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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北方新报记者 马丽侠
实习生 施卉

身后背着改装后的架子鼓，双脚上
的绳子连接架子鼓控制节拍，脖子上挂
着麦克风……近日，一位内蒙古小伙在
网络短视频平台火了。他叫臧兆君，80
后，来自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他自己改装
架子鼓，配合手中弹奏的吉他，口中唱着
经典民谣曲目，一个人同时完成乐队中
3个人的角色，打造出风格独特的一人
乐队。众多网友在点赞他这一独特演奏
方式的同时，也被他追求梦想的精神感
动：“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

“纸不可以飞，但是纸飞机可以。人不可
以飞，但是梦想可以。”

“音乐是我快乐的源泉，我只是在追
求我的梦想。”臧兆君告诉记者，他在铁
路部门有正式工作，不是专业做音乐
的。从最初只是喜欢听音乐却遭到家里
人反对，到后来的吉他求学路一波三折，
再到现在成为指弹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
盟指弹协会会长，正是他坚定的信念和
执着的精神，让他离音乐梦想越来越近。

从小就喜欢唱歌的臧兆君出生在普
通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撑起他的梦
想，他也像大多数平凡的人一样，上学、当
兵、工作，过着普通的生活。但是他不甘
放弃，凭着对音乐的热爱，2007年用攒了
一年的工资买了一把吉他。为了学好吉
他，臧兆君利用业余时间奔波于呼和浩
特、北京、锡林郭勒各地学习吉他，并坚持
了整整4年。2010年后，由于工作、经济
等原因，臧兆君回到家乡开始自学吉他，
并于2013年尝试创作专辑《别了年轻，小
草》，在一些视频网站播放；2015年8月
参加央视《星光大道》内蒙古分赛场内蒙
古文体活动频道播出的《星光快车》栏目
海选，顺利通过；2015年11月参加中国
好歌曲内蒙古呼和浩特分赛区比赛，凭借
原创歌曲《心牢》进入内蒙古分赛区八强。

说起组建一人乐队的想法，臧兆君笑
着说：“在我追求音乐梦想的路上，一直想
组建一支本土乐队，但是由于旗县音乐人
才匮乏，没有找到合作伙伴，一次无意间
从网上发现了改装架子鼓的创意，就做了
尝试。”去年8月，臧兆君开始着手打造一
人乐队，他先是自制改造了重53斤的架子
鼓，然后又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手、脚、口的
协调练习，最后融入自己的想法，开始录
制视频。他呈现的视频虽然只有短短几
十秒，但需要花费半天的时间进行制作。

“我不敢称之为乐队，毕竟一个人的
能力有限，不可能呈现出真正的乐队效
果，后期我会研究加入口琴或者排箫，争
取达到更好的效果。”臧兆君走在追逐音
乐梦想的路上，正如他在原创歌曲《80
后》中唱的一样“坚定自己的梦想，为梦
想而向前冲，为了爱人努力奋斗，做一个
顶天立地的80后，你一定会成功。”

手弹吉他脚打鼓

内蒙古小伙
打造一人乐队

□本报记者 院秀琴

电影《黄大年》自上映以来一直
备受关注。观看这部电影，是人们缅
怀爱国科学家黄大年的一种方式，也
是对立足现实、直抵人心的创作团队
致敬，对他们在银幕上展现出真实、
亲切、崇高的黄大年形象时运用的温
暖有力的艺术表达致敬。而对于内
蒙古人来说，这部电影还有着难能可
贵的“内蒙古元素”，知名女演员哈斯
高娃参演了这部影片，饰演黄大年的

同学周启红。在影片中，正是她送给
黄大年的一张表现国内秋日黄叶的
油画作品，强烈地唤醒了他落叶归
根、还乡报国的情怀。

如何让观众真实自然地走近一
位已经逝世而且对其光辉事迹耳熟
能详的英模人物，是这一类型电影艺
术创作中需要重点研究解决的主要
课题之一。更何况，著名爱国科学家
黄大年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
多项技术空白的伟大事迹，特别是他
呕心沥血与时间赛跑，一心只牵挂着
科学报国的大事业而至死不渝的伟

大精神，早已深深地镌刻在全国人民
心中。

电影《黄大年》以黄大年妻子的
画外音作为串连全片的主线，为观
众打开了“追忆视角”。一开场，影
片通过黄大年妻子饱含深情的述
说，将观众带入这位已故爱国科学
家的世界里。此刻，每一位观影人
都化身为黄大年的至爱亲人，每个
人的心绪都随着电影里呈现的那一
幕幕感人至深、催人奋发的情景而
起伏。破斥外军谎言，毅然选择回
国，谢绝接风宴席，争分夺秒工作，

儿时好友牺牲，倾情帮助学生，重大
科研突破，临终前的托付……每一
个片断的剪选，都围绕着重大主题
展开，同时紧密地契合真实生活，以
真实的人性与人格为创作基础，将
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融为一
体，才能达到直指人心、打动人心继
而震撼人心的效果。

影片把一些关键道具进行了巧
妙地运用，并和体现人物内心波动的
言语神态紧密结合起来，起到了推动
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作用。使得情
节的发展环环相扣，每一刻都牵动着

观众的眼球，牵动着观众的心绪，令
人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黄大年矢志报
国的伟大情怀，和他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的伟大精神。

“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在国外
取得多大的成功，如果你的国家在这
一方面还很落后，甚至是刚刚起步，
那都不是意味着你真正的成功……”
让我们以电影《黄大年》主人公的深
情呼喊，激励自己奋勇前行、努力攀
登的步伐，立足当下、立足本职，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做出无愧
于新时代的贡献。

致敬黄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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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洋溢的耸肩，舒展婀娜的柔臂，明快潇洒的旋
转，奔放洒脱的跳踏……这些标志性的舞蹈语言，人们百
看不厌。来自大草原的舞者，用舞蹈这种藏在灵魂里的语
言，把一个个唯美的动作，组合成一首首优美的诗行。蒙
古族舞蹈艺术发展至今，既沿袭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融
入了新时代艺术的特色。呈现在《我们的新美好时代——
用舞蹈去爱》2019新年舞蹈晚会中的精品杰作，正是一代
代艺术家们辛勤耕耘的收获。

激情舞动穿越艺术时空

舞蹈的魅力，总能跨越文化的界
限，甚至穿越时空的阻隔。在音乐、
舞美、灯光和歌吟之间，手足与肢体
的曼妙舞动，直抵观众的心灵。

这是一场华彩炫目、韵味悠长
的舞蹈艺术盛典——

新年伊始，由自治区文联主
办，自治区舞蹈家协会、呼和浩特
民族演艺集团联合承办的《我们的
新美好时代——用舞蹈去爱》
2019新年舞蹈晚会上，《传承》《金
步舞冠》《门前那棵树》《琴·情》《满
满的幸福》《老家有座蒙古包》《敬》
《黑缎子坎肩》《火》《小巴特与喜羊
羊》10部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的蒙
古族舞蹈作品，在内蒙古民族艺术
剧院惊艳上演。这10部作品中，
有的讲述传承精神，有的呼吁环
保，有的思念家乡，有的传递民族
大爱，也有的轻松活泼，给观众带
来思考、欢乐与感动。

“这是对内蒙古舞蹈过去一年
的回顾总结，是2018年新创作作
品的一次重要展示，也是对未来发
展的展望，保护和传承了自治区优
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扩大了内
蒙古舞蹈艺术的影响力和传播
力。”内蒙古舞蹈家协会秘书长南
飞雁担任此次晚会的艺术总监，她
介绍，晚会呈现的精品舞蹈，大部
分是我区青年一代编导和舞者去
年新创作的、并在第五届中国蒙古
舞大赛中获得金奖的作品，还有2
部中国文联在我区采风时新创作
的贴近我区人民生活的作品。这
台晚会集结了全区多家歌舞剧院、
乌兰牧骑等院团，聚集了满都呼、
呼格吉勒图、阿格尔、斯仁道力玛
等一批我区优秀舞蹈创作者和舞
蹈表演者。

演出中，优秀的舞蹈作品让现
场的观众如痴如醉、大呼过瘾。内
蒙古艺术学院舞蹈系学生李晓雨
告诉记者：“我最喜欢的作品是《满
满的幸福》，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
种温情和爱，让人感动、难忘。”

扎根人民汲取创作灵感

小巴特带着玩伴喜羊羊在草
原上忘乎所以地嬉戏、蹦跳，羊儿
们跳着既时尚又诙谐的舞蹈“粉墨
登场”，顿时，草原沸腾了。伴随着

童声童趣的歌声，几十位小小舞者
出现在了舞台上……

由阿格尔编导，呼和浩特民族
演艺集团民族歌舞剧院、陶李舞源
少儿艺术团演出的《小巴特与喜羊
羊》赢得了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
声，为晚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这部创作于中国文联 2018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知名音乐舞
蹈艺术家赴内蒙古采风创作活动
中的作品，通过儿童的视角和思
维，采用浪漫主义和拟人化的表现
手法，抒写出当代草原人民新的精
神风貌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

祖国北疆肥沃的艺术土壤，吸
引着众多舞蹈艺术家的目光。在
去年的中国文联组织知名音乐舞
蹈艺术家来我区采风活动中，艺术
家们先后前往了通辽市的科左后
旗、库伦旗、奈曼旗、扎鲁特旗，呼
伦贝尔市的鄂温克旗、新巴尔虎左
旗、额尔古纳市、根河市、鄂伦春
旗、莫力达瓦自治旗等地，行程
3500多公里，深入感受当地的民
族文化，与基层乌兰牧骑、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以及民间艺人互
动交流，体验当地独具特色的民族
民间风情。2018年12月12日，由
中国文联、中国舞蹈家协会、内蒙
古文联共同主办的“蓝蓝的天空
——中国舞协‘深入生活 扎根人
民’原创内蒙古题材舞蹈作品展
演”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剧场举
办，将此次采风创作的成果进行了
集中展示。

扎根人民汲取艺术灵感，我区
的舞者一直在努力。2018年，自治
区舞蹈家协会还成功举办了第五
届中国蒙古舞大赛、《让爱传递·为
梦而舞》公益舞蹈快闪活动等，组
团参加了第九届华北五省市（区）
舞蹈大赛，并取得了优异成绩。

更有不少草原舞蹈作品“舞”
出了新境界，捧回了多项大奖。由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
厅、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以及内蒙
古艺术学院联合出品，自治区舞蹈
家协会选送的原创民族舞剧《草原
英雄小姐妹》，荣获中国专业舞蹈
艺术最高荣誉“荷花奖”。自治区

舞蹈家协会选送的3部作品，内蒙
古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群
舞《阿穆尔赛罕》、内蒙古乌兰察布
市民族艺术学校舞蹈《骏影追风》、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舞蹈《苏都
日》，均荣获第五届“荷花少年”全国
舞蹈展演评选大奖。

传承精华开创崭新气象

正如2019新年舞蹈晚会开场
舞蹈《传承》所展示的那样，新故相
推，日生不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使命，精湛的舞蹈技艺在师徒之间
传承。

踏着时代的节拍，2019内蒙
古新年舞蹈晚会的接力棒交到了
我区青年一代编导和舞者手中，新
的面孔、新的团队、新的理念，带来
了新的气象。

如今的蒙古舞创作，已经不再
拘泥于翻腕、耸肩等固有的表现方
式，抑或筷子舞、盅子舞、顶碗舞等
固有的象征元素，我区青年一代编
导和舞者创作出了许许多多新颖
独特的意象和表现手法，呈现出舞
蹈艺术突破固有模式的新型发展
趋势。

斯仁道力玛表演的舞蹈《火》，
令人印象深刻。作品将人与火完
美结合，一会儿舞者化作火苗状，
一会儿火苗化成人形……不仅展
现了舞蹈演员精湛的舞技，也因绚
丽的舞台效果让观众大饱眼福。

“新年舞蹈晚会已经连续举办
3年了，从2017年开始，一代代传
承、接力，现在接力棒交到了 80
后、90后编导和舞者的手中，他们
这批年轻的力量为自治区的舞蹈
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南飞雁告
诉记者，近年来，以民族舞为代表
的内蒙古舞蹈艺术事业蓬勃发展，
这源于新时代赋予草原舞者的新
使命，也体现出新时代文化艺术发
展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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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舞《小巴特与喜羊羊》。

群舞《满满的幸福》。

舞蹈《传承》。

三人舞《金
步舞冠》。

群舞群舞《《门前那棵树门前那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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