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党课激励前行
歌舞《白衣天使》、情景剧《出征》，艺术

化再现医务工作者勇毅逆行壮举， 歌颂伟
大抗疫精神；黄梅歌《美丽的中华让我爱不
够》，唱出中华优秀戏曲的时代新声；大合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深情表达
对党的礼赞、 对祖国的祝福……在安徽医
科大学举办的“文化名家进高校”暨“非遗
进校园”活动中，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洋溢
文化传承之美， 唱响砥砺奋进之歌。 演出
中，全场学生齐声高喊“请党放心，强国有
我”的青春宣言，激发了广大学子的爱国热
情，增强了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作为“文化名家进高校”暨“非遗进校
园”活动的重头戏，“传承与梦想”主题文艺
演出为大学师生搭建起一个与文化名家、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联袂展示风采的舞台，
同步举办的网络直播更让 120 多万网友领
略校园文化的魅力。 从紧扣时代主题推出
的优秀文艺作品， 到挖掘高校历史文脉创
作的歌曲舞蹈， 再到浸润徽风皖韵的优秀
传统文化展示， 一场场文艺演出弘扬主旋
律、传递正能量，凝聚对党的忠诚，表达江
淮儿女心声。

文化自信 ，是更基础 、更广泛 、更深
厚的自信。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送进校园 ， 让广
大师生看到了徽风皖韵在新时代焕发的
勃勃生机。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
只等闲……”省徽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 、
中国戏剧“梅花奖 ”获得者汪育殊多次参
加 “传承与梦想 ”演出 ，今年他将传统徽
剧与红色诗词碰撞创作的 《七律·长征 》
带进大学校园，收获师生满堂喝彩。 他介
绍道：“这段徽剧是为庆祝建党百年新创
的 ， 希望大家能感受传统戏曲紧跟时代
步伐、创新传承发展的成果。 ”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歌曲，祝福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
的舞蹈 ， 颂扬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诗
歌……一个个新创的优秀文艺作品带领
广大师生回望光辉历史， 汲取奋进力量。
作为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演出的导演，省歌
舞剧院导演王珊珊说：“除了教育元素、青
春元素、名家元素 ，今年的主题演出特别
设定了‘百年元素’。从开场舞蹈到《渡江》
等节目，洋溢着浓郁的红色氛围 ，文化名
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大学师生一起庆
祝党的百年华诞，将演出打造成一堂滋润
心田的‘艺术党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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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报道，近日，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力量———高铁正

在改变中国》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记述了中国高铁带来的多方
面巨大变化。 据悉，外文出版社还将推出该书的英、法、德、俄、
西班牙、阿拉伯等多语种版本，面向全球发行。 近几年，随着一
条条高铁相继开通， 该书的作者王雄多次到高铁沿线各地采
访，讲述了高铁时代中国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见证中国道路
凸显的制度优势，挖掘中国道路背后的中国价值，展示中国道
路呈现的中国力量。

报告文学《中国力量———高铁正在改变中国》发行

北京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

据人民网报道，近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市文物局等六部门
印发《北京市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的若干意见》（简称《意
见》），大力推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
博物馆，有利于丰富博物馆门类，优化体系布局，助力北京博物
馆之城建设。《意见》明确了 10 项具体工作任务。例如在优化备
案流程方面，提出要加强对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备案主体的指
导，进一步优化博物馆设立备案审批流程；利用腾退文物建筑、
工业遗产、空置厂房等闲置空间及城市综合体，免费或低租金
主动引入博物馆文化功能等等。

专家“云聚”厦门共话体育非遗保护与传承

据新华网报道，“我们想要真正了解和研究中华武术，就必
须要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日前，来自爱尔兰梅努斯大学的
学者吕洲翔在 2021 年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会议上分
享其有关中国传统武术保护与传承的观点。 日前，以“保护、研
究、传承”为主题的 2021 年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会议
在厦门市举行，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90
余名专家和 3000 余名代表以“线下+线上”的方式参与会议。

开拓儿童阅读服务新路径

据中国文化传媒网报道，日前，由中国图书馆学会指导、中
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等主办的 2021 年公共图书馆儿
童阅读推广会在广东中山举办， 来自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学专
家、教育学家、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研究者聚会云端，围绕
儿童阅读进行深入探讨，在跨界融合中碰撞思想的火花，为新
时代公共图书馆开展儿童阅读服务和推广指明方向。

（谷雨/文 艺林/图）

“天门中断楚江开”

■ 吉太耘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
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是唐开
元十四年 （公元 726 年），20 多岁的李白乘
舟东下金陵、扬州，途径长江天险天门山时，
吟出的诗歌《望天门山》。 李白的这一吟，吟
出了形象逼真的长江天险，也吟出了伫立大
江南北的两座诗山，从此，一代又一代的诗
人们追寻李白的诗踪， 踏歌天门的山水，留
下了一批又一批诗文瑰宝。

夹江对峙的天门山，又名东梁山和西梁

山，也叫博望山、二虎山。 东梁山位于当涂县
城南 15 公里处的长江南岸， 现已划归芜湖
市。 山高 81 米，险峻雄奇，因江涛击石、浪花
飞溅、水雾如烟，故有“天门烟浪”之称。 东梁
山林木葱茏、绿茵重重，有亭台隐现其中，奇
中见幽，险中见秀。 山脚下有一条长江沙滩，
江沙细腻金黄，长约一公里，游人们可以在
此信步江滩，观大江东去、船来舟往的如画
美景。

西梁山位于和县县城东南约 30 公里的
长江北岸，由濒临长江的大坨山和小坨山组
成，主峰高 90 米，屹立江中、高耸伟岸，与东

梁山遥相呼应 ， 如同把守长江的东西两
“门”。 在西梁山临江的峭壁上，刻有晋代大
书法家王羲之的手书“振衣濯足”，石刻上的
字迹历经 1500 多年风霜，依旧清晰可见，实
为难得。 在峭壁顶端，有明代天启年间和州
知府池显手书的石刻“天门”两个大字，十分
显眼。 西梁山谷幽山秀，景点颇多，古代文人
觅景揽胜，总结出西梁山“八景”，即天门夜
月、博望朝霞、陈桥唤渡和柳岸春莺等。

从唐朝开始 ，历经宋元明清 ，李白 、王
安石 、梅尧臣 、杨万里 、解缙等多位文豪和
诗人都曾登临东西梁山，寄情山水，留下了

数以百计的诗文。 李白在吟出《望天门山》
之后 ，又曾两次登上东西梁山 ，吟出 《天门
山》和《天门山铭》，为诗坛再添瑰宝。 南宋
著名诗人杨万里登东西梁山和牛渚山 ，写
出了脍炙人口的妙句 ：“二梁双黛点东西 ，
牛渚看来话低眉。 阿敞画时微失手，一眉高
来一眉低”。

天门山不仅文化底蕴深厚，这里还是渡
江战役第一枪的“鸣响地”。 1949 年 4 月 8 日
至 2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66 军的两个团打
响了渡江战役第一枪，为配合大军从繁昌荻
港胜利渡江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这里建
有纪念那段峥嵘岁月的纪念碑、 烈士塔、纪
念亭和纪念馆，当地已成为芜湖市和马鞍山
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每逢重大的纪念日，当地都会组织青
少年来到这里，瞻仰红色遗迹，聆听烈士们
的光辉事迹，回顾那段烽火岁月。

传承文化薪火 激扬青春梦想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名家汇聚，齐集校园；皖韵芳华，青春传承。
“青年是事业的未来。 ”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文联、团省委共同主办，安徽演艺集团、安徽广播电视台、省非遗研

究会等承办的全省“文化名家进高校”暨“非遗进校园”活动从 2018 年启动以来，先后走进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农业大
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理工大学、池州学院、宿州学院、阜阳师范大学、安徽财经大学、安徽医科大学、黄山
学院等 12 所高校，为广大师生搭建起一个走近文化名家、感受徽风皖韵的平台，更成长为我省艺术化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成果、
常态化推广优秀文化发展硕果的品牌。

名家风采闪亮校园
“我的书法作品得到省书协副主席

指导，真是受益匪浅！ ”“和著名作家面对
面交流，帮助我打开了写作的思路。 ”“以
前在电视上看过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
者演出，没想到今天看到真人了！ ”日前，
2021 年全省 “文化名家进高校 ”暨 “非遗
进校园” 活动最后一站走进新安江畔的
黄山学院， 学生们纷纷表达激动心情和
真实收获。

省作家协会举办文学讲座，为学生讲
解文学创作的魅力；省摄影家协会举办摄
影沙龙， 分享精彩照片背后的感人故事；
省书法家协会、省美术家协会举办现场辅
导，指点学生艺术创作要领；省舞蹈家协
会把舞台搬到教室里，与学生切磋舞蹈技
艺……一堂堂认真准备的讲座，一个个开
怀畅谈的沙龙，省文联组织的一支支文艺
小分队总是受到热烈欢迎，围满踊跃参与
的学生。

面对面交流创作经验，手把手开展文
艺辅导。 3 年多来，跟随“文化名家进高校”
的脚步，500 多位知名作家、摄影家、书画
家、舞蹈家、音乐家等把最新创作的成果
带进广阔校园，更把优秀文化的种子种在
学子心中。 省作协副主席洪放说：“在与青
年学子交流的过程中，作家得以了解他们
所思所想，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当下性。 同
时，我们通过作品点评，帮助文学爱好者
坚定文化自信、快速健康成长。 ”

从中国戏剧“梅花奖 ”获得者到中国
曲艺“牡丹奖”获得者，再到中国民间文艺
“山花奖”获得者，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走进师生中间， 让大家领略名家名角风
采。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院长、中国戏剧“梅
花奖”获得者蒋建国说：“青年是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力军。 我们要不断把优
秀作品送进校园， 让更多大学生了解戏
曲、欣赏戏曲、热爱戏曲，把中华戏曲艺术
瑰宝传承下去。 ”

徽风皖韵青春传承
一顶顶红色的帐篷在宽阔的校园里排

成长龙， 一位位非遗项目传承人在簇拥而
来的学生中展示绝活。男学生手握锤子，跟
随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周美洪练习捶
打墨泥，双手沾染浓浓的墨香；女学生拾起
剪刀， 跟着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学华
学习“花山剪纸”，裁出惟妙惟肖的窗花图
案……这是今年 9 月，全省“文化名家进高
校”暨“非遗进校园”活动走进安徽财经大
学时的情景。

走过历史长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
道动人的风景 ， 传承着原生态的文化基
因，保留着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精髓。 江
淮大地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近百项国家
级非遗项目、470 余项省级非遗项目奠定
了安徽非遗大省的地位。 从传统戏剧黄梅
戏、徽剧、庐剧、泗州戏，到传统舞蹈花鼓
灯 、龙舞 、傩舞 ，再到传统技艺 “文房四
宝”、界首彩陶 、“徽州三雕 ”，一项项非遗
项目扎根于江淮大地的秀美山川，凝结传
承人的智慧与汗水，为江淮儿女提供了丰
厚的文化滋养。

省非遗研究会组织国家级、 省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走进高校，展示代表作品、演
示传统技艺、教授制作工艺，每到一校，总
会吸引一拨拨学生驻足围观、动手体验。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卢群山多次为大学
生展示界首彩陶制作技艺， 他认为：“非遗
的传承和创新必须依靠年轻人。 只有让年
轻人了解和喜爱， 生长于民间的非遗技艺
才能发扬光大。 ”

观看徽州砖雕的制作过程， 请教庐州
内画的绘画技巧， 拍摄马派皮影的绚丽图
案……“非遗进校园”提升安徽文化的感召
力， 更让大学生在体验非遗的过程中增强
对安徽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安徽财经
大学学生胡玉璐赞叹道：“安徽拥有如此丰
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一名安徽
人，我感到非常骄傲！ ”安徽医科大学学生
杨俊由衷地说：“作为当代大学生， 我们应
该更多地了解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和弘扬文化背后的民族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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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图：：““传承与梦想””主题文艺演出在安徽
财经大学举行。。 本报通讯员 林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