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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共筑精神家园

“我的父亲就是一名骑兵，我从小
生活的地方还居住着老一辈骑兵战
士。每每看见他们，就有一种说不出
来的情感。多年来，这种创作愿望一
直藏在心中。”谈到《骑兵》的创作动
机，总导演、编剧何燕敏激动地说。

与何燕敏一样，《骑兵》团队中有
不少人与内蒙古骑兵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舞蹈演员维力斯在剧中扮演骑
兵战士，而他的外公就是曾经在解放
战争中浴血奋战的内蒙古骑兵，参演
《骑兵》让他对那段历史有了更深的理
解，“我要用舞蹈向那个年代致敬，用
行动传承爱党爱国、民族团结的信
条。”维力斯坚定地说。

一直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以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民族工作
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引导各族作家艺
术家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认同。我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在
创作过程中，把是否有利于传承弘扬
中华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重要的思想价值标准。一部又一
部书写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的艺
术精品相继问世，优秀文艺作品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独特作用
得到充分彰显。

话剧《国家的孩子》取材于草原母
亲抚养三千南方孤儿的壮举，描绘了
各民族儿女守望相助的动人画卷；话
剧《热土》以冀察热辽“鲁艺”在赤峰办
学的史实为创作背景，揭示了文艺必
须根植热土、情系人民的时代主题；自
治区重大主题文艺精品扶持项目中，
已经上映的电影《海林都》和《红色之
子·单刀赴会》成功掀起了崇拜英雄的
风潮……一系列红色经典文艺作品的
创排，引导人们求真、崇善、向美，让主
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文艺作品
通过思想内容、道德取向、价值追求和
审美判断，不断激发人民群众情感共
鸣，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
为。进入新时代，跨入新阶段，我区广
大文艺工作者定将举精神旗帜、立精
神支柱、建精神家园，为实现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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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柴思源

新年伊始，一部讲述内蒙古骑
兵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为谋
求祖国解放英勇战斗的恢宏史诗，
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让首都观众重温峥嵘岁月。

1月1日至3日，舞剧《骑兵》在
北京国家大剧院的亮相，让内蒙古
舞台艺术迎来高光时刻，更让深厚
的家国情怀与对英雄的崇敬之情流
淌于人们心中。“战争残酷，英雄不
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如此生动鲜活的主旋律题材作品
并不多见，希望《骑兵》让全国的观
众看到。”每一次落幕，现场好评不
绝于耳，观众沉浸于艺术强大的感
染力之中，纷纷起立鼓掌，久久不愿
离去。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
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
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
我区文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遵循，
为文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
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集中出
台繁荣文艺发展、促进创作生产的
高含金量政策，为繁荣发展文艺鼓
舞士气、谋定全局——2018年，我
区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选题、弘扬乌
兰牧骑精神选题、航天城建设和发
展选题等11个重大现实题材创作
选题，供具有创作意向和能力的区
内外艺术家、创作团队自由选择创
作；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重大主
题文艺精品创作指导意见》出台，明
确要紧紧围绕重大时间节点、乌兰
牧骑、弘扬蒙古马精神、守望相助理
念、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化转化等 5
大选题方向进行创作；为迎庆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更好地展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治区波澜壮
阔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红色百年内蒙古”系列项目启动，
确定20个创作项目。

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组织策划下，我区文艺作品“高峰”
涌现，以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昭示
着“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的价值所在；以观照现实的思想主
题，谱写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时代音符。

把握时代脉搏
勇攀文艺高峰

“开头有多甜，结尾就有多虐，致敬
军人！”

“《守望相思树》太感人了！军嫂不
易！”

去年11月，根据发生在内蒙古三角
山哨所的“相思树”真实故事改编创作，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电影
《守望相思树》在全国上映，线上线下掀
起观影热潮，观众纷纷在社交平台发布
影评。

“优秀的文艺作品，应当聚焦时代主
题，反映社会现实。如今关注国防、关心
军人、关爱军属日渐成为一种社会自
觉。影片表达的就是对军人荣誉的维
护、价值的褒扬和付出的肯定。”全国青
联委员、影片出品人、总制片人温馨说。
作为入选自治区重大主题文艺精品创作
工程的扶持项目，电影《守望相思树》聚
焦军人军属，动人的演绎让人们更加理
解了军嫂的艰辛，懂得国泰民安、岁月静
好的背后，是无数军人家庭的无私奉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加强
现实题材创作生产，不断推出反映时代
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文艺精品。
重大事件、重要历程攸关全国各族人民
的共同命运，也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现实
题材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
泉活水。

近年来，我区聚焦重大现实题材主
题的文艺作品百花齐放，每一个重要时
间节点，广大文艺工作者都以强烈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投身创作，讴歌党、讴歌各
族人民的佳作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
植于人民心间。

影视创作立足时代课题。电视剧
《安居》获得第31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现实题材优秀电视剧大奖”，电视剧《父
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被列为国家广电总
局2018年度电视剧引导扶持专项资金
剧本重点扶持项目，电影《片警宝音》被
国家电影局列为全国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9部重点影片之一，电影《黄大年》
获全国第十五届“五个一工程”奖。

美术书法创作绘就时代风貌。我区
青年画家颉元芳的水彩画作品《远方》生
动刻画草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憧
憬，一举摘得第三届中国美术奖金奖，实
现了我区中国美术奖最高奖零的突破。
草原四季——亮丽北疆美术作品展、大
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助力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书画展等一系
列展览集中呈现艺术家深入百姓生活的
艺术成果。

舞台艺术精品演绎时代精神。话剧
《国家的孩子》入选第十三届国家“五个
一工程”作品奖；文旅深度融合的大型马
舞剧《千古马颂》成为内蒙古的文化旅游
大 IP；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斩获“文
华”大奖，填补了我区在“文华”奖领域的
空白；舞蹈作品《爷爷们》《黑缎子坎肩》
先后摘得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
奖；舞剧《骑兵》获得第十二届中国舞蹈

“荷花奖”舞剧奖。
“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

时代之先声”。全区文艺工作者歌颂真
情、定格感动、书写人民，用一部部精品
记录时代足音。

坚定文化自信
汲取精神力量

日前，“红色百年内蒙古”重点创作剧目
原创民族管弦乐《蒙古马》在呼和浩特首
演。首演现场，在国家一级作曲、蒙古族指
挥家叶尔达的指挥下，演奏家们相互配合，
马头琴、四胡、火不思、陶布秀尔等传统乐器
相得益彰，时而婉转柔美，时而豪迈悠长，丰
富的音乐语言让观众忽而置身万马奔腾的
豪迈壮阔，忽而融于静谧安详的草原夜色。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
是增强文化认同。《蒙古马》所体现的蒙古马
精神，以及民族管弦乐这种呈现形式，都是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得以积淀的中华文化
的组成部分。”叶尔达说。《蒙古马》节奏变化
多样，让马头琴等乐器突破传统演奏方式，
并将呼麦、长调等传统民族唱法融入其间，
让蒙古马忠诚、勇毅、顽强的象征意义与文
化魅力凭借精湛的艺术手段得以彰显。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
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精神命脉，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
精神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我区广大艺术家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发扬乌兰牧骑团结凝聚、亲如一家的光荣传
统，用文艺推动各族人民群众交往交流交
融。

著名作家肖亦农查阅上千万字的文史
资料，数次前往民族地区寻找鲜活细节、时
代气息和生动人物，历时12年完成长篇小
说《穹庐》，全景式展示了1920年前后布里
亚特草原的峥嵘岁月和布里亚特人一路征
战回归祖国的征程，围绕捍卫、生存和回归
主题，完成了一次对民族命运、国家兴衰、战
争与和平的书写。入选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第五批“舞台剧精品创作”扶持项目、国家艺
术基金 2019 年度资助项目的京剧《大盛
魁》，深挖大盛魁商号当年的经商之道和商
业成绩，以及草原丝绸之路、万里茶道的历
史故事，将大盛魁商号开放包容、互联互通、
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厚德载物的儒商精神
通过京剧的唱、念、做、打表演形式呈现给观
众。舞蹈《黑缎子坎肩》将产生于十八世纪
中下叶的鄂尔多斯民歌《黑缎子坎肩》用舞
蹈进行巧妙的情感转化，欢快的节奏、激昂
的音乐，再加上舞蹈演员们张扬的肢体语言
和生动的表情，让不少观众在熟悉的旋律中
感受到蒙古族舞蹈的真诚与魅力。

1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舞剧《骑兵》专家
研讨会上，谈到《骑兵》成功的奥秘，许多专
家学者不约而同说到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深
度挖掘。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著名文艺评论
家仲呈祥说：“内蒙古骑兵是民族的集体记
忆，《骑兵》通过将骑兵战士为人民而战，为
民族解放而战的壮举进行深度创作，实现了
思想性和艺术性、戏剧性和舞蹈性、继承性
和创新性的高度统一，为主旋律题材运用高
雅艺术形式进行呈现提供了成功经验。”深
厚的文化底蕴，不仅是民族自信的基石，也
是文艺之花的生命之源。

为迎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
色百年内蒙古”系列项目启动实施，除了入
选该系列项目的民族管弦乐《蒙古马》和舞
剧《骑兵》大获成功以外，展现内蒙古各民族
干部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的大型交响乐
《旗帜》、蕴含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内涵的民
族歌剧《江格尔》、以蒙古马为核心元素的国
画长卷《万马奔腾图》等项目也正在加紧创
作创排。它们立足弘扬优秀文化资源，在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激发中华文
化的勃勃生机，凸显着文艺作品的时代价
值。

演出结束后，舞剧《骑兵》演员谢幕。
内蒙古日报社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王智华 摄

在第十七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上，大
海道——“南海 I号”沉船与南宋海贸展览吸引观
众参观。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小朋友亲手制作灯笼，传承非遗文化。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舞剧舞剧《《骑兵骑兵》》剧照剧照。。 内蒙古内蒙古
日报社融媒体记者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王智华王智华 摄摄

舞剧舞剧《《骑兵骑兵》》中中，，主人公主人公
朝鲁与战马尕腊的情谊感人朝鲁与战马尕腊的情谊感人
至深至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磊王磊 摄摄

舞蹈《爷爷们》惊艳第十一届中国
舞蹈“荷花奖”舞台。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我 区 经 典 杂 技 节 目
《五人踢碗》的演员正在辛
苦排练。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首府中学生参观乌兰牧骑 60 周
年大型图片展。本报记者 王磊 摄

在内蒙古展览馆，观众正在观看中华文化先贤新影像展。本报记者 王磊 摄

舞剧舞剧《《骑兵骑兵》》再现战马嘶鸣旌旗猎猎的战争再现战马嘶鸣旌旗猎猎的战争
场面场面。。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王智华王智华 摄摄

11月月11日至日至33日日，，舞剧舞剧《《骑兵骑兵》》亮相北京国家大剧院亮相北京国家大剧院。。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磊王磊 摄摄

雕抟刻意——内蒙古雕塑艺术展吸引观众
驻足欣赏。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第一届内蒙古舞台美术展向观众第一届内蒙古舞台美术展向观众
全面展示我区舞美领域的创作成果全面展示我区舞美领域的创作成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磊王磊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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