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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博物馆看文物展、 来农家书
屋读科普书， 去露天广场看戏……
在淮南岸边，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无缝对接， 一场场精神盛宴滋润了
百姓的生活。

“十三五”期间，淮南市在加快
提升经济“硬实力”的同时，不断加
强文化“软实力”发展，文化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 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
富，文化队伍不断壮大，文化惠民工
程走进了千家万户， 营造出直抵百
姓内心的幸福感。

惠民乐民

———构建公共文

化“服务圈”

2020 年 12 月 20 日下午，推剧
《张老西嫁女》在凤台县尚塘乡宋台
村演出。 随着张老西索要彩礼的加
码和不堪彩礼重压的李母欲上吊情
节的展开， 观众一方面对张老西要
房、要车和论斤称票子愤慨指责；另
一方面禁不住为李母的境遇哀叹不
已，涕泪唏嘘。

2020年 12月 25日，毛集实验区
毛集镇张王村村委会大院热闹非常，
淮南艺术剧院 “宣传十九大 文艺进
基层”活动演出在这里精彩上演。

“节目很好看，既丰富了村民的
文化生活， 又给我们送来了五中全
会的精神粮食。 ”张王村党支部书记
周传霞说。

从送戏下乡到送电影入村，淮
南市通过送演出、送培训、送图书以
及戏曲进校园、进农村等活动，满足
群众文化需求的同时， 也将先进的
文化和技术“种”进了百姓的心田。

双腿截肢的盛静脱贫了！ 在潘
集区芦集镇罗集村， 盛静凭借养殖
水蛭致了富， 还提升了全村留守妇
女的经济收入。

脱贫后的盛静说她最感激的就
是农家书屋管理员陈玲。 陈玲不光
管理图书， 还从农家书屋里查找农
业科技 “金点子 ”，帮着她从 “黄金
屋”里找到脱贫致富的门路。

“才开始接触剪纸，手法生疏，
剪得慢，但是我剪了一个‘福’字和
一个热气腾腾的‘饺子’。 ”绉芯阿姨

抑制不住的开心。 12 月 27 日，田家
庵区华声苑社区开展了 “剪纸迎冬
至 共叙邻里情”———“我们的节日·
冬至” 剪纸活动，70 岁老人李北海
时而侃侃而谈，时而手把手教学。他
告诉记者，每逢双休日的下午，他都
会来到公益课堂， 让更多的人体会
到传统文化的快乐。

“文化惠民”的身影，满足着市
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几年
来，淮南市开展送戏进基层、进社区
近 5000 场，完成农村数字电影公益
放映 50436 多场 ，832 个农家书屋
将文化送到了群众身边。

匠心打造

———文化艺术创

作精彩纷呈

“陌生的信息莫轻信，陌生的电
话莫多言；天上不会掉馅饼，飞来的
便宜你莫贪；中奖拿税是骗局，电讯
投资你莫干……” 寿县大鼓书非遗
传承人周传广今年创作的 《天上不
会掉馅饼》在全县广为传唱。

66 岁的周传广告诉记者：“文化
惠民就是要让老百姓听了有收获，所
以我们经常创新内容和形式。 ”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近
年来， 淮南市文化创作氛围日益浓
厚，培养了一支支专业团队，一个个
创作成果饮誉全国， 让高雅文化走
下“云端”，呈现到普通市民面前，点
亮群众生活。

《铡美案》《探皇陵》《智取威虎
山》 ……彭家冕是一个性格开朗的
大男孩，他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这
位“铜锤小花脸”跟随淮南市小百灵
少儿京剧团，进剧院、登舞台，把美
好的艺术奉献给观众， 完成一次次
惠民演出任务。

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陶冶艺术情操、提升艺术品
位，淮南市积极拓展服务领域，致力
打造文化惠民特色品牌。

点开凤台花鼓灯艺术团的微信
公众号“舞蹈频道”和官方抖音号，
一系列花鼓灯鼓架子舞蹈组合作
品，让人赏心悦目。这个公益课堂通
过网络平台播放和云端教学， 让更

多人了解和喜爱上凤台花鼓灯，每
个作品的点赞量都已破万。

2020 年12月 26日，记者走进田
家庵区第二幼儿园，方堃老师带着孩
子们正在排练《我爱荷包蛋》，自从在
“小荷风采”全国展演中获得“小荷之
星”奖项之后，她们每周都会到社区
义演，将欢乐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艺术滋养心灵，文化引领发展。
少儿艺术是田家庵区鲜亮的文化品
牌， 这里被誉为 “中国少儿艺术之
乡”，这里的少儿舞蹈多次参加国际
国内重大赛事并屡创佳绩。

载歌载舞中满是对真善美的
渴望， 让文化服务真正来到老百姓
的身边。 “十三五”以来，淮南市每年
都开展 “三下乡” 文化惠民演出活
动，完成了 30 场“宣传十九大·文艺
进基层” 系列文艺演出， 举办了 20
场“心手相牵 携手小康”文艺演出。

传承创新

———文旅融合发

展惠及城乡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文化一座
城， 方寸之间蕴含着淮南的千年文
化。”2020年冬至，杭州凯银控股集团
董事长朱红返乡探亲时，从淮南购买
了 《二十四节气》“春”“夏”“秋”“冬”

系列特种邮票。 自从二十四节气登上
“国家名片”，这二十四枚邮票已成为
淮南的特色文化旅游产品。

两千多年以前， 以淮南王刘安
为领袖的“淮南学派”，创造出包罗
万象、博大精深的《淮南子》一书。如
今， 淮南文旅融合在传承创新中充
满活力。

从寿州窑、“淝水之战” 古战场
遗址到“淮南虫”古化石遗址、古茅
仙道观，人们饱览千年八公山美景，
品味寿县古城民俗之乐， 体验焦岗
湖畔网红不夜城……

从花鼓灯、火老虎到正阳关抬阁
肘阁、豆腐传统制作技艺，人们在品
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韵味中， 感受
“中国成语典故之城”的文化魅力。

2020 年 12 月 29 日，淮南联合
大学辅导员王艳萍带着大一的学生
来到寿县博物馆免费参观，对“淝水
之战”“人心不足蛇吞象” 等一个个
历史典故有了更多了解， 也对淮南
悠久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如今 ， 淮南市 10 个公共图书
馆、9 个文化馆、2 个博物馆、1 个教
育馆、1 个纪念馆 ,73 个乡镇综合文
化站，全部向公众免费开放。

用心感悟， 用眼欣赏， 用耳倾
听，用手体验，用脚丈量……淮南的
文化惠民，宛如一个个跳动的音符，
捧出了永不落幕的文化 “盛宴”，给
幸福加码。

搭好文化台 唱好民生戏
■ 刘洋

文化惠民是“执政为民”理念在文化上
的具体反映。 近年来，各地都在大力构建完
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 无论是公共文化设施均等化建设，
还是公共文化活动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提升，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搭好文化台、唱好
民生戏，文化惠民丰富了广大百姓精神文化
生活，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文化惠民，“民”是落脚点，如何让文
化惠民常态常新，关键在群众的认可和参
与。 伴随着文化惠民工程的深入推进，我
们既看到了积极成效， 但同时也注意到，
有些地方举办文化活动片面追求大规模、
大场面，只有高大上的“大餐”，没有来自
民间、原汁原味的“小菜”；一些民间小舞
台“图省事”、照搬照抄，结果应者寥寥。 没
有群众参与、没有百姓支持，如此，文化惠
民失去了生命力，也失去了本应有的春风

化雨、润物无声价值。
伴随着时代不断向前发展，文化形式

愈发精彩多元，人民接触多样文化的平台
渠道更加丰富，一场电影满足全村老小的
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文化惠民只有坚持分
众化、差异化、精准化的方向，贴近时代潮
流，走好群众路线，尊重受众需求，才能打
通“最后一公里”。

“大菜”要有，“小菜”更精。 很多地方
开始把文化惠民的“遥控器”交到群众手

中，提供更多“频道”，建立起“自下而上、
以需定供”的互动式、菜单式服务，推动群
众性文化活动真正鲜活起来、 生动起来、
丰富起来；有些地方将文化惠民与文化产
品、文旅消费结合起来，既满足了百姓个
性化文化需求， 也提高了群众参与度，推
动了文化产业发展。 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从
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更用
心地出精品、出办法，文化惠民这个系统
工程、长期工程一定能够取得更大成效。

锣鼓喧天舞非遗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王亚

“咚咚锵，咚咚锵……”锣鼓喧天，伴随着二胡、笛子同时奏出的
舞曲“梅花三弄”，一只调皮的“犼”嬉戏在九只狮子中间。 这是 2020
年 12月 27日滁州市南谯区珠龙镇非遗节目《九狮一犼》参加 2021
年安徽卫视春节联欢晚会拍摄录制场景。

“很高兴通过电视屏幕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九狮一犼》的
精彩，这也让我舞得更有劲儿了！”舞狮队成员丁仕贵高兴地对记
者说。

丁仕贵是珠龙镇的一名普通村民， 日常从事泥瓦匠的工作，
但是对舞狮文化一直心存热爱， 曾参加过 1986 年原滁县文化部
门组织的春节文化活动。已过花甲之年的他见证了《九狮一犼》这
一民间舞蹈的繁荣和发展:如今的《九狮一犼》不仅保留了传统韵
味动作，还积极融入文明、和谐、社会新风尚文化内涵，更加贴合
时代的审美需求。 2020 年 12 月，《九狮一犼》被滁州市人民政府
拟确定为第五批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2020 年以来，南谯区把保障和改善“文化惠民工程”放在突出
位置，全面改善农民文化生活质量，积极组织引导各村文艺骨干把
身边的好人好事、新人新事编成歌曲、小品、快板等，以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在全区巡回展演， 在陶冶农民情操的同时， 弘扬社会正
气，实现文化活动常态化、正规化、品牌化，真正让群众共享文化惠
民“大餐”。 据统计，仅《九狮一犼》一项就参加了“非遗进社区”“非
遗进景区”滁州市主场演出等多场活动，观众达 1500 余人，演出道
具、服装免费展于区文化馆，供群众参观。

如今，行走在南谯区城乡大地，文化广场上，伴随着动感的音
乐旋律， 一群群身着彩衣满面笑容的广场舞爱好者热歌热舞；文
化大院里，三五一伙的文艺爱好者吹拉弹唱、紧张排练，周边群众
看得不亦乐乎。生活富足的百姓，越来越多参与到自编自演、自弹
自唱、自娱自乐之中，构成了一幅幅文明和谐的美好画面。

文化中心乐呵呵

■ 本报记者 罗鑫 张敬波 本报通讯员 余克俭

“这里环境好，在家门口就能读到自己喜欢的书，真是太方便
了！ ”2020 年 12 月 30 日，在郎溪县新发镇新发村委会内，约 50
平方米的阅读室布置得十分温馨，各种图书、报刊整整齐齐地摆
放在书架上，该村村民张桂芳正捧着一本《皮囊》看得津津有味。
“这里的书种类很多，有科普类、农技类、少儿类，全家老少都可以
来这里看书。 ”

“不仅有科学种植和养殖技术类图书，还有经济、文学、历史
等多种图书，总共 600 册，方便群众选阅。 ”新发村党总支书记孙
伟杰告诉记者，该阅读点是新发镇建立的首个便民阅读服务点，
是新发村联合郎溪县新华书店，主动参与“文化惠民，全民阅读”
活动而开展的一项工作。 “仅仅用时一个多月，就完成了签约、布
局、建设工作，未来还将根据读者数量和购买、借阅情况适时调
配和更新书籍，丰富阅读内容和阅读层面。 ”孙伟杰说。

让老百姓有书看，也要让老百姓有固定的文化活动场所。 在
该县十字镇安民社区文化综合服务中心，记者看到，社区居民覃
年富正在和别人进行一场象棋博弈。 棋盘上早已是“硝烟四起”，
楚河汉界上车来炮往、马嘶象吼。

今年 50 岁的覃年富酷爱下棋， 每天下午约几个棋友就在这
里摆开棋阵，棋逢对手时常常僵持不下，一直到太阳下山老伴儿
过来催晚饭，还舍不得走。

“我现在没什么事情就天天过来，结交棋友，也充实生活，身
心都得到了放松。 ”覃年富乐呵呵地说。

“我们发现社区居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建议社
区多开展一些文化活动，于是我们在社区居委会设立了面向全镇
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十字镇安民社区党总支书记聂义和告诉
记者，从公共电子阅览室、体育健身室、书画活动室、展览展示室
一应俱全。

近年来，郎溪县持续开展“文化惠民”工程，严格落实公共文
化场馆免费开放工作，同时建立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运行管理
机制， 完成了 2 个镇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及 17 个村级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建设任务。 目前，全县各乡镇有各类文体活动团队 119
个、民营院团 5 家，文化骨干近 266 人，文化志愿者 600 多人。

读书吧里暖意融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詹岩

“社区里的‘来读书吧’不仅是大家学习文化知识的场所，也
是增进邻里沟通、活跃文化生活的好地方。”“孩子们放学后在‘来
读书吧’里看书，我们很放心！”每天傍晚，淮北市相山区相南街道
中城社区的“来读书吧”里，社区居民、放学后的孩子们在这里看
书和写作业，让寒冷的冬日充满浓浓的暖意。

中城社区“来读书吧”开放以来，丰富的阅读内容、惬意的读
书环境，很快让阅读成为居民的新风尚。在这个不大的书吧里，文
学经典、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幼儿启蒙等各类图书一应俱全，居
民们有的坐在椅子上安安静静看书，有的看得不过瘾就办理借书
手续拿回家细读。

“别看书吧不大，但藏书却不少，许多都是居民们自发捐赠
的。 ”社区负责人表示。

在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的同时，“来读书吧”还为大家提供
各种便民服务。孩子放学早，家长还没下班，小伙伴们便结伴来到
书吧看书；进行全民阅读活动，居民们相互推荐好书，交流心得体
会；开展专题讲座，为大家讲解生活中的健康、安全等相关知识，
深受居民们的欢迎。

2020 年以来， 相山区坚持把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作
为开展文化惠民民生工作的出发点，以资源整合、共享发展理念
为引领，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全区文化事业发展，使城乡
群众享受到“精神大餐”。 该区先后开展了“我们的书屋·我的梦”
征集活动、“文泽万家 品润相城”相山区 2020 年文化惠民专场文
艺演出等主题活动； 组织文化志愿者优秀戏曲巡演进乡村演出
26 场、进社区 23 场、进校园 10 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招标
东风梆子剧团、夕阳风采艺术团、李伟艺术团三家演出单位，积极
开展 2020 年“送戏进万村”文艺演出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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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来安县水口镇政府将一批农业、科技、健康、文学等方面的书籍赠送给该镇
上蔡村农家书屋，满足乡村群众的阅读需求，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广泛开展。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摄

近年来，歙县在实施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大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多
形式多渠道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图为歙县岔口镇周家村
开展“幸福乡村”文化惠民演出。 本报记者 潘成 本报通讯员 郑宏 摄

茛 寿县锣鼓舞动快乐生活。

荨 淮南市田家庵区少儿艺术古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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