精准
脱贫的有效途径，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做实。

而今，火普村的乡亲们干劲更足了。2018年，村里做大做强合作社规
模，养殖了500多头西门塔尔牛、700多头乌金猪和上万只家禽。同时，村
里还因地制宜，找到了合适的产业之路，从单纯种植马铃薯，扩大到种植
高山草莓、羊肝菌和大棚蔬菜，收入可以翻几番。

现在，火普村有了更高的目标。“我们不仅要脱贫，而且要以高质量、
高标准的要求来稳定脱贫成果。”马天说，下一步，火普村计划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发展乡村旅游，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移风易俗，让乡亲们的腰包
更鼓，生活更好。

五

在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内，矗立着一座巨大的雕塑。雕塑前的石
碑上刻着这样的话：“一根粗大的绳索，一段曲折的历史，一个觉醒的过
程，一个崛起的时代。”

山水的阻挡与战乱的隔阂，曾让大凉山经历了1000多年极端封闭的社
会。1935 年 5 月，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当地头领小叶丹

“彝海结盟”，帮助红军顺利通过彝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实
践中的第一次体现并取得重大胜利。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为己任。让
人民群众脱贫致富是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在凉山考察时，习近平
这样说到。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1958年民主改革的胜利，凉山终结了奴隶制社会。
几十年来，“觉醒”后的彝族人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
开放。随着脱贫攻坚的步伐加快，昔日的深度贫困地区旧貌换新颜。

“无论这块硬骨头有多硬都必须啃下，无论这场攻坚战有多难打都必须
打赢。”在三河村、火普村以及习近平牵挂的“悬崖村”，彝族群众正同这
个崛起的新时代一道，走向蒸蒸日上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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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起欢乐的溜子，吹起吉人的唢呐！
1月21日，湖南湘西州永顺县在灵溪镇那必村

举行土家年活动。记者中午赶到那必村的时候，
村里人声鼎沸，车辆云集。土家年里，回来的不
只是村里的男女老少，还有很多远道而来的客人。

土家年是土家族最隆重的节日，新中国成立
以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为了落实
党的民族政策，保护土家族这一民间习俗，决定
将土家年列为地方法定节日，休假一天。在云贵
高原余脉的湘鄂渝黔武陵山地区八百万土家人
中， 均过土家年。

热烈的打溜子和摆手舞

打溜子是土家族地区流传最广的一种古老的

民间器乐合奏，它历史悠久，曲牌繁多，技艺精
湛，表现力丰富，是土家族独有的艺术形式，与
土家族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由溜子锣、头钹、
二钹、马锣组成的打溜子乐队，能将各类乐器的
技巧融于一体，并充分发挥每件乐器的演奏技
艺。现存的土家族溜子曲牌约有100个，其内容可
分为绘声、绘神、绘意三大类。

在吃过丰盛的团年饭以后，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便开始了。

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严水花领队的摆手舞，
是最具土家族民族特色、最能反映土家族古老风
俗的民间舞蹈，集歌、舞、乐、剧于一体，表现
开天辟地、人类繁衍、民族迁徙、狩猎农耕等广
泛而丰富的历史和社会生活内容。舞姿大方粗
犷，有单摆、双摆、回旋摆、边摆边跳等动作。

领舞人向记者介绍，该舞蹈场地一般在坪坝
上，舞蹈分为大摆手和小摆手，大摆手祭祀族群
众始祖，规模浩大，舞者逾千，观者过万；小摆
手主要祭祀祖先，规模较小。其音乐包括声乐伴
唱和器乐伴奏两部分，声乐主要有起腔歌和摆手
歌，乐器主要是鼓和锣，曲目往往根据舞蹈的内容
及动作而一曲多变。摆手舞的动作特点是顺拐、屈
膝、颤动、下沉，表现风格雄健有力、自由豪迈。

令人惊艳的哭嫁歌

记者早听说土家族哭嫁歌不同凡响，这次在
那必村听到的哭嫁歌让人激动得不能忘怀。

严水花自幼就跟随母亲张右凤学习哭嫁歌，
至今已有 49年。她勤奋好学，学艺不久，就能用
土家语和汉语进行哭嫁歌的演唱，并熟练掌握

《土家族哭嫁歌》及其相应的整套民俗程序，其唱
腔纯正，音色优美，委婉动人，是土家族聚居区
最具代表性的“哭嫁歌”传承人。2018 年 5 月 8
日，严水花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哭嫁歌的哭主要是忆念和感激父母养育之

恩，叙表与亲人难分难舍之情。姑娘要出嫁，要
离别生养自己的父母和朝夕相处的哥嫂姐妹，预
示着自己要走上一种新鲜而又陌生的生活。因
此，忆念父母养育之艰辛，产生难舍难分之情，
是十分自然的。而这种离别父母去开始新生活，
又使新娘感到惶恐，忧虑重重，因此她的心理是
十分复杂的。

哭是低沉的、短促的，呜呜咽呖，气氛悲
切、哀怨、忧伤。声调是舒缓的、昂扬的，接近
于朗诵调。哭嫁歌的腔调来源于土家族山歌，其
中有又哭又唱、只唱不哭和只哭不唱三类。

这次由严水花亲自表演的哭嫁歌，令到场的
中外宾客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是一次极大的民
族文化享受。

多彩土家族文化盛会

永顺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湘西州北部，总
人口53万人，以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45万
人，占总人口的86%。永顺古称溪州，是土家族重
要发祥地之一，该县民族文化底蕴深厚、神秘奇
特、源远流长， 素有“摆手舞之乡”“毛古斯舞
之乡”之美誉。

毛古斯舞产生于土家族祭祀仪式中，是湘西
土家族一种古老的戏剧舞蹈形式。具有人物、对
白、简单的故事情节和一定的表演程式的原始戏
剧舞蹈，它以近似戏曲的写意、虚拟、假定等艺
术手法表现土家先民渔、猎、农耕等生产内容，
既有舞蹈的特征，又有戏剧的表演性，两者杂糅
交织，浑然一体。

湘西州文广新局局长刘世树向记者介绍，土
家人过年从腊月初忙活起，直到正月十五，“吃了
爬坡肉，各自找门路”，过年才算完成。活动内容
有闯驾进堂、扫邪安神、祭祀祖先、唱梯玛歌、
跳摆手舞、演毛古斯等，是土家族文化的大盛
会。“土家年”还入选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

红红火火土家年
本报记者 陆培法

■ 修复要原址原状保护

在保护对象方面，《规划》明确，长城保护的
重点是秦汉长城和明长城。刘玉珠表示，部分明
长城作为“长城抗战”的物质见证，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象征。《规划》还提出了长城重要点段遴选
标准，提出开展长城遗产线路建设、大力促进中
外人文交流等工作设想。“长城最突出、最核心的
价值在于它所承载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包括团
结统一、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坚韧不屈、自强
不息的民族精神；守望和平、开放包容的时代精
神。”刘玉珠说。

记者了解到，秦汉长城现存墙壕遗存 2100 余
段，单体建筑遗存近2600座，关、堡遗存近300座，相
关设施遗存约 10 处，另有成体系的汉代烽火台遗
存。明长城现存墙壕遗址总长8800余千米，现存墙
壕遗存 5200余段，单体建筑遗存约 17500座，关、堡
遗存约1300座，相关设施遗存140余处。

《规划》同时提出原址保护、原状保护的总体
策略。刘玉珠介绍说，对于绝大多数长城点段，
重点做好日常养护、局部抢险和标识说明。

■ 聘请长城保护员

对于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规划》强调，在落
实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相关政
策和措施，鼓励各地探索设立长城保护员公益岗
位，鼓励志愿者、社会团体参与长城公益服务，
鼓励企事业单位参与，不断拓宽经费渠道，营造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长城分布范围广、保存环境特别复杂，多数位
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单靠文物部门一家的力量，
无法有效解决长城保护和管理方面的诸多问题。

刘玉珠表示，长城多分布在交通条件较差、
自然环境较恶劣并且人迹罕至的山区、戈壁、草
原等区域，管理、巡查和维护上难度非常大。按
照 《长城保护条例》 第 16条规定，国家文物局出
台了 《长城保护员管理办法》，督促指导地处偏
远、没有利用单位的长城段落所在的当地政府或
者其他文物主管部门聘请当地群众担任长城保护
员，对长城进行巡查看护，并对长城保护员给予
适当补助。经统计，目前全国已有长城保护员超
过3000人，各省长城基本实现了保护员全覆盖。

■ 保护资金源于三方面

对于公众所关注的长城保护经费来源问题，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长城保护资金主
要来源于三方面：

一是中央财政，近几年中央财政每年拿出 1
亿元左右的补助经费来支持各地长城保护，主
要用在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长城重要
点段保护；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补助经费
更 多 地 用 在 保 护 长 城 周 边 环 境 ； 三 是 社 会 资
金，包括开发性资金，但第三方资金容易出问
题，要加强监管。

据了解，国家文物局近年来拨专款为长城保
护员提供巡查设备和标识，北京等省市也已将长
城保护员补助经费纳入地方财政，这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基层文物工作者严重缺乏的问题。

《规划》同时明确了各级长城保护规划实施情
况的时间要求：第一轮定期监测及评估应于 2021
年6月30日前完成，2021年以后，至少每5年对各
级长城保护规划中远期目标实施情况进行定期监
测及评估。

国家文物局官员解读《长城保护总体规划》

划重点划重点：：原址保护原址保护！！原状保护原状保护！！
本报记者 孙亚慧

▲ 图为位于河北省迁西县的榆木岭段长城长15公里，沿途有3座烽火台和17个敌楼。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1月24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副局长宋新潮在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向中外媒体解读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文物局日前联合印发的《长城保护总体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

新春来临
之际，新疆石
河子市各大超
市呈现出喜庆
气氛。图为顾
客在精心选购
年货。

焦秋生摄

▲ 2018 年 12 月 20 日，在湖南省张
家界市武陵源非遗体验基地溪布老街，
当地民间艺人表演哭嫁。

吴勇兵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1月 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
部长黄坤明出席2018年“时代楷模发布厅”年终特别节目录制活动，并会
见“时代楷模”及亲属代表。他指出，“时代楷模”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他们的崇高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广泛开展“时代楷模”学习宣传活动，大力唱响新时代英雄
赞歌，让“时代楷模”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时代标杆。要讲好感人故事、
突出价值内涵，大力弘扬“时代楷模”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爱国情怀，坚
毅执著、迎难而上的奋斗姿态，踏实干事、默默耕耘的奉献精神，用榜样
的力量激励人们接续奋斗、追梦圆梦，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70华诞。

特别节目分为“奉献”“梦想”“爱国”3 个篇章，通过多种形式讲述
2018年宣传发布的13位“时代楷模”的感人故事，将于2019年春节期间在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间播出。

黄坤明出席“时代楷模发布厅”
年 终 特 别 节 目 录 制 活 动

《香巴拉之约》
兰州上演

购年货
迎新春

1月24日，由甘肃
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
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春绿
陇原文艺展演——民族
歌舞《香巴拉之约》在
兰州上演。

图为演员在表演舞
蹈《莎木踏春》。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