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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猫吃鱼
纯粹的生物，永远活在瞬间，活在当下，没有未

来。所以，阿猫才会不知碗里是否还有鱼。先生说，
人的伟大，就在于能超越生物性。人，因对生命的觉
知与信仰，而拥有现在、过去与未来。

见证甘孜

8版

情舞
我沉浸在那美丽的舞蹈中，久久不能醒来，那手脚的

一扬一踩都还在我的脑海中萦绕。而我在先前竟然把舞
蹈看成了‘挥舞手脚’。我感到我的见识的短浅，我感到
极大的抱歉。

金鸡祭梁
在泸定乡间众多的民风传统中，祭，贯穿始终。
在农家自古以来，有祭祖、祭神、祭坟、祭灶、祭

圈、祭日……凡是看得见的，真实的到虚幻的，都在祭
祀之列。

选择摄影，是我众多笑话中的一个，不过也
是自己愿意继续做下去的事情。镜头里的世界
是美好的，我希望看见一切美好向我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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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州文体广新局了解到，
“2018年群众广场舞大赛暨第二届
‘新人新作’专场评选活动”呈现的我
州文艺创作上的变化绝不是偶然现
象。在立足传统优秀文化，推陈出新
的道路上，我州文艺创作留下属于自
己足迹。

近年来，我州文艺工作者共创
作文学作品1000余篇（首）、出版个
人文学专辑10余部。我州文艺工作
者创作歌舞、戏剧、曲艺作品近百件，
美术、书法及摄影作品千余件。

我州创作演出《高原风》、《岗坚
夏卓》、《康巴红》、《美人谷·丹巴》、
《寻找菊美多吉》、《康定情歌》、《亚
丁。三怙主》等大型歌舞剧目共计20
余台。舞蹈《舞动甘孜》节目登台央
视《我要上春晚》栏目。

在2012年“群星奖”评选活动
中，我州推选的歌曲《香巴拉》、《我
的家》分别荣获“天府深情”—四川
省“群星奖”声乐、舞蹈大赛一等奖
和优秀奖。我州选送的项目《牧民定
居暨帐篷新生活文化行动品牌项
目》喜获群星奖品牌项目奖；我州作
家达真创作的长篇小说《康巴》荣获
第十届“骏马”文学奖，广播剧《康
巴》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我州炉霍
县郎卡杰唐卡所提供的名为《极乐
世界》参赛作品喜获中国（杭州）工
艺美术精品展金奖。

2015年，大型音乐剧《康定情
歌》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2018
年度共创作文艺作品120余件，其
中参与各类评比、展演获得较好评
价的精品达60余件，新创优秀的文
艺精品占比达50%。其中，我州推选
的新创舞蹈《我的阿爸阿妈》在四川
省第八届少数民族艺术节荣获艺术
节舞蹈类业余组一等奖；新创歌曲
《走向辉煌》获得艺术节业余组优秀
作品，并获得作为艺术节闭幕式歌曲
的殊荣。

我州围绕生态环保主题创作并
制作了《因为有你》、《金色的太阳》、
《梦在草原开花》等优秀歌曲，受到
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以保护生态
为主题创作的大型舞剧《金山银山》
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前答辩。

大量优秀文艺作品的涌现说
明：坚持艺术创新，以组织开展各类
重大文化活动为契机，以满足人民
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
求为目标，不断打造艺术精品，推出
优秀人才，正在成为我州文艺创作
的新常态。

2017年，我州举办了第一届“新人新作”评选活

动，选出了6个语言类作品、10个舞蹈类作品和16

个声乐类作品，共计32个节目参加最终的专场评选

活动。

而在今年，我州第二届“新人新作”评选活动共

有12个语言类作品、12个舞蹈类作品、30个声乐类

作品、8个群众广场舞作品，共计62个节目参加最终

评选。

参评节目数量上的增加，是本次“2018年群众

广场舞大赛暨第二届‘新人新作’专场评选活动”给

人的最为直观的印象。透过这一变化，梳理近年来我

州文艺创作走过的足迹，总结我州文艺创作的成绩，

憧憬其未来，我们又将看到怎样的“风景”？这又将引

发我们对我州文艺创作的那些思考？

本次赛事总负责、州文化馆副馆
长阿布告诉记者：“这一次的活动中不
仅节目数量增加了，节目的质量也有
很大的提升，最值得高兴地是参加评
选的节目中蕴含的地域文化特色比较
浓厚。作品在数量和种类上的增加、质
量上的提升，表明了我州各县（市）对
文艺工作重视程度的加大。”

在重视的背后，是时代的发展、社
会的进步，呼唤着文艺工作者在传承
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创作文艺
精品来回应人们的精神需求和渴望。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宣传文化战
线“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的使命和任务。省、州层面也
已相继出台了系列指导文件和政策
举措，来支持文艺的发展，特别是面
对当下脱贫攻坚的时代主题，对挖掘
传统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文艺作品和
推动文化惠民惠心提出了更高要求，
也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搭建了更为广
阔的舞台，提供了更加难得的机遇。

面对机遇和挑战，面对这一广阔的
舞台，本届“群众广场舞大赛暨第二届

‘新人新作’专场评选活动”中推出的作
品，又引起了现场观众怎样的反应？仅
仅在两场演出中，记者便看到了下述场
景，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丹巴代表队带来的舞蹈作品《古堡
情》中，讲述了一段丹巴青年男女的婚恋
故事。舞蹈融入了我州丹巴嘉绒地区特
殊的地域风情。

扎西来自丹巴，他告诉记者，由
于以前听父辈讲述过类似的故事，所
以在看节目时格外感动。他继续动情
地说到：“这些是我们先辈们的习俗，
这是我们嘉绒文化中的重要一环，我
们必须要记住，而且还要让我们的后
辈知道并且牢牢记住。只有不忘本
根，才能走得久远。”

《古堡情》中唯美的爱情不仅深深
打动着现场观众，嘉绒藏族独特的服
饰文化也同样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舞
台上，女演员身着轻盈亮丽的内衫配
上百褶裙，与男演员共舞，随着百褶裙
摆动，观众已是如痴如醉。“丹巴县的
服饰真是好看，特别是女生穿的衣服。
我要多拍几张照片。”来自成都的游客
张鸣拿着相机，连续拍下了几张照片，
迅速发在了微信朋友圈。

丹巴县《古堡情》呈现的是我州
文艺创作上的一种转变。据州文化馆
副馆长阿布介绍，近几年，我州文化
部门特别重视立足于我州传统的歌
舞文化遗产，创作推出文艺精品。德

格县创作的《宫廷盛装》、白玉县创作
的《指舞：紮西·妯卓》等文艺作品频
频亮相，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其中
德格县的舞蹈《宫廷盛装》作为重点
节目，在全省少数民族运动会开幕式
隆重亮相。

3日晚，语言类节目评比结束，白
玉县代表作品《最好的虫草在学校》在
18个节目中脱颖而出，斩获一等奖。该
剧通过文艺工作人员诙谐的语言及精
彩的演绎，形象地再现了白玉县开展
控辍保学工作中的故事，深刻反映出
我州农牧民群众思想观念的转变。

据该剧的创作人——白玉县文化
馆馆长玉强介绍，本剧创作的灵感是他
亲身经历的故事。几年前，他在白玉县
阿查镇亲耳听到一对父子间的对话，那
个父亲告诉孩子：“我拿了两头牦牛去
换了隔壁村的一个孩子替你去学校读
书，我们可以一起去山上挖虫草了。”

玉强告诉记者：“初闻这句话后，我
很想笑，但在笑过之后我意识到白玉县
作为虫草盛产区，个别家长为了当前的
利益，让子女放弃去学校读书，而去挖
虫草，这不论对他们家庭或是对我们国
家的发展无疑是有弊无利的。又正巧在
一个文件上看到一句话‘最好的虫草在
学校’，便创作了这样的一个小品。”

在小品的背后，是甘孜藏区正在
发生的深刻变化。

近几年来，我州一直把“控辍保
学”工作作为重点，完善了《甘孜州教
育系统控辍保学工作方案》，通过各
县教育局与学校负责人、班主任、学
生家长层层签订挖虫草季义务教育
阶段中小学控辍保学责任书，积极引
导家长们把目光放长远，不为一时利
益而埋下祸根。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今年我州
小学阶段净入学率、初中阶段净入学
率都达到百分之百，全州控辍保学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确保了教育扶贫路
上一个孩子都不少。

在中央和省的关心支持下，三年
来，我州争取到了中央、省投入各类
专项资金20.26亿元，对口援建资金
2.9亿元，新增校舍面积74.4万平方
米。全州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办学条
件得到了全面改善，在广袤的甘孜大
地上最漂亮的建筑就是学校，最快乐
的人群就是学生。

小品《最好的虫草在学校》受到
欢迎、引发共鸣说明：唯有贴近生活，
文艺工作者才能推出打动人心的新
作，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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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力较为紧张的情况下，
州委、州政府于2015年安排30万
元的文艺精品创作购买项目。此
项目购买了当年本州艺术家新创
的充分展示甘孜州本土文艺元
素、且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作品，
并将其打捆集结成册，出版印刷
1000本，发送到了全州各县文化
馆和乡镇文化站，惠及群众。

2016年5月联合甘孜州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甘孜州音乐家协
会制作出版发行精品歌曲集《聆
—一路花香》。在完成这些项目的
过程中整合了社会各界力量，我
州文艺工作的推进日益注重规
划，指导广大文艺创作者从博大
精深的优秀文化传统、丰富多彩
的群众社会实践和日新月异的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中汲取营养，发
现题材，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有
效推进了文艺创作。

记者了解到，每年甘孜州文
体广新局都要召开一次全州文艺
工作会，其中会对当年重大创作
题材进行规划研讨，紧贴党委、政
府工作中心，紧跟经济社会发展
步伐，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贴近
生活编制题材规划，明确创作重
点与方向。

同时，州创办多次组织各门
类的创作人员到基层进行采风、
考察、挂钩蹲点等活动。这些措施
保证了新创作品能坚持地方特
色，坚守地方文艺的独特风格，保
证全州主要创作力量始终涌动着
浓厚的本土经验，与我州的生活
与经济息息相通。

于此同时，我州在全州范围
内实施精品力作生产推介工程。
如：2016年由中共甘孜州委宣传
部、甘孜州文体广新局、甘孜州文
联、甘孜州歌舞团联合开展“甘孜
州精品音乐创作活动”，当年即面
向社会公开征集到歌词353首，歌
曲253首，最终于2017年将创作
评选出的精品歌曲集锦成册，制
作成精装的DVD。整合全州艺术力
量，耐心细致打磨精品。《圣洁甘
孜》DVD的出版发行在全州乃至全
省文艺界产生积极而广泛的影
响。

随着 2016 年重大文体旅游
活动暨“四川甘孜山地旅游节、第
九届康巴艺术节、康定情歌国际
音乐节”三节和2018年四川省第
十五届少数民族运动会的圆满落
幕以及2017、2018文艺繁荣发展
计划的顺利实施，《走向辉煌》、
《我的阿爸阿妈》、《因为有你》、
《金色的太阳》等一系列兼具民族
性、代表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本
土原创节目脱颖而出。举办“中国
新歌声”甘孜片区选拔大赛，9名
选手入围四川赛区总决赛，拥忠
初、章古泽丹分获全省冠军、季
军；一系列活动的举办激励了本
州艺术家的创作热情。

未来，我州文艺工作将继续
坚持以创作为基础、以市场为导
向、以服务为中心、以质量为根
本，坚守推出高质量艺术产品和
艺术人才的内涵型发展思路，搭
建载体，激发文艺创作动力，确保
艺术生产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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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记者 包小玉 汪青拉姆 文/图

根植文艺创作的康巴之花
捧着“泥土的芳香”

由我州第二届“新人新作”文艺评选活动说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