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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柴思源 巴依斯古楞
于海东 李玉琢

璀璨的灯光下，上下翻飞的舞裙
轻盈飘逸，悠扬的马头琴声和谐动
听。4月4日晚，“红色文艺轻骑兵”鄂
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兰牧骑全国巡演在
呼和浩特市乌兰恰特拉开帷幕。

“这次全国巡演持续一个月，我们
将给9个城市的观众带去歌舞节目，
用文艺宣传亮丽内蒙古、传唱主旋律，
展现新时代乌兰牧骑风采！”乌审旗乌
兰牧骑队长斯仁说。

4月7日，《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
阳》等一首首经典红色旋律，在乌兰察
布市四子王旗蒙古族中学的操场上空
回荡。

在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之际，四子
王旗乌兰牧骑通过“党史+文艺”的方
式开展“学党史 唱红歌”党史学习教
育活动，凝聚人民群众与党同心同德
的精神力量。

“太燃了！我要和乌兰牧骑的叔
叔阿姨多学几首歌，把对党和祖国的
热爱唱出来！”学生查苏娜说。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上，乌兰牧骑
始终是活跃在基层的那道最亮丽的风
景线。他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
嘱托，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
扎根沃土，服务人民，为促进文化繁荣
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发
挥了重要作用。

回首“十三五”，自治区党委、政府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乌兰
牧骑事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密集出台一
系列支持政策，加强乌兰牧骑改革创新
顶层设计，全方位加大投入力度，为乌
兰牧骑事业发展铺路架桥——

《乌兰牧骑条例》《乌兰牧骑事业
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0年）》等
政策相继出台，重新修订《内蒙古自治
区乌兰牧骑考核评估管理办法》，对乌
兰牧骑的职能职责、政策保障、业务活
动、改革发展等详细制定评估标准；

设立全区乌兰牧骑事业发展专项
经费，为75支乌兰牧骑配备演出大巴
车，为国贫旗县和“三少民族”自治旗配
备演出中巴车，支持25支基层乌兰牧
骑建设排练厅；

全区乌兰牧骑队长培训班、民族
器乐培训班、舞蹈编导培训班等专业的
培训辅导，助力乌兰牧骑队员成长；

乌兰牧骑艺术节、全区乌兰牧骑
交流演出等活动的举办，让队员们在交
流互动中提升业务素质，碰撞出创作创
新的火花。

新时代乌兰牧骑始终坚持文艺为
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近年来，全区75支乌兰牧骑每年深入
基层演出7000多场次，通过“网上乌
兰牧骑”开展文艺直播7000余场次、
政策宣讲3000余次。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会同科技、司法、农牧业、商务、文
化、卫计等11个厅局联合乌兰牧骑组
成400多支“草原综合志愿服务轻骑
兵”，他们走进农村牧区、社区、学校、
企业、边防哨所，与群众面对面开展主
题宣讲、文艺演出、政策咨询，以“乌兰
牧骑＋”的方式向基层提供创新性综
合性服务。全区各级乌兰牧骑年均开
展志愿惠民演出类综合服务4000余

场次，服务群众200余万人次，赢得了
广大群众的真心欢迎和高度赞誉。

开局“十四五”，我区推动文化事
业创新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坚持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前不久举办的全区加强新时代乌
兰牧骑政治建设暨文艺创作培训班
上，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
刚强调，要抓好党史学习教育，牢记初
心担使命，着力把每一支乌兰牧骑建
成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队”、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示范
队”、党和国家为民利民惠民政策的

“宣传队”、“我帮你”新时代文明实践
的“服务队”、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
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艺队”、全区最
强党支部建设的“标兵队”，让乌兰牧
骑这面红色旗帜永远高高飘扬。

春暖花开时节，鄂尔多斯市达拉
特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用精彩的表演
给达拉特旗特殊学校的孩子们带来温
暖；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乌兰
牧骑与消防救援大队密切合作，将消
防宣传与文艺演出巧妙结合；在呼伦
贝尔市，11支乌兰牧骑用文艺精品献
礼党的百年华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 呼伦贝尔市乌兰牧骑系
列演出”精彩纷呈。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红色文艺
轻骑兵”不忘初心、不辱使命，忠诚履
行演出、宣传、辅导、服务、创作、创新、
传承、文化交流职能，扎根沃土、服务
人民，紧随时代、创新发展。乌兰牧骑
队伍不断壮大，舞台更加广阔，他们用
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
品，激情唱响各族人民一家亲、同心共
筑中国梦的时代主旋律。

镜头1——
演出服务两不误

一边是期盼演出已久的区外观
众，另一边是再熟悉不过的父老乡亲。
春暖花开时节，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
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开启了忙碌模式。

4月10日，辽宁省辽阳市的大剧
院里喝彩声不断，苏尼特右旗乌兰牧
骑的风采博得掌声阵阵。经久不衰的
《草原夜色美》《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引
发现场观众大合唱，新创歌曲《总书记
回信来》以小合唱的形式动情演绎，精
彩的演出表达着内蒙古人民的深情问
候。苏尼特右旗的这次全国巡演自3
月26日开启，将在全国13个省区进
行22场巡回演出。

留守在家的队员们也没闲着。4
月9日，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来到阿其
图乌拉苏木布日都嘎查。在“党旗高高
飘扬”乌兰牧骑基层服务活动中，队员
们为牧民们献上了女声四重唱《牧民歌
唱共产党》、群舞《祈》、男声独唱《草原
赞歌》、歌舞《我和我的祖国》等喜闻乐
见的节目，还为牧民们发放宣传资料，
开展政策宣讲、健康咨询等综合性惠民
服务活动，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带来的实惠。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巡回演出、
志愿服务两不误的新气象，是锡盟13
支乌兰牧骑的缩影。2017年习近平
总书记的回信让乌兰牧骑队员们备受
鼓舞，近年来，乌兰牧骑队伍传承扎根
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的优良传统，
不断创新发展。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锡林郭勒盟
创新性地提出并开展乌兰牧骑精细化
管理工作，逐步建立管理目标科学、管
理流程精细、工作要求具体、职责任务
明确、运作机制高效、考核评价有力的
长效机制，有效激发了乌兰牧骑发展的
内生动力。2020年，13支乌兰牧骑深
入农村牧区、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开展
公益性演出1215场次，观众达60万人
次；创作文艺作品349部，其中舞台剧
《朱日和情》成功入选2020年度自治区
舞台艺术精品工程，11部作品入围“全
区乌兰牧骑原创经典作品传承工程”。

乌兰牧骑是草原上的流动的舞
台，人民群众在哪里，舞台就扎在哪
里。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
长斯琴巴特尔说：“锡林郭勒盟各支乌
兰牧骑以‘乌兰牧骑+’的方式，组建

‘草原综合服务轻骑兵’志愿服务队
伍，整合文化、科技、卫生、扶贫、司法
等部门，深入基层开展综合服务活动，
去年为基层群众带去文艺演出、文化
辅导、政策宣讲、医疗服务等综合性惠
民活动800余场。”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忙
着创作演出和服务的同时，作为业务
副队长的扎那还利用一切空闲时间，
全力以赴投入到创建“最强党支部”的
工作中。他说，“作为收到习近平总书
记回信的一支文艺队伍，我们有百分
百的信心创建‘最强党支部’，让红色
文艺轻骑兵的本色更加鲜艳！”

镜头2——
线上线下创作忙

“这部分台词可以再斟酌一下，要
凸显杨永成心中坚定的信念。”

“主人公此时心境的表达可以借
助灯光的明暗对比来烘托。”

4月9日，记者来到乌海市乌兰牧
骑采访时，队员们正在一边排练一边
讨论着献礼节目——音乐情景剧《铁
脊梁》（暂定名）。剧目通过采煤工人
杨永成祖孙三代接力奋斗的故事，诠
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人民群众
不畏艰辛、勇于奋斗的高尚品质。

“杨永成、杨玉树、杨守国是我国
煤矿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我们在充分
了解人物原型后展开创作。剧中，我们
结合歌曲的时代背景，对舞美、道具进
行设计，并选择多样化的背景视频素材
增强艺术表现力。希望通过这部剧告
诉观众，今天的好日子是共产党带领人
民干出来的！”乌兰牧骑队长邬海忠说。

乌海市乌兰牧骑一直根植乌海这
片热土，从乌海人最为亲切和熟知的本
土创作题材着手，用多种文艺形式创作
正能量的舞台作品，让奋斗中的乌海人
汲取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近年来，乌
海市乌兰牧骑平均每年创作、改编歌
曲、舞蹈60余个。2018年，他们创作
的乌海市首部原创音乐剧《乌海人家》，
被自治区确定为“第七批舞台剧扶持工
程立项剧目”，获评自治区2018年度惠

民巡演优秀剧目和2019年舞台艺术精
品剧目，该剧还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全国
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

每一次深入基层演出，不仅为百
姓带来精神的愉悦，也让乌兰牧骑积
攒了人气，让创作的作品充满烟火
气。乌达区永昌佳苑社区服务中心、
通达街消防队、乌海市职业技术学校
……精彩的节目一亮相，现场的气氛
就立即活跃起来，掌声喝彩声此起彼
伏。从农区到社区，从工厂到学校，从
机关到军营，随处可见乌兰牧骑队员
演出的身影。据统计，乌海市乌兰牧
骑每年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演出120余
场，受众10余万人次。

“我们除了日常演出，还通过新媒
体延伸文化惠民领域，扩大我们乌兰牧
骑的品牌影响力。通过微信公众号，搭
建‘网上乌兰牧骑’交流平台，我们开设
了《心灵之声》《每周一舞》《器乐内外》
《艺术殿堂》等栏目，通过一方小小屏
幕，我们就能指导爱好文艺的群众学习
乐器，分享我们最新创作的作品。”邬海
忠说。如今，乌海市春节文艺晚会、新
年音乐会、广场文化艺术节等大型文艺
演出活动，也搬上网络进行现场直播，
乌兰牧骑日常的惠民演出也在抖音、快
手平台直播，实现线上线下互动。

在乌海市乌兰牧骑的帮助带动
下，乌海市的业余乌兰牧骑队伍也迅
速发展起来，目前已有数十支。他们
由热爱文艺的群众自发组成，作品都
取材于群众的身边事，在自娱自乐中
传递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海勃湾区
宣传文化中心主任郭琼说，“在乌兰牧
骑的帮助下，海勃湾区业余乌兰牧骑
的表演水平不断提高，各小分队还加
大艺术创作力度，创编了小品《我帮你
脱贫》、二人台呱嘴《乡村美》、舞蹈《乌
海幸福年》等作品，极大丰富和活跃了
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启航“十四五”，在《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中，对推进乌兰牧骑事业创
新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

——加强新时代乌兰牧骑职能建
设，强化政治建设、作风建设，把乌兰牧
骑建设成党的声音和主张的宣传队、服
务基层群众的文艺队、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示范队、弘扬新时代精神的奋斗队和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工作队。

——开展“乌兰牧骑+”综合志愿
服务、“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到人民中
间去”等活动。

——推进乌兰牧骑服务设施标
准化建设，提升服务效能。设立乌兰
牧骑艺术奖。

——办好全区乌兰牧骑艺术节、
乌兰牧骑月、乌兰牧骑调演活动，规范
开展乌兰牧骑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大力推动乌兰牧骑利用现
代科技手段提升服务能力，推进“网上
乌兰牧骑”建设。

——加强乌兰牧骑理论研究。
时光流转，文化绵长。进入新时

代，乌兰牧骑将继续弘扬扎根草原、服
务基层的优良传统，凝聚团结奋斗的
精神力量；跨入新征程，乌兰牧骑将始
终与伟大时代同频共振，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繁荣兴盛。

’’

乌兰牧骑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
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1月21日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

乌兰牧骑很接地气，群众喜闻乐见，永远不会过时。新时代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文艺为人民
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积极支持和推广直接为基层老百姓服务的文艺活动。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7月在内蒙古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专家点评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王文婧

“穿过大风雪,走过大草原,我的
勒勒车来到你面前,从此你会明白
我的歌,为什么永远唱不完……”音
乐剧《我的乌兰牧骑》主题歌《我的
勒勒车》的这句歌词，唱出了乌兰牧
骑长盛不衰的密诀。

从1957年在锡林郭勒盟苏尼
特右旗创建第一支队伍起，乌兰牧
骑常演常新、备受欢迎，目前已经发
展到75支队伍，遍布全区各地。60
多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
雪、冒寒暑，辗转在戈壁、草原，天为
幕、地为台，为牧民群众演出文艺节
目，也送去了欢乐和服务，同广大群
众结下了深情厚谊，被亲切地唤作

“我们的乌兰牧骑”。
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

面旗帜，自诞生之日起，这面旗帜就
在广袤的内蒙古大地上高高飘扬，
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
和纽带。在通讯和交通极不便利的
年代，茫茫草原、大漠深处，那面鲜
红队旗的每次出现，都会把牧民群
众的希望点燃，因为，乌兰牧骑带来
的不仅是精神文化食粮，还有许多
基层缺少、群众急需的服务项目，更
重要的是还送来了党和政府的关怀
和温暖。

或许有人会问，这么多年来，乌
兰牧骑的演出和创作为何一直都能
引人入胜？关键就在于“接地气”。
一如乌兰牧骑诞生之初那样，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至今仍是这支

“红色文艺轻骑兵”不变的初心。乌
兰牧骑60多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表
明，只有扎根基层、服务人民，文化艺
术才有牢固的根基；只有根植于生
活的沃土，艺术才会有旺盛的生命
力；只有从人民群众丰富的实践中
汲取充足营养，才能创作出更多接
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

时代在发展，艺术在进步，但乌
兰牧骑这种直接为老百姓服务、为
基层服务的文艺活动永远不会过
时，在党的领导下孕育而成的乌兰
牧骑精神也永远不会过时，并将绽
放出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灿烂光
彩。

弘扬乌兰牧骑精神
推动新时代文化事业
繁荣发展
◎包思勤

习近平总
书记在给苏尼
特右旗乌兰牧
骑队员们的回
信中，称赞乌
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
帜”，勉励他们永远做草原上的“红
色文艺轻骑兵”。我们要牢记总书
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直接为老百
姓服务、为基层服务”的乌兰牧骑精
神，全面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
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坚
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
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要把乌兰牧
骑建设成为党的声音和主张的宣传
队、服务基层群众的文艺队、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示范队、弘扬新时
代精神的奋斗队和党的基层组织建
设的工作队。要深入推进全区城乡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全
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贯彻落
实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生产出更
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
品。繁荣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
文学艺术，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
护和非遗传承创新。

评论

扎根沃土扎根沃土 服务群众服务群众
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是舞台；哪里有需要，就把服务送到哪里。
作为内蒙古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牢记殷殷嘱托，始终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坚持人民至上

理念。“红色的嫩芽”遍地开花、枝繁果硕，为促进文化繁荣发展、民族团结进步、边疆安宁稳定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进入新时代，在自治区一系列政策的扶持支持下，乌兰牧骑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乌兰牧骑不忘初心、不辱使命，

忠诚履行演出、宣传、辅导、服务、创作、创新、传承、文化交流职能，始终扎根沃土、服务人民，紧随时代、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