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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阿拉善 7 月 11 日电 （记者
刘宏章）近日，阿右旗首届“守望相助好家
园”农牧民文艺汇演在巴丹吉林镇巴丹吉
林广场火热开场。

据悉，本次汇演的演员全部是来自全
旗各苏木镇的广大农牧民群众，汇演节目
结合农牧区文化，以传统长调民歌、民族
舞蹈、群口快板、眉户剧、诗朗诵、小合唱
等文化艺术形式，生动展现阿右旗新时代
农牧民风采。汇演现场气氛热烈，一个个
精彩的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频频鼓掌，一致
点赞。

登台的农牧民苏雅拉其其格告诉记
者：“这次晚会给了农牧民展示才艺的平
台，圆了我们的舞台梦，同时也为阿右旗
文艺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到
很开心。”

“汇演真的太精彩了，农牧民们演得
很朴实，也很专业，这种群众文化活动特
别接地气，是老百姓喜爱的好活动！”现场
观众阿右旗巴丹吉林镇居民张翠花说。

精彩表演
观众一致点赞

本报赤峰 7 月 11 日电 （记
者 徐永升）这几天，巴林右旗文化
馆群艺工作者很忙。他们开着流动
文化车奔波在各苏木镇，以“逐级比
赛、以赛代演”的方式，组织、指导群
众开展分层次农牧民文艺汇演，形
成了巴林草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流动文化车所到之处，受到了
农牧民的热烈欢迎，农牧民群众积
极主动地参与到文艺活动中。广大
乡村文艺爱好者，抓住文化馆群艺
工作者下乡辅导的契机，认真向老
师学习各种表演艺术，不断打磨修
改自己创作的作品，涌现出歌曲、舞
蹈、器乐、三句半、二人转、合唱、秧
歌以及“艺术绝活”等一批优秀的文
艺节目。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节
目，集中展现巴林右旗农村牧区建
设发展，脱贫攻坚战的成果和新农
民、新牧民的精神风貌。

三句半《精准扶贫就是好》展示
了巴林右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
民生活安居乐业的景象；节奏轻快
的舞蹈《欢乐的跳吧》以优美的舞姿
表达了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
向往；高亢悠扬的长调《满都陶勒
盖》充分体现了巴林右旗源远流长
传统民俗文化。各种节目精彩纷
呈，气氛热烈，为现场的观众献上了
一台台艺术盛宴。

此次农牧民文艺汇演选拔大
赛既是一次群众才艺的大比拼，又
是一次文化成果的大展示，展现出
农牧民对文化艺术的喜爱之情，充
分展示了巴林右旗群众文化的地方
特色、民族特色的魅力，展示了农牧
民群众的艺术水准和风采，烘托出

“守望相助好家园”主题。

巴林草原上的
流动文化车

□本报记者 韩继旺

喜庆的民族舞蹈，嘹亮的山曲农
歌，幽默的方言小品……连日来，巴彦
淖尔市7个旗县区和各个苏木乡镇纷
纷举办农牧民文艺汇演，许多平时种
地放牧的农牧民走上舞台，用优美动
人的舞姿和声情并茂的歌声叙说如今
的幸福生活。

在临河区，来自9个乡镇的200多
名农牧民演员带来了快板儿、二人台表
演唱、山曲对唱、歌伴舞、二人台呱嘴等
10多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精彩节
目。舞蹈《塞上江南绿色崛起》、快板儿
《你看我们妇女嬲不嬲》、歌伴舞《十九大
精神放光彩》、二人台呱嘴《咱们的新农

村》等一个个节目精彩上演，展现出临河
农村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喜人景象及
农民群众欢天喜地奔小康的喜悦心情。

在杭锦后旗，汇演以讴歌新时代
农牧民生活新变化、村风村貌新气象
为主题，歌舞、呱嘴、表演唱、三句半、
打坐腔、二人台等多种形式表演轮番
上阵，精彩纷呈的表演让现场1000多
名观众大饱眼福。其中呱嘴《刘干妈
夸十九大》、三句半《脱贫攻坚、共奔小
康》等农民群众真情实感的原创作品，
讲述了党的十九大精神、精准扶贫一
系列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乡村所发生的
巨大变化。

在乌拉特后旗，各苏木镇的农牧
民登台演唱了《雪山姑娘》《半个月亮》
《上海昔日嘎》，表演了舞蹈《吉祥中国

年》5人快板《歌颂十九大》，满怀深情
唱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牧区的新
变化和百姓的幸福感。

在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农牧民文
艺汇演现场，农民说唱《赞十九大》，山
曲对唱《党员干部下基层》、独唱《牧民
歌唱共产党》等节目，歌颂了党的十九
大精神、精准扶贫等一系列惠民政策，
讲述了在易地搬迁、产业扶贫、社会保
障等政策的引领下，农牧民的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今年 4 月份起到 2019 年 1 月
份，巴彦淖尔市举办以“守望相助好家
园”为主题的首届全市农牧民文艺汇
演，通过嘎查村、苏木乡镇、旗县区层
层比赛、分级选拔，选拔出的优秀节目
将参加首届全区农牧民文艺汇演。

走上舞台说唱幸福新生活

本报乌兰察布7月 11日电 （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常秀娟）7月3日，兴
和县举办“守望相助好家园”首届农牧民
文艺汇演。

此次文艺汇演是在全县各乡镇8场
农牧民文艺汇演基础上，通过层层比赛、
分级选拔，精选了全县乡镇农牧民文艺汇
演优秀节目。汇演在器乐合奏《在希望的
田野上》欢快的乐曲中拉开序幕，三句半
《精准扶贫惠民生》以幽默诙谐的表演歌
颂精准扶贫惠民政策、二人台现代戏《春
到芦夭村》《阳光照山村》、快板《新农村
赞》等16个节目轮番上阵，演出现场笑声
掌声不断。其中由赛乌素镇村民、村干部
与驻村工作队队员共同表演的小合唱《脱
贫攻坚驻村工作队队歌》铿锵有力，振奋
士气、鼓舞人心，将演出推向高潮。

活动中还分别向2018年度评选出的
“十星级文明户”和“文明农民”代表进行
了颁奖。

演出现场
笑声掌声不断

本报包头 7 月 11 日电 （记
者 吕学先 实习生 辛玥）“以前
都是在台下看别人演节目，这下我
们农民也能正儿八经上舞台，当一
回主角，心里可高兴啦！”7月4日，
刚刚演完节目的包头市九原区哈林
格尔镇农民翟娥一脸兴奋。

7月4日，九原区举办“文化扶
贫惠民生守望相助好家园”首届农
牧民文艺汇演。阿嘎如泰苏木、哈
林格尔镇、麻池镇等8个苏木镇、街
道办事处的50多名农牧民带着精
心排练的20个节目亮相舞台，向观
众奉献了二人台小戏、小品、说唱、
晋剧、漫瀚调等多种老百姓喜闻乐
见的节目。

这些节目全都取材于九原区农
村生活，由农牧民自编自导自演，具
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二人台小戏
《四大妈唱十九大》、小品《第一书
记》、漫瀚调《十九大是咱的指路灯》
等节目歌颂了党的好政策给农牧民
带来的实惠；器乐合奏《走进新时代
串烧》、晋剧《卖画劈门》、现代小戏
《社区小夜曲》等节目描绘了新时代
新农村的美好生活，充分展现出新
农村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喜人景
象和农牧民欢天喜地奔小康的喜悦
心情。一个个饱含农牧民真情实感
的原创作品赢得了台下阵阵掌声。

从 5月份开始，九原区就成立
了农牧民文艺汇演工作领导小组，
开始从8个苏木镇、街道办事处组
织和选拔节目，并派出九原区文化
馆专业老师，对基层群众的文艺创
作进行辅导。据九原区文体广电旅
游局负责人介绍，最终将从五个一
等奖节目中筛选一个节目参加包头
市农牧民文艺汇演。

“当一回主角
心里可高兴啦”

□本报见习记者 郝飚

7月6日，乌海市三区分别举行
了“守望相助好家园”首届农牧民文
艺汇演，在炎炎夏日为观众送上了
一道精彩的“消夏文艺大餐”。

7月6日下午3点，“守望相助好
家园”海勃湾区首届农民文艺汇演
在海勃湾区青少年宫准时开演，由
王元地村老来俏舞蹈队带来的舞蹈
《祖国你好》拉开了整场演出的序
幕，队员们穿着统一的服装，踏着欢
乐的节拍翩然起舞，热闹喜庆的氛
围感染着全场。紧接着，朗诵《不忘
初心，永跟党走》、舞蹈《中国火火
火》、二人台《唱响十九大》等一个个

群众喜闻乐见、地域特色鲜明的精
彩节目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
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据了解，这次演出的14个节目
都是村民们在农忙之余自己编排
的。“我们十分重视这次演出，为了跳
好这支舞蹈，我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
排练，为的就是向大家展示我们农区
居民如今的新生活、新气象。”团结新
村田园百合舞蹈队队员李俊霞说。

随着夜幕降临，海南区巴音陶亥
镇万亩滩村广场热闹非凡，很多村民
早早地就聚集在这里。晚上8点，“守
望相助好家园”海南区首届农牧民演
出准时开始，舞蹈《红色娘子军》、快板
《赞美新农村》、小品《村委会的一天》
等15个村民自编自排自演的节目，赢

得了台下村民的阵阵掌声。
巴音陶亥镇文化站站长车嵘昕

告诉，村民们为这场演出准备了很
久，很多人都是白天下地劳动，晚上
一起排练，大家伙儿就是想用舞蹈、
小品展现我们农区居民的幸福生
活。“场上的好多演员都是我的邻
居，跳的真不赖，能在家门口看到这
样的演出很高兴。”看完演出后，村
民杭金翔兴奋地说。

据了解，本次文艺演出通过村、
乡镇、区级、市级进行层层比赛、分
级选拔，之后选拔出的优秀的节目
将参加“守望相助好家园”首届乌海
市农牧民文艺汇演以及第十五届草
原文化节期间举办的首届全区农牧
民文艺汇演。

放开歌喉夸赞美丽新农村

7 月 6 日，首届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农牧民文艺汇演“守望相
助好家园”热闹登场。

该区基层街道办事处及各
村镇带来的舞蹈、独唱、快板、二
人台表演唱、山曲对唱、歌伴舞
以及地方小戏等 13个具有浓郁
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文艺节
目，都是通过多次展演，层层选
拔出的精品节目。保合少镇恼
包村村民表演的民族舞蹈《心中
的哈达》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憧
憬和期望；成吉思汗大街街道办
事处编排的小品《新农民的笑
声》反映了近年来大青山前坡生
态保护综合治理和新农村建设
带来的新变化、新生活。

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摄

欢天喜地奔小康

□本报记者 郭洪申
实习生 赛汗 摄影报道

7月6日，夜幕降临，科左中旗保康
镇孝庄文广场上灯光璀璨，歌声飞扬，舞
姿翩跹，来自全旗22个苏木乡镇场260
余名农牧民文艺爱好者、民间艺术团将
精彩纷呈的民歌联唱、民乐合奏、快板、
小品、舞蹈和好来宝等节目搬上舞台，该
旗首届农牧民文艺汇演在这里倾情演
绎。

演出在一段美妙的舞蹈《欢腾科尔
沁》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欢快的舞
姿，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民乐合奏
《醇香的奶酒献给党》表达出了农牧民群

众对党的热爱；小品《精准扶贫政策好》
用农牧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简朴的语
言，歌颂党的惠民政策；快板《歌颂十九
大》反映了广大农民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奋勇前行的决心；二人转《脱贫致富
奔小康》讲述了农牧民生活的新变化，展
示了新时代农牧民良好的精神风貌；舞
蹈《守望相助》充分表达了广大农牧民坚
决听党指挥，站在新起点、踏上新征程，
向着美好生活奋勇前进的豪情壮志。

据了解，科左中旗首届农牧民文艺
汇演以“守望相助好家园”为主题，从今
年5月开始，来自全旗22个苏木乡镇场、

街道，280多个民间艺术团和千余名文艺
爱好者参演，通过层层比赛、分级选拔，
汇聚农牧民文艺精品，集中展示展演改
革开放 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该旗农村牧区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
景象和广大农牧民群众热爱党、热爱祖
国、热爱家乡的良好精神风貌和豪情满
怀奔小康的喜悦心情。同时，在“文明达
尔罕”公众平台开展科左中旗首届“最美
民间艺术团”网络评选活动，经过推荐、
宣传、群众参选等层层评选，评选出《苏
力德民间艺术团》《色拉西民间艺术团》
《巾帼英雄艺术团》等10个科左中旗首
届“最美民间艺术团”。

倾情演绎《欢腾科尔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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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不暇接。

7月4日晚，“鄂尔多斯我的家·守望相
助好家园”东胜区首届农牧民文艺汇演暨
优秀文艺团队选拔赛在青铜文化广场精
彩上演。舞蹈《满堂红》、小合唱《十送红

军》《神奇的姑娘们》等精彩节目赢得现场
观众掌声不断。据悉，本次选拔赛自 5 月
12日启动以来，来自东胜区3个镇、12个街
道的2000多人带来54个参赛节目，通过线

上线下评选，最终优胜节目将参加全市农
牧民文艺汇演比赛。

本报见习记者 郝雪莲 实习生
刘冬 摄

农牧民文艺汇演“满堂红”

下新营村村民演唱的下新营村村民演唱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