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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共话文化交融，共襄艺术

盛举；展现中俄两国不同风貌，碰撞灵感火花和情

感共鸣。

6月19日，由吉林艺术学院承办的“携手抗击

疫情，共迎美好明天”——中俄艺术高校联盟

2020 年线上主题展演深情启幕。本次展演分

为线上画展与线上音乐会两部分，线上画展

长期向公众展出，线上音乐会于 19 日晚启幕，

持续至 26日。

中俄艺术高校联盟自 2012 年成立以来，多

次举办大型中俄联合演展活动，已成为中俄

艺术家交流的重要平台。2020 年，新冠肺炎

疫情席卷全球，传统的交流形式受阻，中俄艺

术高校联盟积极采取线上展演活动形式，表

达了两国人民和艺术工作者携手抗击疫情的

共同决心。

丹青溢彩 翰墨留芳

本次线上画展由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主

办，中俄艺术高校联盟、吉林艺术学院承办，汇集了

中、俄两国不同领域、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121件

（中方78件，俄方43件）。

中俄两国艺术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把真情真意融入到作品中，以勇气、担当与艺术的良知，

着力打造抗疫精品力作。这些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

样，体现了东西方绘画、雕塑艺术在碰撞与交融中的独

特视觉感受，展现了作品强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中西交融 余音绕梁

6月19日19时，当经典旋律响起，嘹亮的歌声

与古典乐器交相辉映、震撼人心，中俄两国音乐家

联袂奉献了一场气势恢宏、匠心独运的国际音乐

会。本次线上音乐会由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主办，中俄艺术高校联盟、吉林艺术学院、俄罗斯圣

彼得堡国立交响乐团承办。

中方7所艺术院校所选节目不仅具有较高的

艺术水准，且形式多样、特色鲜明、风格迥异，呈现

出了中华民族不同地域的艺术风情与风貌；5首原

创抗疫歌曲情真意切、深入人心，表达着各地各院

校对疫情的关切、对抗疫医护人员的感谢，以及对

美好明天的期待与祝福。

俄方成员选送的系列作品创作于战争年代和

战后时期，是20世纪俄罗斯音乐文化的代表。这

些艺术作品让俄罗斯人民充满力量，熬过了艰难时

期，时至今日，依然引起听众的强烈共鸣。

中俄艺术高校联盟的线上演展活动，让两国艺

术家联手，以艺术温暖世界，鼓舞中俄两国人民携

手抗击疫情，共迎美好明天。

知音相和 笔墨凝艺
——记中俄艺术高校联盟线上主题展演

本报记者 张丹 通讯员 杨云龙 吉英兰
本报讯（张冠宇）6月23日，由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首席琵琶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赵

聪作词、作曲并演奏的中国风新型乐歌《鲲鹏志》在全球同步上线。

《鲲鹏志》是赵聪继《红旗升》后，在题材和体裁方面进行的又一次获得全面成功的跨界

尝试，作品甫一问世，即受到社会各界及海外受众的广泛关注，仅6月6日，据中国快手直播

平台统计，观看量已达437.5万之多。

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庄子·逍遥游》，视野开阔，情怀远大。在该乐歌中，既有

“你说欲定山河去，心中是山河”的豪迈气概，又有“英雄别有沾巾时，不忍是离歌”的似水柔

情，将人生有关离别与相聚的复合情愫表现得酣畅淋漓又意境高远。

作为对全新艺术形式的大胆探索，赵聪较多增加了器乐部分的占比，极大提高了对情绪

氛围的渲染与营造，同时将传统与流行、器乐与声乐、民族与西洋、电声与交响，有机而巧妙

地融为一体，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超强感受。

乐歌《鲲鹏志》由中央音乐学院青年作曲家杜漠编曲，笛箫部分由中央民族乐团青年演

奏家丁晓逵担任，弦乐部分由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演奏，演唱部分由著名青年歌唱家曹芙嘉、

李柄熹担任。国手们的强强联合，使《鲲鹏志》这首乐歌在艺术上达到了超高水准的发挥。

当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著名作曲家郝维亚教授，吉林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

院长、《中国好声音》第一届冠军梁博导师孙大峰教授，美国著名作曲家、《王者荣耀》作曲

Thomas，为该曲的上线录制了推荐视频并予以高度评价。

《鲲鹏志》：让中国风刮遍世界

“巍巍长白啊，生态的天堂。莽莽林海哟，英雄长

眠的地方。白山湖映照着千年的月光，绿水青山呦，无

尽的宝藏……”这首由吉林籍歌唱家李玉刚倾情作曲

并献唱的《长白山下是我家》，将靖宇县的英雄历史和

大美河山融为一体，令人陶醉。

为进一步发挥文艺志愿服务在助力脱贫攻坚中的

积极作用，2019年，在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的指导下，

在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省文联、省扶贫办、长影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在省内开展了“一个也不能少”文艺

扶贫原创歌曲创作项目。吉林省文艺志愿者协会联合

省音乐家协会组织60多位词曲作家，走进8个国家级

贫困县，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汲取创作养分，寻找艺术

灵感，抒写伟大时代。李玉刚及其团队来到靖宇县采

风，并创作了歌曲《长白山下是我家》。

在李玉刚身上与家乡有关的标签很多。“吉林省文

艺志愿者形象大使”“吉林省禁毒宣传形象大使”“长白

山文化大使”……对他来说，助力家乡的公益事业永远

义不容辞。“我认为‘一个也不能少’文艺扶贫原创歌曲

创作项目，是一个发挥自身号召力、助力脱贫攻坚事业

的有力项目。身为吉林人，无论是从经济、宣传，还是

创作方面都会尽我所能。我希望通过此次活动，用我

们的作品与歌声传递温暖力量，为家乡积淀文化养分，

为时代记录奋斗乐章。”李玉刚说。

作为一名长年漂泊在外的“游子”，无论世界多辽

阔，风景多迷人，家乡对于李玉刚来说永远都是心灵港

湾，在他的音乐事业中，家乡的文化元素一直给予着他

无限的灵感与启迪。每当午夜梦回、静思省己时，他总

是回忆起家乡的山河、亲人朋友的音容笑貌……这份

乡思乡愁激励他先后创作出《故乡》《天池》《天池南》

《长春》《长白山下是我家》等饱含家乡元素的优秀音乐

作品。李玉刚表示：“每当我在演唱会上唱起它们，家

乡的山河与亲人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相信观众也

能感受到其中浓厚的情结与感怀。”

长白山是我省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也是边境的

守护之山。莽莽的原始林海，垂直的植被分布，独特的

火山地貌，稀有的珍贵物种，可谓是艺术家创作的天

堂，是音乐人心灵的故乡。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

溢于海。无论阴雨连绵，还是晴天丽日，无论晨曦初

露，还是晚霞漫天，每个季节登临，每天跋涉寻觅，都会

产生新的创作冲动。虽已多次踏足长白山，但为了这

首歌，李玉刚依然再次走进靖宇县和长白山进行采风创作。“只有置身其中，才能真

正感受到自然的力量与宏大的格局，所以在曲风方面，我选择了悠扬深远的曲调，

力求呈现一种辽阔、宁静却又壮美的意境。”歌曲《长白山下是我家》前后创作花费

了近100天，特别的是，在去长白山之前李玉刚脑海中已经构思了很多方案，但当

他置身于长白山看到日出的那一刻，脑海中便响起了新的旋律，这才最终诞生了

《长白山下是我家》。

一句歌词，就是一个个扶贫身影；一个音符，就是一款款真情表白；一首赞歌，

就是无数个扶贫故事。作为《长白山下是我家》的曲作者，李玉刚告诉记者，当拿到

词作者陈耀辉的歌词时，他脑海中立刻被优美的文字勾画出了清晰的画面感，既有

故乡山河的壮美，也有历史沧桑的厚度，字里行间洋溢着积极的力量，让他深受感

动。“我认为陈耀辉老师是一位独具匠心的作词家，因为他对家乡吉林省有着深厚

的责任感和工作热忱，所以创作这样的题材更是得心应手。希望未来能够与陈耀

辉老师再度合作，共同为家乡的扶贫事业与文化建设作出贡献。”李玉刚说。

心系家乡发展，反哺人民厚爱。能够参与到家乡的扶贫工作中去，以歌曲创作

的形式助力脱贫攻坚，李玉刚认为这是自己的荣誉和担当。在谈到对于家乡扶贫、

家乡文化建设还有哪些打算和计划时，他表示，首先要做的还是利用自己的群众认

知度来号召大家更加积极地投身家乡建设，树立家乡的良好形象，吸引更多的人关

注吉林、走进吉林。“我会努力提升自我，继续为家乡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用歌声

讲述故事，用故事传承美好。同时，我也会继续积极响应家乡的号召，力所能及地

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和扶贫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用音符谱写伟大时代的壮美

乐章。”

“一捧黑土，一声爹娘。游子梦里亲人的脸庞，群山起伏松涛激荡，红色的种子

播撒在心房。”

“一肩风雨，一路华章。新时代的人们追逐梦想，

美丽家乡身披霞光，抗联的精神代代传扬。”

扶贫之歌一经传唱，便脍炙人口，拨动心弦。陈耀

辉、李玉刚等词曲创作者，用脚步丈量土地，把勤劳勇

敢的吉林儿女心声倾诉在字里行间、泼洒在五线谱上，

化为情真意切的扶贫之歌，激发吉林人民前赴后继，向

着全面建成小康阔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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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6月的第2个星期六是我国“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今年，我省举办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

列活动从5月19日就已陆续开启，其中，“吉林非遗

购物节”更是让百姓实实在在参与其中。113个上

线店铺445个产品种类，涉及我省77个非遗项目、

84位非遗传承人和52个非遗项目保护单位，涵盖了

吃、穿、用等方方面面的非遗产品，令人目不暇接，

售出商品多达6.2万件（套）。

“吉林非遗购物节”不仅是一次购物的狂欢，更

让公众亲身走近非遗、体验非遗，甚至有不少人在

挑选商品的过程中惊喜地发现，原来生活中那些常

吃、常用、常见的物品和技艺也与非遗息息相关，并

潜移默化地扮靓了人们的生活。

饮食之美饮食之美

鼎丰真糕点制作技艺
类别：传统技艺
级别：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如今月饼的口味越来越多，传统的五仁月饼成

了人们在中秋节时常调侃的对象。而对我省的很多

百姓来说，鼎丰真的五仁月饼就是童年的中秋记

忆。这家香飘百年的中式糕点老字号现在依然是许

多人最爱的糕点铺，走进店里，油茶面、绿豆糕、炉果、

沙琪玛……琳琅满目的糕点让人肚中馋虫大作，务

必要买些吃食回家品尝。鼎丰真的糕点是经面案师

傅之手十多道生产工序而成，产品上既重视传统地

方风味，又注重创新。创办于1911年的鼎丰真发展

到现在，已将南式风味与北方传统风格融为一体，

600多种糕点随心选择，是当之无愧的“糕点之王”！

朝鲜族冷面制作技艺
类别：传统技艺
级别：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入夏的吉林省几乎每家朝鲜族餐馆里都坐满

了客人，那一碗带着冰碴儿的冷面最能迎合食客当

下的心情。现压的荞麦面弹性十足，佐以辣白菜、

牛肉片、鸡蛋、黄瓜丝等各色配菜，提辣提鲜的朝鲜

族酱料恰到好处地融合其中，先喝一口酸甜的汤

汁，满面清凉，再挑一筷子细滑的面条，口感丰富，

高温带来的烦闷被这一碗冷面扫荡得干干净净。

每一碗冷面精心搭配、营养丰富，想必没有哪个吉

林人的夏天能缺了这碗清爽宜人的朝鲜族冷面。

李连贵熏肉大饼制作技艺
类别：传统技艺
级别：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来到四平的游客有哪个会错过李连贵熏肉大

饼呢？从选肉、修整、排酸、煮肉、熏制、提纯老汤

油，到和面、制酥、抹酥、包饼、烙制，一套完整规范

的流程让这家百年老店经久不衰，形成了独树一帜

的非遗风味。熏肉皮肉剔透、熏香沁脾，大饼层层

分离、滋味浓香，再开一瓶当地特产的汽水，那滋

味，别提多带劲了！

服饰之美服饰之美

满族旗袍制作技艺
类别：传统技艺
级别：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小时候，暑假是属于《还珠格格》的，幻想自己

是“清宫格格”的姑娘们，哪个不向往拥有一身漂亮

的旗袍和“花盆底”鞋子。在电视剧中出现的满族

旗袍是地地道道的吉林省非遗项目。在中国服饰

独有的裁剪和针法加工下，满族旗袍的表面“见缝

不见针”，搭配繁复精致的满族刺绣工艺，满族旗袍

具有了端庄华贵、典雅大气的夺目美丽。不仅好

看，满族先民也十分注重服装的实用性，满族旗袍

的后装式衣领可以随时拆卸清洗，随季节变化还可

以更换单领、夹领和皮领。这项兼具美感与实用性

的制衣技艺，在一代代传承人的继承中依然保留着

原有的文化内涵，更在现代生活的发展中焕发出新

的光彩。

传统手工布鞋制作技艺
类别：传统技艺
级别：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时尚人士穿起老北京布

鞋，传统布鞋开始向时尚界发起“进攻”。而在我

省，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郭丽的传统布鞋早已被各

大媒体争相报道，这种颜色艳丽、充满民俗风情的

布鞋更是远销海外，成为外国友人眼中的“香饽

饽”。郭丽开发的传统布鞋鞋底是柔软的千层底，

鞋面是考究的绣花面，多种东北民间元素让一双双

布鞋独具美感和创意。在越来越追求舒适的时代，

精致手作的传统布鞋已然成了人们日常搭配的极

佳选择。

榆树李氏草编
类别：传统美术
级别：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对爱美人士来说，草编帽、草编包早已不是沙

滩风、度假风的专属。炎炎夏日，即便是城市通勤，

也不能阻挡人们对草编制品带来的惬意清凉感的

喜爱。拥有120多年历史的榆树李氏草编不仅具有

传统手工技艺的特点，更具有低碳环保的现代特

色。在保留了百年传统的草编技艺基础上，李氏草

编还发展了漂洗、浸泡、上色、脱毒、熏蒸、晾晒、刷

漆、编辫等更加丰富的编织工艺，而产品种类也开

发出了工艺品、装饰品、鞋垫、女包、礼品包装、宠物

窝等百余个品种。榆树李氏草编满足了人们的爱

美之心，更通过创意与巧手变废为宝，点草成“金”。

健体之美健体之美

中医传统制剂方法（平氏浸膏制作技艺）
类别：传统医药
级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经过平氏家族6代传承的平氏浸膏，是在汲取

了传统中医精髓的同时，由祖传秘方研制不断创新

而产生的。平氏家族祖籍浙江，世代传承浸膏技

艺，第2代传人平士杰因社会动荡不安迁居山东。

1900年平氏家族来到长春，而后定居九台。我省拥

有长白山这座野生药物资源宝库，而长春市和吉林

市在历史上是长白山野生药材的集散地，处于长春

地区的九台为平氏浸膏选购货真价实的野生原料

药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让这一传统制剂方法在

这里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摔跤（朝鲜族摔跤）
类别：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级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摔跤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喜闻

乐见的一项竞技运动。朝鲜族摔跤有着自己独特

的比赛形式和文化特色。传统朝鲜族摔跤分为攻

击式和回旋防御式，在此基础上能够变化出上百种

进攻、防御组合技术。根据参赛人数进行预赛后，

朝鲜族摔跤比赛选拔出8强或6强参加决赛，最后

举行的冠亚军决赛是整场比赛的高潮。为了鼓舞

摔跤选手的士气、活跃赛场气氛，决赛前会先将比

赛的奖品——披红挂彩的大黄牛绕场一周，并拴在

场边等待冠军得主，也就是它新的主人。比赛时，

双方亲朋好友和观众都会在场周为选手呐喊助威，

边歌边舞，热闹非凡。

文艺之美文艺之美

东北二人转
类别：曲艺
级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简洁明了地描述了

二人转在东北人民心中的地位。与东北任何喜爱

二人转的地域相比，我省梨树县对二人转的这种

“不舍”尤为厚重和纯粹，并被授予了“中国二人转

之乡”的特殊称号。而二人转，在全省更是遍地开

花，不仅拥有各级各类二人转表演团体，对老百姓

尤其是广大农民朋友来说，二人转在文化生活中更

是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使我省二人转人才得到了接

续发展，《西厢》《包公赔情》等广为人知的传统唱段

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不仅如此，两年一届的吉林省

二人转·戏剧小品艺术节也在持续开展，保障了二

人转作品的创作与输出，挖掘培养了一批批二人转

艺术人才。

朝鲜族农乐舞（象帽舞）
类别：传统舞蹈
级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农乐舞这种融音乐、舞蹈、演唱为一体的综合

性民族民间艺术，是朝鲜族代表性民间传统活动。

农乐舞的表演共包括12部分，象帽舞是最后压阵的

部分。令人瞩目的象帽舞分为“长象帽”“中象帽”

“短象帽”“线象帽”“羽象帽”“尾巴象帽”“火花象

帽”等多个种类，甩象尾的技巧也包括单甩、双甩、

三甩、站立甩、蹲甩、跪甩、扑地甩等多种形式，而象

尾有几尺长的，更有几丈长的，可谓种类繁多、舞技

复杂。在跳象帽舞的过程中，男青年舞者头部甩动

长达20米彩带的高难技巧，令人目不暇接，是农乐

舞最突出的标志之一。

蒙古族马头琴音乐
类别：传统音乐
级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马头琴是蒙古族特有的一种弓弦乐器，因琴首

雕有马头而得名。郭尔罗斯马头琴音乐在我省前

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民众间广泛流传，

影响辐射到周边的乾安、长岭等市县。马头琴既可

伴奏又可独奏，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其传统曲目

多从民歌演化而来，其中既有原生民歌，也有英雄

史诗曲牌，既有表现骏马形象的马步调，也有从民

歌发展而来的琴曲，还有传统的汉族曲调。

我省多民族融合聚居，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

数不清的传统技艺、传统舞蹈、传统美术等留存于

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成为如今珍贵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它们是先民智慧的结晶，承载着这片沃土

的历史与文化，在一代代人的传承和发展中不仅得

到了有效保护，更以特殊的形式留在了人们的生活

中，而它们背后所传承下来的历史和文化，也一直

陪伴着人们世世代代。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美 在 身 边美 在 身 边
——那些扮靓生活的非遗项目

本报记者 裴雨虹

朝鲜族摔跤的火热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