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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欣阁

事文艺深入基层、服务官兵、鼓劲加油、提振士气的朴
素风格和战斗品格，也深刻诠释了‘与战斗同行、和战
场接轨、为打仗服务’的时代内涵。”军旅词作家王晓
岭说。

扬优良传统，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持续筑牢信仰之
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做到坚决听习主席
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才能成为习主席
的好战士。

每一段旋律都澎湃着拥抱新时代
的情感热力

每一声歌咏都蓄满了奋进新时代
的强劲动力

“七月南湖水涟涟，烟雨楼台雨如烟……”LED
屏上，红船停泊在薄雾烟雨笼罩的湖面上，6 名青春
靓丽的女兵动情吟唱，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带给人们
以崇高美好、温暖恬静的心灵感受。

“为了光荣与梦想，自强意志势不可挡，出发的
号角已经吹响……”由歌唱家王宏伟领唱的合唱《光
荣与梦想》，充满时代气息和兵味风格，集中表达了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中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的审美表达。在第
二乐章《红色血脉》中，创作者选取红色经典歌曲进行
全新编排，以女声组合表演的方式，将《南湖的船党的
摇篮》
《南泥湾》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打靶归来》
《在
希望的田野上》
《小白杨》等经典歌曲串联呈现、个性
化演绎，整个乐章歌曲风格多样、表演生动活泼，体现
出亲切隽永、深情大气的审美格调，其浓郁的革命英
雄主义、浪漫主义情怀令人怦然心动。
“作为党的十九大后军旅舞台艺术的首场检阅，
我们铆足了劲儿想呈现最有温度的放歌、最具匠心的
创新和最具水准的表演。我们一口气推出了四支表演
队伍：男声演唱组合、女声演唱组合、男子打击乐队、
女子电声乐队，再加上数十人的合唱队和现场乐队。
要有效融合六支队伍的表演，还是有相当难度的。”总
导演杨笑阳介绍说，晚会对“文艺轻骑兵”创演风格的
探索是一大亮点也是难点，男声、女声演唱组合的队
员普遍经过严格考核遴选，并进行了两个多月高强度
训练，在唱功和表演上均实力不俗。
年轻人站前排、新秀挑大梁，也是这次晚会的突
出特点。除了男女演唱组合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以外，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团的青年艺术家李志、耿
剑、邱爽、姚若然、王晓娜、沈康乐等实力新秀，几乎承
担了全部节目的编导工作。
“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当歌曲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荡气回肠的旋律响起，现场许多
老同志不由得打着节拍跟着哼唱，有的老前辈甚至情
动于衷、热泪盈眶。这首歌曲，是如此拨动心弦，使老
同志们经历的那段腥风血雨、生死与共的战争岁月浮
现眼前。
历史的斑驳画卷，总是在蓦然凝眸时愈加清晰；
时代的精彩华章，总是在负笈前行时浓墨重彩。
“穿越
壮丽的岁月，迎着金色的黎明，凝聚忠诚魂魄，让生命
在血脉里传承……”男女声组合《八一军旗红》告诉我
们，旗帜高扬的是一种使命，昭示的是一种信仰，凝聚
的是一种精神。这些歌曲，带领观众回到火热年代、重
温激情岁月，表达出新时代革命军人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的信心决心。这些优美的旋律、深情的
吟唱似乎也在提醒我们，只有牢记领袖嘱托，大力弘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引领下，全国军民万众一
心、勠力复兴的共同心声。
“ 当年这首作品一经推出
后，不但唱响春晚舞台，还荣获了第十三届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这次我们将其作为第三乐章的
入门曲，就是为了烘托万众归心、勠力前行、奋进新时
代的主题意蕴。”音乐总监赵麟介绍说。
征程万里风正劲，潮头勇立又一年。
“你轻轻漾开
的一道道波纹，已经掀起了惊天巨澜。你扬起风帆，告
诉我生命中，已迎来这崭新的时代……”领唱与合唱
《未来已来》
《一起出发》等作品，是晚会主创重点打造
的作品。这些作品将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相协调、情
感发展与细节描写相呼应，描述了辽阔广袤的时代场
景，抒发海天高旷的理想信念，展示出雄浑瑰丽的军
旅艺术语言风格，集中表现全军官兵向着世界一流军
队迈进的坚定意志，真诚抒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豪情壮志。
“树高千尺根深在沃土，你是大地给我万般呵护，
生 生 不 息 只 为 了 那 一 份 托 付 ，无 惧 风 雨 迎 来 新 日
出……”演出渐进高潮时，这首由军地艺术家联袂创
作的歌曲《不忘初心》，由军旅歌唱家阎维文、雷佳再
度唱响，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铿锵誓言，随着大气
优美的旋律，在剧场久久回荡。
“力推新人新作，历来是这一主题晚会的传统。新
时代要有新作为，对军队艺术家来说，首先要有新作
品，要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
品。从《不忘初心》到《未来已来》
《一起出发》，军队艺
术家以火热的创作激情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创作出了
一部又一部记录时代情绪、呼应人民心声的优秀作
品。”军旅作曲家印青说。
新时代标定新方位，新使命开启新征程。演出尾
声，威风列阵的官兵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雄壮
的歌声久久回荡。作为近年来这一主题晚会的固定曲
目，这首经典作品充分表达了人民军队在习近平强军
思想指引下，始终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步
调一致听从指挥，阔步走在强军路上的豪迈气概。

每一个音符都激荡着追梦新时代
的磅礴伟力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要有新作为。在第一乐章《强
军步伐》中，器乐与舞蹈《春风满军营》通过器乐演奏、
男子群舞、女子群舞等“混搭”组合，艺术反映广大基
层官兵刻苦练兵备战、砥砺意志品质等场景，将一个
个生龙活虎、阳光自信、敢打必胜、血性担当的新时代
军人形象跃然舞台之上。作品在演出一开始便以雄伟
豪壮的歌声、洒脱奔放的舞姿，将观众带到了热气腾
腾的基层部队。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创作者首次将打
击乐队搬上这一主题晚会的舞台。
“军营的第一步是七十五厘米，像在妈妈怀里脚
刚刚落了地……”男声组合《七十五厘米》以新兵训练
时的“步履”这一独特视角，以新战士的口吻吟咏“兵
之初”，唱出了在军营破茧成长的疼痛和青春无敌的
力量。在领唱与男声组合表演唱《在南沙》中，南沙守
礁战士甘忍寂寞，对肩负神圣使命的深情告白，抒发
了与祖国母亲生死相守的真挚情思。表演唱《士兵玉
米提》以载歌载舞的形式、军营情景剧的结构、独唱和
小合唱的表现手法、
“小开口、大辐射”的艺术探索，集
中表现出军民团结、官兵一致、民族和谐的优良传统。
练兵备战、矢志打赢，是新时代军营最雄浑的交
响、最壮美的风景。2018 年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发
布训令，号召全军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时代
党的强军思想，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全面提高
打赢能力。号令即出，动若风发。情景舞蹈《练练练》、
领唱与表演唱《誓死出击·我要胜利》等作品，军旅气
息浓郁、兵味战味十足，以基层官兵视角聚焦备战打
仗，反映人民军队增强“四个意识”、践行“三个维护”
的政治自觉和使命担当，彰显出新时代革命军人苦练
精兵、决战决胜的意志风采。
“对军旅文艺来说，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面貌，
重要的是要有思维的新视野、艺术的新创造。晚会创
作者深入学习乌兰牧骑优良传统，以扎根基层、服务
官兵为导向，以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为旨归，在许
多方面做了大胆创新和尝试。比如，器乐与舞蹈《春风
满军营》有部分摇滚乐的气质，舞蹈《练练练》中吸收
了街舞的元素，有极强的时代感、时尚感，让青年观众
也能产生共鸣。”总撰稿赵大鸣说。
“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唱……”循着青
年歌唱家泽旺多吉浑厚硬朗的歌声，人们仿佛看到了
时代英模王杰纵身扑向炸药包的矫健身姿。习近平
主席对学习弘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高度重
视。2017 年 12 月，习近平主席来到驻江苏徐州的第
71 集团军某旅王杰生前所在连，和官兵一起重温王
杰英雄事迹，深情地对战士们说，军队是要打仗的，打
仗就要有打仗的样子，就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铁甲滚滚卷起千堆雪，战舰驰骋劈开万重浪，银
鹰雷霆出击啸长空，倚天长剑昂首向九天……在舞台
正中大屏、左右三块侧屏和台口上沿七块条屏上，实
战化军事训练热潮滚滚，艺术反映了全军官兵坚决听
从习主席号令、大抓练兵备战的坚定意志，也生动展
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斗精神的真谛。
“短小精
干、鲜活灵动、深接地气的节目，着力展现出新时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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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文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一项非常
重要的工作。来自藏学界的专家学者与各
界代表纷纷就“藏族建筑古籍文献抢救整
理及研究出版项目”提出宝贵意见。与会专
家认为，建筑是有形文化。藏族建筑是民族
审美和高海拔自然环境的综合体现，保护
传承藏族建筑文化，实际上也是保护传承
中华民族文化。藏文古籍较为分散，时间
紧、任务重，这需要课题组同心协力完成这
一项目。据悉，2018 年中国民族建筑研究
会藏式建筑专业委员会还将携手青海明轮
藏传建筑文化研究会，分别在中国西宁、成
都、拉萨，以及奥地利和美国举行全球性的
学术研讨会。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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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剑 指 苍 穹 的 执 着 —— 走 进 古 中 山 国 ，意 境·自
然—— 天工开悟·当代公共艺术主题展两项开年大展在中
国园林博物馆集中亮相。
“剑指苍穹的执着——走进古中山国”由园博馆与河北
博物院、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手打造。展览精选 105 套（230
件）古中山国文物精品，其中包含多件一级文物，集中展现古
中山国曲折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将中山国鼎盛时期生动活
泼的风土人情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
中国古代造园家寄情山水，形成了中国古典园林特有的
崇尚“道法自然”
“ 天人合一”的艺术风格。而现代园林除了
生态宜居美化环境之外，本身也属于宏观的公共艺术。由中
国 园 林 博 物 馆 主 办 ，中 华 世 纪 坛 艺 术 馆 协 办 的“ 意 境·自
然——天工开悟·当代公共艺术主题展”精选吴为山、李象群
等 40 余位当代公共艺术领域杰出艺术家的 80 余件作品，通
过艺术家所呈现的作品表达出浓厚的东西方美学思想，展现
了艺术家的独特风格，显示出中西方美学的交流融合。展览
力求通过艺术化的表达为公众带来美的感受，引发人们对美
的向往和思考。
（晶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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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博馆两项开年大展
集中亮相

专家研讨藏族建筑古籍文献
抢救整理及研究出版项目
1 月 26 日，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中
国民族建筑研究会、香港卫视、青海明轮藏
建共同主办的“中国藏族建筑古籍文献抢
救整理及研究出版项目”研讨会在中央民
族大学举办。
作为项目的发起人，中国民族建筑研
究会藏式建筑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马扎·索
南周扎谈到，藏族建筑古籍文献的搜集整
理，将对西藏和四省藏区现代化建设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该项目会用 5 年时间进
行寻找、收集、整理基础资料，同时还将在
开始阶段进行小范围试点并创造藏族独有
的古籍文献收集整理方式。把这个藏族古
籍项目做好，对于整体丰富和发展藏族建

文艺反映生活，歌声里流淌着时代精神。
多年来，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
艺演出，一直是中国文化舞台在年终岁尾之际的一件
盛事。这台综合性的文艺演出，深情传递着中央军委对
部队广大老干部的浓浓祝福，也让人们领略到人民军
队取得的最新成就和广大官兵的精神风貌。其鲜明的
主题意蕴和精湛的艺术水准，历来备受人们关注。
特别是，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
关键一年，也是决胜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 2020 年目标
任务的关键之年。特殊的时间节点、宏阔的时代背景、
丰富的强军实践，都让这台晚会所表达的主题、呈现的
内容、传递的信息等，值得人们细细品味。
“中国新时代，跟着你初心不改。中国新时代，跟着
你开创未来。中国新时代，奋进在我们这一代。中国新
时代，奋斗幸福来”，演出在序曲《奋进新时代》中拉开
帷幕。
“ 新时代”这个关键词，在激情豪迈的旋律中浓墨
重彩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并成为这台演出的重要主题
意蕴。
党的十九大以来，
“ 新时代”这一具有深刻内涵的
历史概括，让人们对国家民族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也
让人们在内心深处平添了更多的历史感。时间似乎总
是悄无声息地从我们身边流过，而真正有历史感的人，
则能敏锐地感触到它在天地万物间划过的声音，在似
水年华中留下的光泽，继而激荡起对生命的感悟，对时
代的体察和对未来的热情期待。今天，当“新时代”的坐
标深深镌刻于史册的时候，我们如此清晰感受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强有力的心跳，如此清晰感受到浩浩荡
荡的时代大潮在人们心中涌起的满腔豪情。
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军队奋进在新时代。演出第一乐章《强军步伐》，以
密集的催征鼓点，表达出人民军队在新时代砥砺奋进的强军步伐。这密集的
鼓点，源自陆海空天电；这密集的鼓点，是一支军队前进的足音。
从文化的角度说，催征战鼓自古就是重要的军事文化意象。这种意象象
征着出发，象征着冲锋，象征着上下齐心、枕戈待旦，象征着一往无前、所向披
靡。回想党的十九大闭幕后的第 10 天，习近平主席就带领新一届军委班子成
员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要求强化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全面提高新
时代打赢能力。1 月 3 日，中央军委举行 2018 年开训动员大会，习近平主席向
全军发布开训动员训令。训令即战令，开训即开战，天南海北的军营里战旗飘
扬、兵阵如林，练兵场上龙腾虎跃、硝烟弥漫。演出中，器乐与舞蹈《春风满军
营》、男声组合表演唱《七十五厘米》、领唱与男声组合《王杰的枪我们扛》、情
景舞蹈《练练练》、领唱与表演唱《誓死出击·我要胜利》等作品，正是这一生动
景象的真实写照。这些作品以浓郁的兵味战味，反映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重
构重塑、砥砺奋进的崭新面貌，
彰显出新时代革命军人苦练精兵、决战决胜的意
志风采。那铿锵有力的节奏和青春激昂的旋律，无不在告诉人们：奋进，当是新
时代的重要文化意蕴；
奋进，
当是新时代倾洒在我们这一代军人身上的光荣。
这份光荣，是如此厚重，如此夺目。因为它蕴含着历久弥新的红色基因和
薪火相传的文化力量，从一部凝结着无数革命者用生命铸就的波澜壮阔的奋
斗史中喷薄而出。演出的第二乐章《红色血脉》，将《南湖的船党的摇篮》
《南泥
湾》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打靶归来》
《在希望的田野上》
《小白杨》
《八一军旗
红》等经典歌曲串联呈现，把人们的思绪带回那激情燃烧的难忘岁月。
“ 幸福
都是奋斗出来的”。回想我们党带领人民军队取得伟大成就的光辉历程，回想
一代代官兵为着伟大理想栉风沐雨、前赴后继的光荣历史，我们就应当在迈
入新时代的时候，多一份对光辉岁月的敬意，多一份对于民族命运的担当。
是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 迎着梦想的方
向，凝聚决心和力量，集合在复兴伟大的旗帜下……”演出第三乐章《壮丽航
程》呈现的《光荣与梦想》
《一起出发》
《未来已来》
《不忘初心》等作品，以气势
磅礴、辉煌壮丽的音乐风格，激扬起在新时代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满腔豪情。
历史荣光总是眷恋那些追逐伟大梦想的人们，时代号角凝聚起创造历史
新篇章的磅礴之力。那条曾经饱经沧桑的长征路啊，而今沐浴着新时代的华
彩，正向只争朝夕、前赴后继的人们铺展开来。向前！向前！这是革命军人从未
改变的精神姿态，这是新时代强军文化的心灵回响。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
风气。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主席先后就文艺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
在广大文
艺战线产生强烈反响，
深深影响着文艺工作者的价值追求和新时代的文化气象。
去年 11 月 21 日，习近平主席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
们的回信，在全军文艺战线激起强烈反响，也使“文艺轻骑兵”的价值追求在
新时代的强军文化景观中得到进一步彰显。
今年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就非常鲜明地表达
出这种导向。人们注意到，演出在多个环节都呈现出“文艺轻骑兵”的表演风
格。
《七十五厘米》
《王杰的枪我们扛》
《打靶归来》等短小精干、鲜活灵动、深接
地气的节目，彰显出新时代军事文艺深入基层、服务官兵，鼓劲加油、提振士
气的朴素风格和战斗品格。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为兵服务是军事文艺的根本宗旨。回
顾我军 90 多年的铁血征程，
“文艺轻骑兵”的身影始终伴随着人民军队前进的
步伐。一代代文艺战士用忠诚和热血，生动诠释着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留
下众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和感人至深的经典画面，在部队克敌制胜、练兵
备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的一年里，各级组织的“文艺轻骑
兵”走边防、进哨所，爬高山、下海岛，练兵场上、拉练途中，饱含深情说兵事、
演兵情，把讴歌改革精神、军味战味浓郁的优秀作品送到官兵中间，为部队建
设注入了强劲精神动力。
“ 把最美的节目献给基层战士”
“ 战士的鲜花，是最珍
贵的礼物”
“ 战士的笑容，是最温暖的幸福”……他们沿着前辈的足迹走遍万
水千山，他们用满腔赤诚续写着人民军队“文艺轻骑兵”的光荣。
天气的寒冷，无法阻挡燃自心底的热烈。梦想的召唤，让新时代的战士扬
起自信的脸庞。
人类历史上的辉煌与灿烂，从来都是一代人甚至是数代人接续奋斗的伟
大奋斗史。新时代的底蕴深深根植于我党我军披荆斩棘、砥砺前行的光辉历
程。新时代奋进的力量深深蕴含在为民族解放和复兴崛起的不变初心。新时
代的强军文化正和着人民军队迈向强军新征程的坚定步伐，绽放出新的光
彩。演出临近尾声，当那首传唱了数十年、铭刻在一代代革命军人灵魂深处的
旋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耳畔响起时，我想起诗人艾青在《光的赞歌》中那
深情的告白：
“光荣属于奋不顾身的人，光荣属于前赴后继的人”。

栗振宇

2 月 2 日，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
文艺演出在首都中国剧院隆重举行。
这场演出，是一份情深义重、绵延 24 载的新春问
候和祝福。自 1995 年以来，每到辞旧迎新、万家团圆
时节，中央军委都要通过一台精心创作、精细制作、精
彩演绎、精美呈现的文艺演出，向为建立、保卫和建设
新中国，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老首长、
老功臣、老前辈们，致以崇高敬意和亲切慰问。
今年，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时代大潮中，军队文艺工作者闻令集
结、潜心创作，为军旅文艺舞台增添了春节的第一抹
新绿。演出由《序曲》和《强军步伐》
《红色血脉》
《壮丽
航程》三个乐章共 19 首歌曲、两个舞蹈和一个器乐作
品组成。大幕拉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72 名官兵戎装
列阵的英姿，
“ 中国新时代，跟着你初心不改。中国新
时代，跟着你开创未来。”在交响乐与合唱《奋进新时
代》的雄壮歌声中，全国军民意气风发迈进新时代、奋
楫新航程的豪迈气概和美好愿景，在观众心中久久激
荡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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