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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开启了。
每一项事业，在新

的一年里，都有与时俱
进的新理念、新规划；
每一个群体，在新的一
年里，都有意气风发的
新目标、新步伐；每一
个人，在新的一年里都
有不负韶华的新追求、
新画景。

弘扬主旋律 传递正能量

“让文学艺术的繁荣，与自治区的
繁荣发展同步，与自治区的改革开放同
步，与各族人民对文化娱乐享受的需求
同步。”这是记者从 2018 年底自治区文
学艺术界迎新年座谈会上听到的几乎
是从口一词的声音。与会的文学艺术
界 的 同 仁 们 ，个 个 喜 气 洋 洋 ，豪 情 满
怀。大家一致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新时代文艺工作的一系列论述，为广大
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几年来文
艺战线所取得的成果，都是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的结果。我们将
一如既往地坚定文化自信，在新的一年
里，扎根生活，放歌新时代，为构筑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大厦担负起更多

的责任，做出更多的贡献。
参加座谈的艺术家们深入交流了发

扬乌兰牧骑精神的时代意义。几代乌兰
牧骑人深情回望了60多年来，广大乌兰牧
骑队员在草原、在边防、在工厂、在街道为
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服务的历程，深刻阐释
了乌兰牧骑精神的丰富内涵，论述了新时
代继承传统、赋予时代精神的重大意义。
一位从艺40多年，从乌兰牧骑成长起来的
艺术家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
在文艺战线上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乌兰牧骑所演出的剧目都是各条战线的
新人新事，都是主旋律、都是正能量。不
少作品人们都耳熟能详，广为传唱，站得
住、留得下、传得开。乌兰牧骑这面旗帜
在我们的故土上树起，乌兰牧骑精神在我
们的队伍中铸就，我们既感到骄傲，更感
到责任重大。新时代，新使命，就要有新
担当，我们绝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绝
不辜负总书记对我们的殷切希望。

许多参加座谈的同志对新的一年的

创作工作做了庄严承诺，一定要在生活中
学习，向群众学习，向时代学习，创作出更
多更好的优秀文艺作品，向社会提供文化
大餐，精神食粮。

主打服务牌 真诚接地气

2018年的年末岁尾，各地都像往年
一样，启动了文化下乡活动，大批的文艺
工作者带着党和政府的关怀，到农村牧
区、到工矿企业、街道社区送温暖。新年
前后，记者有幸见证了鄂尔多斯市“弘扬
乌兰牧骑精神，到人们中间去”为主题的
文化下乡活动。启动仪式在富有革命传
统的鄂托克前旗城川镇举行，这里的城
川民族学院，在革命战争年代培养了一
大批革命志士，去年被命名为：“革命传
统教育基地”。去年 12月 28日一大早，
周边农牧民从几十里外，冒着严寒赶到
这里，观看市旗两级乌兰牧骑队员的文娱
演出，城川镇的农牧民还表演了广场舞、秧
歌、民族舞等，欢声笑语，响彻冬日的草原。

就全国来讲，“文化下乡”活动至今
已办 34 届，党的十八大以来，活动的内
涵不断丰富，为基层服务的链条不断延
长，参加的单位和群体不断增加，服务的
项目越来越多。除了文化活动外，科技、
教育、医疗、法规政策等，形成了基层综
合服务的科学运行机制，自然也成了一
个以思想教育和文化生活为主打内容的
多元化服务品牌。

新的一年里，服务实践、服务基层群
众，是我们办好报纸的出发点。就是践行
习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就是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的质量、品
味、风格等的需求。

用心讲故事 追求多样化

讲好中国故事，是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向广大干部群众发出的号召，文艺工
作者更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座谈会上，
电视剧《青年乌兰夫》里李大钊的扮演
者魏大鸣建议，内蒙古日报的《彩虹》版

是媒体的副刊，肩负着导向主流舆论、
弘扬主流价值的神圣使命，用心讲故
事，形象化传播正能量，是办好《彩虹》
版的应有之意。

导演王和平说，草原文化博大精
深，草原人民新时代多姿多彩的生活是
我们当代文艺工作者取之不尽的创作
源泉。我们一定学习践行乌兰牧骑精
神，到群众中去，到农牧民中间去，体验
生活，深刻理解群众对文化艺术的需
求，精心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真
正接地气的作品，为自治区各项事业的
发展服务，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作曲家斯琴朝克图谈了自己的新年计
划：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自治区成立
72 周年之际，5 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为
祖国献礼。导演康洪雷说，只有天下太
平，国泰民安了，我们才有一个好的环
境创作出更多的艺术作品来。“今年我
们也有一份大礼，献给祖国人民”。他
神秘地说。

周刊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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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步入新的一年的时候,人们除了对时光飞逝的
感叹之外，更多的是对新年新气象美好愿景的向往。

作为文化娱乐类专刊，《彩虹》见证了自治区各族人
民与时俱进、意气风发，迎接新时代的光辉征程。回顾
2018 年，可圈可点的东西太多太多，我们亲历了第十三
届草原文化节一个个精彩瞬间，真诚记录了数以百计文
化艺术精品的诱人风采，我们亲历了改革开放 40周年纪
念活动的磅礴气势，体验了文艺战线主旋律和多样化完
美结合的无穷魅力。

记录文化艺术界的成果和业绩，让我们更加深刻地

认识到，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
力作，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永远是《彩虹》专刊追求
的目标。反映我区文艺创作的最新动态、优秀成果，是

《彩虹》版的重要职责。
《彩虹》版的定位是文化娱乐，要体现新时代的精神价

值，就要鲜明、形象、生动，讲文化产品的故事，讲艺术家的
故事，讲受众观赏的故事，讲广大群众自娱自乐的故事，让
故事成为引领价值观的主打形式。

2019 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 70 华诞大典。我们将
通过“新时代的号角·文艺”“文艺地图”“独家发布”“星

耀草原”“音乐时间”“艺苑快报”“彩虹漫笔”等精品特
色栏目，秉承彰显地域特色、传播本土文化、弘扬时代
精神的宗旨，继续带领广大读者感受草原文化独特魅
力，领略艺术家的卓越风采,为健康向上的娱乐生活提
供正确有力的导向。

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将把故事化、形象化、多样化作
为主要的表达方式，让《彩虹》是每一个版面，每一篇文
章都能打动人心，让《彩虹》真正成为本报的一个宣传品
牌，推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

——编者

□本报记者 院秀琴 图/王磊

优美的旋律与跳动的音符交织相伴，现场
观众的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最近，一场精
彩的新年音乐会在内蒙古乌兰恰特大剧院上
演，吸引了 1200 多位观众抢票进场。据介绍，
这已经是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交响乐团第 23
年举办新年音乐会，团长柴林和获得过国际指
挥金奖的我区著名青年指挥家昊夫分别接受
了记者专访，对新年音乐会的举办情况以及内
蒙古人音乐审美和文化生活质量的提升方面

“划重点”。而从现场观众高涨的热情中，我们
对于后者的体会更加真切。

奏响经典音符 打开新年序曲

“一般我们都会以比较有仪式感的歌剧序
曲作为开场，拉开音乐会的帷幕，还会有一些
经典的曲目安排，比如维也纳施特劳斯家族的
波尔卡⋯⋯”演出开始之前，频获国内外指挥
大奖的昊夫接受记者专访时介绍。作为内蒙
古民族艺术剧院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他已经

连续 4 年担任该团新年音乐会指挥。
昊夫介绍，这次演出还邀请了几位“金牌外

援”：除了小提琴青年演奏家叶霖之外，还有中
央歌剧院男中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耿哲先
生，和同样来自中央歌剧院的歌剧团独唱演员、
青年花腔女高音歌唱家秦侃如女士，也应邀参
演此次新年音乐会。

音乐会以激昂、热情，又略显滑稽的《偷东
西的喜鹊序曲》开篇，观众静静地陶醉在音乐氛
围中。演奏间歇，热烈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开场之后，活泼、轻快，展现大地回春、生机勃勃
景象的经典之作《春之声圆舞曲》，经由秦侃如
的女高音独唱，让现场观众大饱耳福。此外，还
有小号三重奏《号手的节日》，以及《电闪雷鸣波
尔卡》，《查尔达什舞曲》等多部精品佳作的表
演。叶霖和乐队共同演绎的一曲《吉普赛之
歌》，更是让人领略了独到的演奏技法和音乐理
解。

而此次音乐会的主推曲目之一《艺术家的
生活圆舞曲》，让内蒙古观众提前“尝鲜”，因为
它是 2019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元旦这一天上
演的重点曲目。“我们希望能带着内蒙古观众提
前领略一下这部作品。”昊夫说。

融入地方特色 彰显民族风情

独具民族风情的曲目《黑骏马》，地方特
色鲜明的女声独唱《亲蛋蛋亲》，为 2019 新年
音乐会增添了内蒙古独有的意蕴。

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优秀的青年女高音
歌唱演员张瑛一曲《亲蛋蛋亲》，为这场新年
音乐会增添了浓浓的乡情和乡愁。这首堪称
经 典 的 歌 曲 选 自 一 带 一 路《大 盛 魁 交 响 组
曲》，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一部重要创作成
果，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交响组曲由开路
之旅、茶路风云、绝路求生、心路回眸、驼城欢
歌 5 个部分共计 11 个乐章组成，完整表现了
大盛魁创业者在一带一路上开拓进取的精神
风貌，音乐气势恢弘，感染力强，是一部“用音
乐讲述中国故事，阐释经商之道”的大作。这
部宏大的作品也是由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交
响乐团演奏的，指挥正是由昊夫担任。一曲

《亲蛋蛋亲》婉转深情，唱出了一带一路上的
内蒙古气韵。

选自管弦乐第一组曲《内蒙古民歌六首》
的曲目《黑骏马》，出自崔炳元先生的手笔，饱
含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将草原情怀呈现得淋

漓尽致。极快的速度运用和鲜明的节奏，展
示出奔腾骏马的意象，奔腾的节奏之后接续
着一段悠扬的长调旋律，给人以极强的听觉
震撼。作品将传统音乐元素融入交响乐的现
代形式，赋予了草原音乐“母语”以全新的生
命力和感染力，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给观众以
崭新的音乐体验。

“正是这两个曲目，使我们的新年音乐会
有了内蒙古独有的色彩。”观众莎莎由衷地
说。

带动观众参与 接通台上台下

演 出 当 晚 ，内 蒙 古 乌 兰 恰 特 大 剧 院 被
1200 多位热情的观众坐得满满当当。对于虽
然年轻但已久经“沙场”的昊夫来说，这一切
都是驾轻就熟。和团里所有人一样，他从来
不为票房担心：“大家越来越喜欢交响乐，观
众一年比一年火爆，气氛一年比一年浓烈，热
情高，让我对演出更加期待。”

特别是《铁匠波尔卡》中，指挥昊夫与“铁
匠”之间幽默风趣的互动表演，引得现场观众
哈哈大笑。尔后，伴随着乐声，男中音独唱

《快给大忙人让路》中的“大忙人”扮演者耿哲

意外地手捧鲜花出现在观众席上，一边展示迷
人的歌喉，一边向舞台走去，沿途还不停地给
大家分送花枝。独具匠心的节目编排，吸引现
场观众融入表演过程，打破了台上与台下的界
线。最后，当昊夫利用指挥乐队演奏的间隙频
频回身，振臂“指挥”观众发出与乐曲相应的呼
喝声时，整场氛围被推向了高潮。

演出结束时，依然坐在观众席上“回味”的
首府市民李雁春告诉记者，她是带孩子一起来
感受音乐的魅力。“通过新年音乐会，让普通人
感受高雅音乐，是自己平时生活中很少接触的
类型，这样的活动非常好，和孩子一起得到了
熏陶。”

“23 年了，大家已经对我们形成了期待，
每年 12 月 31 日的一个嘉年华式的期待，伴随
着这场音乐会来度过新年。乐团每年演奏的
曲目、观众期望有什么曲目，我们一直都有沟
通。”柴林介绍，很多老观众都会通过内蒙古民
族艺术剧院和交响乐团的 2 个微信公众平台
等渠道互动交流，“通过举办新年音乐会，提高
人们的文化生活质量，普及高雅音乐，作为职
业乐团，我们有义务去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文
化生活需求。”柴林说。

20192019，，用音乐开启新年之门用音乐开启新年之门

独家发布

□本报记者 赛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