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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你看最美文化风景陪你看最美文化风景

“神韵太极队”柔中有刚，尽展军营文化底蕴；“时代快

板队”说唱结合，妙趣横生令人开怀；“卫士合唱队”歌声嘹

亮，唱出革命军人的铁血柔情……在北国春城，一支支特

色文化小队活跃在武警长春支队的各个训练场上，为紧张

的训练注入活力与动力，更让绿色军营笼罩在活跃快乐、

积极阳光的美好气氛中。就像武警长春支队政委常懿说

的那样：“军营特色文化活动要紧贴新时代特点、富有兵

味，才能激发斗志、提振士气，发挥出最大效益。”

赶时髦、抓热点

时尚快板儿打起来

每逢周末，武警长春支队机动二中队战士王小磊都

会早早来到中队文化活动室，与“时代快板队”的队友们

练习打快板，一起排节目。该中队快板队的表演一直很

精彩，深受战士们的欢迎，是支队文艺晚会上的热门节

目。可前段时间，这个表演队却因为一些原因“低调”了

下来。

原来，王小磊入伍前就喜欢玩乐器，很善于把控乐

器的乐感和节奏，来到部队后，这个爱好被发扬光大

了。虽然是第一次接触快板，但他充分发扬了自己干啥

都认真的那股钻研劲，不仅自学教程，仔细研究，学会后

还帮助其他队友练习。他们练动作、背台词，每逢晚会

必亮相。可是时间一长，内容的“陈旧”，官兵开始审美

疲劳，一些队员也感到没了新意，加上义务兵退伍后出

现青黄不接，活动开展受到很大影响。

同时，类似情况在基层文化队伍建设中也接连出

现，一些原本官兵欢迎的文化队伍纷纷黯然失色。这一

变化也引起了武警长春支队领导们的注意，发觉千篇一

律的表演形式，固化守旧的思维观念，使基层文化队伍

缺少时代特点和与时俱进的时尚元素，这样必然导致台

上表演单调、台下观赏无趣。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支队党委“一班

人”形成共识：支队特色文化队伍建设必须着眼青年官

兵新时期的认知特点，做到与时俱进，才能活力四射、

经久不衰。为此，他们要求各级不断充实传统项目并

力求出新——仪仗队、武术队、舞蹈队等样式新颖、内容

新潮的队伍不断涌现，更有快闪等新鲜元素令人惊喜，

一股绿色新风尚在军营中彰显着与众不同的新魅力。

大环境的改变影响着每一个有着文艺之心的官兵。

为了更新快板内容，机动二中队的官兵们扩大范围进一

步挖掘身边人身边事，在保证用兵言说兵事宗旨不变的

前提下，努力结合时代特点，从习近平主席的强军思想、

“八一勋章”先进典型等方面寻找灵感、编写台词，进一步

丰富了节目内涵，也再次受到了基层官兵的欢迎。

特调、个性

按官兵口味私人订制

今年2月，在该支队举办的新春文艺晚会上，由勤

务保障中队官兵表演的手影舞可谓惊艳全场。通过暗

场里的特殊光源照射，凭借衣服上反射出的光亮，配合

娴熟的舞蹈动作和激情的音乐，新颖的节目方式着实令

人眼前一亮，也将整场晚会推向了高潮，这些表演者正

是来自该中队的“荣耀舞蹈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

的文化。一段时间，基层特色文化队伍建设大多走不出

“做菜给你吃”的定向推送模式，不征求基层官兵的意见

和感受，导致官兵不喜欢，甚至不接受。如政治工作部

主任曹俊锋所说：“官兵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是组建特色

文化队伍的前提，忽视了官兵需求，特色文化活动自然

难以开展。”

通过调研，该支队领导发现，不少拥有一技之长的

官兵对文化队伍建设抱有较高期待，而特色文化队伍不

必要的“统一”，抑制了他们的表现和参与热情。对此，

支队提出：把突出个性特长与“客户体验”相结合，最大

可能促成军营舞台与官兵个性需求的有效对接。

“客户体验”催生个性订制。该支队根据各中队的

现实情况，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决定以中队为单

位组建武术队、街舞队、太极扇队、快板队、轮滑队等特

色文化队伍，满足多元的文化需要。

标准细、执行准

幸福指数稳提升

特色文化队伍建起来了，如何保证随时拉得出、演

得好，真正发挥出作用？该支队专门制定了相应的规

范，在队伍管理、人才保留、设施保障和创新创优等方面

做出具体要求。他们还对各中队文化队伍开展活动情

况进行动态跟踪，邀请地方专业老师给予帮助指导，定

期举行会演，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细化的标准有效对接了官兵的需求。”执勤二大队

教导员魏航说。在驻市区的一些中队，营房小、场地缺，

就相应建立起“迷你版”特色文化队伍，人数虽少，但功

能不减，照样发挥大作用。

前段时间，支队开展“魔鬼周”野外拉练，快板、街

舞、合唱等特色文化小分队一直活跃其中，持续不断地

鼓舞士气，有效提振了官兵精气神，受到上下一致好评。

在该支队特色文化活动征求意见表上，“希望组建

哪些特色文化队伍”“对基层文化队伍有哪些建议”“还

有什么其他需求”等问题醒目而又真诚，官兵们的回复

也是实在而又真切。心往一处用，劲往一处使，官兵的

幸福指数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升着。

(本栏图片均由武警长春支队提供）

红色眼镜后是目光炯炯的坚毅灵动，红色外套下

是一颦一笑间掩藏不住的矍铄与乐观，红色运动鞋上

是亦动亦静的优雅与从容。

当记者走进吉林大学鼎新大讲堂的会议大厅时，

著名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六小龄童章金莱便是

这样一身“中国红”出现在大家面前，说笑间重燃众人

西游情结，侃侃而谈中尽展猴王智慧，幽默风趣的妙语

在逗笑大家之余亦引人思考，更让人不禁把眼前的六

小龄童与记忆中最经典的美猴王形象相重合，感慨之

余，感动更多。

6月14日晚上，由吉林大学法学院主办的“苦练七

十二变，笑对八十一难——六小龄童品西游分享会”活

动在500余位师生的热烈掌声中正式开讲。在一个多

小时的分享会里，六小龄童用他的西游经历串联起自

己60年的各种人生感悟，妙趣横生又真诚实在，回忆

满满又惊喜连连，令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火热。

在中国，六小龄童的名字跟《西游记》的故事一样家

喻户晓。六小龄童在1986版《西游记》中所扮演的孙悟

空，不仅是经典的艺术形象，也是中国几代人的经典记

忆，更是传递了拼搏、进取、不屈不挠、永不言败、乐观向

上的中华精神。回望人生，半生积淀，六小龄童更坚定

了要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的志愿。

“大家都知道，《西游记》这部电视连续剧从1982

年起开始拍摄，到第二部的制作完成并播出整整用了

17年的时间。我的前半生都在致力于展现猴戏艺术，

后半生我会专注于讲好西游故事，将西游文化一代代

传承下去。”六小龄童说，他竭尽一生都在想着自己能

为西游文化的传播做些什么，并将它做到极致。从作

为猴王六龄童的儿子坚信并坚持实现了成为猴王的

梦，再到怀着感恩之心将“孙悟空之父”吴承恩的故事

搬上大荧幕，出演《吴承恩与西游记》；从戏曲到电视再

到电影美猴王将西游文化推向世界；再到导演并出演

纪录片《重走玄奘路》展现文化包容，一路走来，六小龄

童一直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人生志愿。“聪明的人一定

是选择自己做得最好的事情去做，并做到极致。孩子

们，未来人生路还很长，希望你们既博闻多识又有一技

之长，就像孙悟空一样，苦练七十二变，笑对八十一

难。”六小龄童在讲座中，多次勉励大学生们。

在谈到与我省的渊源，六小龄童不禁感慨道：“大家

知道吗？《西游记》中大战红孩儿那场戏就是在长春动植

物公园拍摄的！我们还曾经去长白山天池取景，那些群

山环抱、云雾缭绕的画面很多都是在那里拍摄的！”这番

话也引得现场师生一片骄傲自豪地欢呼声。六小龄童

还说，在长春，他有一位一定要去拜访的老朋友，那就是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大师、“猴戏”大家刘喜亮。“我与他可

谓一生的好友，拍《西游记》时，我经常向他请教如何表

现孙悟空的状态，他把他在京剧中塑造猴子形象的经验

倾囊而赠，让我受益匪浅。刘喜亮的妻子王凤霞也是著

名的‘铁扇公主’的扮演者。”六小龄童说。

讲座结束后，许多学生都来到台前排队等候请六

小龄童拍照留念，吉林大学法学院学生张亮也是其中

一个。“在我21岁的人生年华中，西游记陪伴了我至少

15年！”张亮是一个忠实的西游迷，听闻六小龄童要来

演讲，他兴奋了好久，还在之前利用课余时间又看了一

遍《西游记》，“看到美猴王就在我眼前，简直有种看现

场直播的感觉，太激动了！听完章老师的人生感悟分

享，我在欣赏他的为人处世之道外，也更钦佩他对梦想

追求的执着与坚守。”

据了解，六小龄童还将继续把他的“西游分享会”

推广下去，为无论是幼儿园、中小学，还是大学把中国

传统文化之美分享出去。同时，他也透露正在积极筹

拍3D电影《敢问路在何方》，他将以60岁的年纪出演孙

悟空，希望尽快与观众们见面。

苦练七十二变 笑对八十一难
——聆听六小龄童品读他的西游人生路

本报记者 马璐

回首当年，万马齐喑，百废待兴。幸拨开迷

雾，千山复暖；唤回真理，九鼎重生。革故扬帆，开

边借势，四个坚持兆永恒。风波定、趁南巡号角，

奋力前行。

堪骄梦筑恢弘。新时代、新航促转型。喜反

贪治党，北宸拱立；惠民理政，帅纛高擎。发展升

华，思维嬗变，深改攻坚敢破冰。从头越，守初心

不改，继续长征！

2018年6月

紧跟新时代 掀起新风尚
——武警长春支队特色文化一瞥

本报记者 马璐 通讯员 韩小飞 冯广远

民间美术美不胜收，处于基础地位，发挥着母

体作用，是农民画生长的丰厚土壤。乡土文化深扎

乡土不离民间，民间艺人传承着创造智慧和工匠精

神，为农民画产生准备了条件，积蓄了力量。上世

纪70年代末，李集全、吕彦志、刘金友在文化馆辅

导，引导群众创作农民画。1982年10月，王金库在

公吉乡办起农民画学习班，50名学员，培训一周。

从此形成由农民、学生、教师、工人及妇女为主的

100人创作队伍，陈宝和、滕志忠、康梅花成为骨干

作者的代表。40年来，桦甸市经济、社会、文化等

各项事业的大发展，也推动农民画事业的大发展。

农民画队伍不断壮大，培养了一批骨干，涌现了一

批新人，为农民画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农民画的呵护者和带头人康梅花。从1982年

10月她参加公吉乡农民画班算起，35年来她一直

坚守农民画事业。她共创作作品460余件，20多件

被中国美术馆等资深美术馆收藏，作品多次在国家

级展览和欧美国家展出，获得4个全国金奖。《绿野

欢歌》参加了2014年“世界情·中国梦”中国农民画

精品展，在联合国总部展出，受到国内外友人好

评。她的《多彩的六月》《春雨》《党群》《圆梦》都反

映家乡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面貌。她被授予

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优秀画家、吉林省民间美术家。

作为桦甸市文化馆副馆长，康梅花一心扑在农民画

事业上。她不忘记农民，心里装着农民画家，不忘

初心，多年如一地践行诺言。她抓培训培养新人，

抓创作提高整体水平，抓销售解农民画作者之难，

抓产业发展四外奔走。她心里装着农民，想农民之

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唯独没有自己。

农民画的引领者和创新者卢凤霞。她出生在

东丰县并走上了绘画之路，她热爱桦甸并献身桦

甸农民画事业。她身为我省农民画研究会副会

长，被评为省民间艺术家，2012年被命名“中国十

佳杰出农民画家”之一。她的画唯美，《任乡情流淌》《乡间牛人》《盛世欢歌》

《山妹》，从色彩到构图都来自大山的感悟，经过提炼升华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表达了作者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不仅意象美，意境也很美。她的画有灵感。

她深入生活，挖掘整理满族文化遗存，《萨满之魂》《过年》《采秋》《鱼的传说》等

作品，为丰富满族文化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作了贡献。卢凤霞创作红色

经典，弘扬革命精神。她组织创作的《抗联组图》，歌颂了以杨靖宇为代表的抗

联英雄，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好题材，也提供了用农民画创作的绘本和范例。

立足黑土地，大胆追梦的陈淑江。他是出生于桦甸的地道农民画家，他耕

种两公顷多地供养五口之家，还奉养年迈多病的父母。他一手拿锄，一手拿

笔，矢志不渝地坚持走农民画创作之路。近30年来，创作了300多幅作品，作

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3次获得金奖，2015年被命名为“中国十佳杰出农民

画家”之一。陈淑江具有广阔的视角、现代的视野，他的具象和抽象作品都善

于写意。他眼望高天丽日或仰望无限星空，依恋白山松水或脚踏绿色的田野，

他有困惑和迷茫、有回忆和憧憬、有忙碌和渴望、有梦幻和希望。他的作品《乡

夜》《秋》《金秋烁烁》《朝阳花》等许多作品色彩浓烈，阳光向上，点线明快。通

天透地，彰显天人合一，时尚新潮，是农民画创新的稀有品种，是农民画走出去

的宝贵财富。

不离乡土闯市场，助力农民画产业发展的王咏梅。她19岁开始学习创作农

民画，已有300余件作品参加各级美展，有16件作品在国外展出，并多次获得金银

铜奖。王咏梅被授予吉林省民间艺术家、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她的作品《关东

大正月》《大姑娘美》《关东喇叭》《九月乡情》《吉祥虎》《盛世欢歌》都充分地表现桦

甸的地域民俗风情，深受城乡观众喜欢。近百件作品被广东客商订购，并出版挂

历。她成立桦甸市“山妹子农民画发展有限公司”，带头开拓市场，带领农民画闯

文化市场，农民画、剪纸、旅游产品已走向省内外。她注重培训农民画作者和中小

学生。开展慈善事业，开办了残疾人农民画创作学习班，培养了于仙、刘有等一批

残疾人画家，组织创作朝鲜族民俗画，填补了我省农民画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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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鹏）日前，通化市农发行举办主题党日活动。为加快推进全行

中长期业务发展，他们举办“勇挑重担，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党日活动暨中长

期业务推进会。活动中，各支行行长围绕主题谈体会，增强勇挑重担责任心，

做表态发言，切实将党建工作与经营发展紧密结合。

举办主题党日活动

吴文昌

沁园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感言

当好驻地校园“辅导员”

重要节日“仪式教育”

六小龄童在讲座现场真情流露，为吉大师生讲述
拍摄《西游记》时的故事。 本报记者 马璐 摄

本报讯（记者裴雨虹）6月22日晚，由省交响乐团民族管弦乐队倾情打造

的民族交响音乐会《福吉天长》在长春国际会议中心奏响，为广大观众奉献了

一场高水准的音乐盛宴。

本次交响音乐会主要演奏了民族管弦乐《咏梅》《喀秋莎》《丝绸之路》、唢

呐独奏《画眉序》等作品，其中最令人动容也是音乐会最核心的部分是琵琶协

奏曲《福吉天长》，由著名琵琶演奏家赵聪创作并担任演奏，极富东北音乐风

格。《福吉天长》分三个部分:《祈福祭》《天池情》《笑天长》，第一部分描写萨满

祭祀，祈福平安的场景。第二部分运用朝鲜族民谣，歌颂“长白山，长相守”的

忠贞美满爱情故事。第三部分将中西音乐充分融合，表现了吉林人民豪迈豁

达、率真乐观、开朗包容的性格，抒发了祝福祖国福吉天长的美好心愿。

为了更好地呈现作品，省交响乐团民族管弦乐队邀请了著名指挥家刘凤

德担任指挥，其指挥风格严谨、潇洒，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乐团演奏人员

用精湛的音乐技巧，让在场观众沉浸在浓郁的东北文化情韵之中。

随着民族交响音乐会《福吉天长》的精彩演绎，“吉林省优秀舞台剧目演出

季”也拉开了帷幕，广大观众将在长春国际会议中心、省大众剧场、省桃李梅大

剧院、长春人民艺术剧场、吉林艺术学院现代剧场、东北风剧场欣赏到吉剧《桃

李梅》、舞剧《阿里郎花》、京剧《秦香莲》、曲艺《笑的晚会》、杂技剧《地道战》、评

剧《春回桃湾》等不同形式的优秀舞台剧目，其中还包括两部引进剧目——由

国家大剧院打造的话剧《玩偶之家》以及2018年中国-中东欧国家爵士乐夏令

营结营音乐会，精品不断，“艺”彩纷呈。

据悉，为了使更多百姓走进剧场，本次演出季在票务上实行惠民举措，设立

低价票，市民可登录“吉林演出网”“大麦网”及其官方微信了解具体票务信息。

民族交响音乐会《福吉天长》

在长春奏响东北文化情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