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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的回信，如一石激

起千层浪，在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中引起巨大反响。如果我们结

合着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文艺重要讲话精神来细细品读

这封回信，就能够更深地体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体系中有关文艺思想的精髓。

首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为人民服务的文艺。

1957年，为适应内蒙古大草原地区生产生活特点，在苏尼特右旗

建立了一支文化工作队，它具有队伍短小精干、人人一专多能、随

时轻便流动、面向基层服务、演出宣传辅导兼备等等鲜明特点和职

能，深受广大农牧民欢迎，被命名为“乌兰牧骑”，蒙古语原意是“红

色的嫩芽”，后被引申为“红色文艺轻骑兵”。记得1970年前后，我

作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文工团的一员，曾经有幸和乌兰牧骑队

员们同赴那达慕大会演出。他们不顾巴盟盐碱地搓板路上几个小

时的剧烈颠簸，一下车就立即投入演出的奉献精神和工作精神，至

今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中。也还记得演出归来的夜里，草原一片

漆黑，只有远处狼群的眼睛发出吓人的绿光。但是，乌兰牧骑队员

们毫不在乎，一路欢声笑语，驱赶了疲劳、孤独和恐惧。整整60年

过去了，今天，内蒙古草原上还活跃着75支乌兰牧骑，每年演出超

过7000场。人们从上述历史发展轨迹中不难发现，乌兰牧骑所走

过的历程和所体现的精神高度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精神，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为人民服务”

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永远是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行动指南。毫

无疑问，今天的时代条件与 60年前比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商

品经济的繁盛和网络移动技术的兴起，给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和文

艺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从前不敢设想的环境。面对于此，我们的文

艺一方面保持着持续的活跃和繁荣，另一方面也产生了部分文艺

工作者思想浮躁、追逐名利、模仿抄袭、快餐式创作和自我炒作推

销以图利益最大化的种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文艺的系列

重要精神中一再告诫文艺工作者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创作首要任

务放在心上。我体会，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体系中文艺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当代文艺的“初心”。不忘这

个初心，就是要向乌兰牧骑学习文艺服务基层百姓的精神，学习他

们时代风云际会下在草原深处以牧民为上的坚守理想，学习他们

风雨无阻穿越难关服务基层的精神烛照，学习他们在时代浪潮拍

岸而来时在天地之间不惧孤独执著追求的高尚情怀。是的，此情

此怀，唯此唯大；此心此想，唯此唯尚。我以为，“乌兰”，蒙语中的

“红色”，恰恰是这个初心的映照。

其次，文艺为人民并不是一句空话，要经得起历史岁月和人民

大众的审美检验。或许有人以为，现在时代变了，已经是数码3.0

时代了，难道还不该追求艺术演出的“高大上”吗？社会经济都与

国际接轨了，艺术创作内容也应该“接轨世界”了吧？60年来，乌

兰牧骑的节目创作一直非常接“地气”，以反映当地生产生活为主，

自编自演，灵活多样。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同时，特别注意反映

农牧区生活和广大农牧民的心声。乌兰牧骑的创作演出，拒绝无

病呻吟，没有个人宣泄，远离个人自我。他们的演唱，声声句句，都

是牧民的心里话；他们的舞蹈，一动一静，无不源自于草原深厚的

艺术传统，是为“群众喜闻乐见”。所以，他们成为深受农牧民欢迎

的“玛奈乌兰牧骑”（我们的乌兰牧骑），队员们更是被牧民们亲切

地称作“玛奈呼和德”（我们的孩子）。由此，我想到了蒙古民族同胞们常常说的“玛奈

贾作光”（我们的贾作光）。著名舞蹈家贾作光长年坚持深入草原生活，创作了《鄂尔

多斯舞》《鸿雁》《挤奶员舞》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蒙语因为贾作光的表演创作而

在自己的语汇中增加了“布其格”——舞蹈一词，他也得到蒙古民族百姓的拥戴和认

可。我曾经带着一个摄制组到呼伦贝尔大草原深处的一个小镇上拍摄贾作光的人物

专题片。因为机器设备出了小毛病，需要一块皮子，我来到小街上，欣喜地发现了一

位修鞋匠。我急忙走向那位蒙古老汉，提出想要一小块皮子，并说可以付钱。可是，

那个倔老汉一直头都不抬，看也不看我一眼，忙于手头活计。说了半天没有回应，我

灰心丧气地对同行的摄像师说：看来贾作光的专题片要在这里搁车啦。没想到，那倔

老汉突然抬起头来，连问两遍：贾作光？是那个草原舞王贾作光吗？我连连点头。老

汉二话没说，从工具箱里用剪刀切下了一大块皮子，交到了我的手中。沿着小街往回

走时，我心中感慨万分：如此偏远小镇上在手工劳作中讨生活的一位毫不起眼的皮鞋

匠，居然知道贾作光，居然毫不吝啬地为他心中的草原舞王付出！我突然悟到了人民

艺术家的真正含义。这里，玛奈乌兰牧骑，玛奈贾作光，其中“我们的”三个字非常珍

贵，是一个民族对于艺术家的最高评价、最高奖赏。要想得到这样高的奖赏，只有牢

记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指出的：首先是文艺工作者要扎根生活沃土，特别关注现实题

材，从生活里身边的人和事上挖掘时代的主题；其次是要以创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少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事情，以文艺创新的精神努力工作，创作更多接地气、叫得响、传

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乌兰牧骑的回信，我深深体会到：新

时代的“高大上”文艺作品，恰恰应该是文艺精品。精品的时代性、世界性、艺术性，其

根基恰恰在于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和制作精良，其要义是“接地气”，为时代放歌，为人

民抒怀。

再次，新时代的乌兰牧骑，应该是草原上的最有艺术质量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轻骑兵式的演出装备，因地制宜的演出态度，拒绝用奢靡的豪华设备硬撑起内容空洞

表演无味的“大场面”或是用震耳欲聋的音响来宣泄个人的一己悲欢，而是像乌兰牧

骑队员们那样用真挚的情感拥抱文艺工作的对象，不仅身入生活，更要心系人民，情

入百姓。新时代的轻骑兵，也必须有过硬的艺术基本功，而绝非用敷衍了事的态度在

并非基层的大剧场里走一走过场。今天，随着电影电视和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深刻影

响了人们的欣赏习惯和欣赏水平，对新时代的乌兰牧骑式演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

标准和高要求。在中国舞协的多次送欢乐下基层演出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当代基

层观众日益提升的审美能力。新时代深入基层的流动演出，需要的是一丝不苟的艺

术态度，充沛饱满的情感带入，长久锤炼出的艺术功力，不容置疑的演出水准。

乌兰牧骑，是一段历史行动形成的文艺积淀，是一个时代竖立起来的文艺旗帜，

是新时代仍需牢牢秉持的艺术精神。深入开展“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基层群众”主题

实践活动，我们必须在新时代条件下，发扬乌兰牧骑精神，用实际行动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的系列文艺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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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音乐创作的人民立场
□余 敏

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在20世纪初迎来

了一个新的时代。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期，中国戏曲演员逐渐开始自觉地开拓海外

演出市场，将中国戏曲艺术带到日本、美国等

世界人民的面前。然而，由于中国戏曲的综

合性、程式性和虚拟性特征较强，以及不同国

家间存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中国戏曲在

海外推广和传播中遇到的问题以及现状如

何，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问题。近日，由北京外

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主办的“中国

戏曲在亚洲的传播”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来自20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多位专家学

者在两天时间里，围绕“中国戏曲在亚洲各国

的传播现状”、“华语戏曲在东南亚的本土化

与中国化”、“亚洲各国对中国戏曲的研究”、

“亚洲各国对中国戏曲的改编”、“中国戏曲在

亚洲传播的文献资料研究”等五个议题，对中

国戏曲在亚洲各国的传播与研究展开了深入

的研讨。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廖奔回顾了汉学与

戏曲的渊源，指出戏曲是一条供国外了解中

国艺术审美和民俗趣味的便捷通道。上海戏

剧学院副院长宫宝荣强调了传统文化与外语

人才相结合的重要性，并建议北外成立中国

戏曲海外传播协同创新机构，培养具有跨文

化背景的孔院师资，让中国戏曲艺术在海外

落地生根。

（晶 晶）

专家学者共议“中国戏曲在亚洲的传播”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作

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和重大决策举措，在“坚定文化

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方面，鲜明提

出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

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

造。”高校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重要

力量，高校音乐教育教学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

的重要方面，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特别是习近平文艺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积极创作新时代优秀作品，着力提

高音乐教育教学水平，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建设德

艺双馨的优秀教师队伍，努力推动社会主义音乐

事业繁荣发展。

发挥高校音乐创作的阵地优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繁荣发展文艺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高校

是音乐人才的聚集地，也是音乐创作的主阵地，需

要高校音乐教师发挥专业优势，始终坚持文艺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把

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走与人民群

众相结合的文艺道路，紧跟时代步伐、把握人民需

求，创作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文艺发展的实践表明，能传承后世的优秀文

艺作品，最根本的就在于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

情、为人民抒怀；文艺只有顺应民意、反映人民关

切，才能充满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优秀

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

艺创作都为了人民。”音乐创作同样如此，只有为

人民鼓与呼，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当代音乐发展史

上，涌现出了多位心怀人民、始终把人民的冷暖、

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作曲家。如被誉

为“人民音乐家”的施光南，他的诸多作品都具有

强烈的爱国热情，善于表现普通劳动人民，反映出

了中国人民的时代面貌和精神追求，坚定了人民

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所以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就要始终热爱人

民、热爱生活，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虚心向人民学

习、向生活学习，以坚持人民性的美学理念为核

心，熔铸和打造以艺术真实为基础的文本形式，真

实记录和传达时代的精神面貌，向人民奉献至真

至善至美的精神食粮。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民族

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人类艺术发展

历史上，任何一部经典之作总是反映时代需求的，

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成为了时代发展

的一面镜子。以艺术歌曲为例，作为一门从国外引

进来的艺术，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硕果累

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与时俱进的表现内容。

在艺术歌曲传入中国之初，创作者采用了古诗词

作为歌词，开启了艺术歌曲现代美与中国诗词古

典美相结合的新篇章，也由此深刻把握了艺术歌

曲的创作规律。在随后的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了

《问》《嘉陵江上》《正气歌》《台湾山地同胞歌》等一

大批反映时代现实、唱响民族精神的佳作，极大地

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激情，为赢得革命战争胜利注

入了不竭动力。新中国成立后，则又有《我爱你中

国》《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反映人民当

家做主、热爱祖国、热情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等主题

的优秀作品，至今仍脍炙人口、经久不衰。改革开

放以来，反映改革成就、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等主

题的优秀作品，比如《走进新时代》《春天的故事》

《中国梦》《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等等，引领广大人

民群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正是创作者们心系时代

发展，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呼声、为人民群众所喜

闻乐见的佳作。当前，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进入新时

代，音乐发展进入新时代，高校音乐教育教学必须

顺应时代发展，坚持“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

事而做”，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

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要大力

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

现中国风貌，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

爱国主义主旋律，宣传引领人民群众始终坚定信

仰信念，齐心协力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

前景。

革新教学理念，提升音乐教学水平

高校音乐教育是人民教育事业的重要方面，

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形成了

一套较为科学完善的教学体系，但在具体教学实

践中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比如多关注

了专业教学本身，对思想教育重视不够、与时代和

社会发展结合不够等突出问题。因此，必须坚决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正确教育方向，大力

加强思想道德教育，革新教学理念，坚持开放办学，

不断提高音乐教育教学水平，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要大力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培养担当音乐事

业发展重任的优秀人才。音乐专业的毕业生，就业

岗位多为音乐院团、唱片公司、电视台、电台等单

位，很多将来可能成为单位的中坚力量。因此他们

的政治水平、思想觉悟道德素质等，将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着中国音乐发展水平和发展走向，乃至影

响着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这就要求在

高校音乐教育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加强理想信

念教育，坚定他们的文化自信，教育引导他们坚持

为人民创作、为人民抒怀，真正担当起文化推动文

化复兴的重任。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自觉抵制错误思想思潮和腐朽落后文

化侵蚀，自觉认同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从根本上

把握住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努力成长为党和人

民需要的高水平优秀音乐人才。

要进一步革新教学理念。创新是文艺的生命。

进入新时代，音乐教育教学同样需要随着时代的

不断进步而不断创新发展。当下，随着当代音乐文

化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广泛应用，音

乐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就业市场、用人单位对学生

的专业素养、实践能力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

希望招聘到的人才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投入到各类

音乐创作活动中。这就要求高校音乐教育教学既

要把握自身规律性，又要富有创新性。一方面，既要

在尊重学科教育规律的同时尊重市场规律，充分

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根据市场发展对人才的需要，

对学科设置、培养方式、培养理念等方面作出相应

调整和完善，培养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又满

足市场需求的人才。另一方面，在音乐作品创作上，

既要坚持人民满意根本评价标准，又要经得起市

场检验。音乐作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具有意识形

态和商品经济的双重属性，要考虑市场价值、经济

效益，但首先要考虑社会价值、人民利益，不能用简

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更不能套用西方理

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而要坚持人民满意的根

本标准，把价值取向、艺术水准、审美情趣、群众口

碑等作为评价的主要依据，努力创作既在思想上、

艺术上取得成功又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音乐作品。

要坚持开放办学，学习借鉴一切优秀成果。艺

术是没有国界的，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诞生过伟

大的艺术家和优秀的艺术作品。包容并蓄、博采众

长，方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当今世界是开放的

世界，中国开放的大门也会越开越大。高校音乐教

育教学必须坚持开放理念、世界眼光，学习借鉴世

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成果，不断发展自我、提升

自我。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必须

始终坚持开放办学，加强交流学习，互通有无、取

长补短，只要人民喜欢、群众需要的，我们就要学

习引进并赋予积极健康的内容，着力提高音乐教

育创新能力和竞争潜力，推动高校音乐教育不断

繁荣发展。

加强自我修养，提升专业素质

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加强文艺队伍建设，造

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家大师”。文艺工作者是灵魂

的工程师，音乐尤其如此。作为高校音乐教师来

说，既是文艺工作者，也是文艺教育者，要认真学

习和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坚守艺术理想，加强自我修养，提升专

业素质，努力做人民满意的优秀教师，为推动新时

代音乐事业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评判一名高校音乐教师是否合格，一个基本

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能够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是否

能够以党的教育目标和要求作为自己的职业准

则。作为高校音乐教师，要努力把党的教育方针、

文艺工作方针落实到音乐教育教学实际工作中；

要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教书育

人中，以身作则教育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

量；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治水平和政治觉悟，

明辨大是大非，自觉抵制腐朽落后思想的侵蚀，自

觉抵制形形色色的诱惑，始终坚守文艺“二为”方

针，坚守音乐创作的人民立场。

要加强自我修养，树立良好师德师风。学高为

师，身正为范。音乐教学有自身的独特性，带有师

傅带徒弟的意味，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学生看

在眼中、记在心里。现实中少数教师在音乐创作和

表演中有唯利是图、粗制滥造等现象，给学生带来

了不良的负面影响。因此，高校音乐教师必须立业

先立德、为艺先为人，切实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坚

守艺术理想，涵养高尚人格，塑造美好艺德，正确

处理好义利关系，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

个人主义，自觉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秉持优秀职

业操守，努力树立人民教师良好形象。

要加强专业学习，不断提升业务能力。学无止

境，艺无止境。当前，音乐艺术发展日新月异，面临

着重大变革，迫切需要广大音乐教师树立起终身

学习的理念，不断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培养专业精

神。一方面，要主动适应音乐艺术发展形势，加强

学习音乐专业知识和技能，向名家大师学习、向优

秀人才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不断提升专业理论

水平和实践能力，实现自我全面发展、更高层次发

展。另一方面，要多学习教育理论、教学方法等，把

握音乐教育教学规律，善于将最新的教育发展理

论成果及时应用于音乐教育教学中，不断提升教

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真正成为德艺双馨、才品俱佳

的优秀人民教师。

12月8日晚，由中国文联、中国音协、西藏自

治区文联主办的《格桑花开新时代——美丽西藏

采风原创歌曲演唱会》在北京中国剧院举办。

演唱会节目均选自2016年 8月由中国文

联统一部署，中国音协组织词曲作家赴西藏采

风创作的一批优秀西藏题材歌曲。张千一、屈

塬、宋小明、戚建波、何沐阳、舒楠、美朗多吉等

词曲作家参与创作。当晚，《天上的西藏》《爱上

纳木错》《藏北女孩》《高原的梦》《归来》《心灯》

《吉祥的天空》《藏》《一路向西》《我和西藏有个

约定》《八廓街》《向往拉萨》《拉萨之夜》《桃花

雪》《长着青稞的天》《雅鲁藏布》《心向阳光》等

17首地域风格显著、形式丰富多样、内容健康

向上、时代气息浓厚的歌曲一一唱响，或优美高

亢、或大气壮丽、或朴实简练、或欢快灵动。演唱

会根据西藏人民最喜爱的分别象征着“天空、祥

云、火焰、江河、大地”的红黄蓝绿白五种颜色派

生、融合、升华，发展成红黄蓝绿四个色彩板块

作为演唱会的总基调，17首歌曲像珍珠一样有

机地镶嵌其中。参加演唱会的艺术家有张也、王

丽达、徐千雅、阿鲁阿卓、乌兰托娅、周澎、胡大

亮，阿斯根、更却才仁等。演唱会由张千一担任

艺术总监，屈塬担任总撰稿，达娃拉姆（藏族）担

任总导演。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韩

新安表示，这台演唱会是音乐家以更加高昂热

情、更加强烈的责任意识、使命担当，创作出无

愧于时代的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

英雄的精品力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新期待的一次生动实践。

（音 讯）

由中国评剧院全力打造的大型原创评剧

《藏地彩虹》，于12月3日至10日在全国地方

戏演出中心展开首轮7场演出。

《藏地彩虹》是根据北京榜样——北京安贞

医院小儿心内科顾虹医生、北京援藏医疗队以

及其他行业援藏干部的先进事迹创作而成。该

剧通过讲述援藏医生救助藏区先

心病患儿的故事，展现新时期援

藏精神，彰显两代援藏人的高洁

品质和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怀，弘

扬了汉藏一家亲、民族大团结的

鲜明主题。该剧入选文化部戏曲剧

本孵化计划资助项目，北京市文

化精品工程重点项目、北京文化

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和国家艺术基

金资助项目。

从2014年选材立意开始，该

剧主创先后三次跟随顾虹医生深

入藏区实地采风，体验生活，走访

了大批医生及各行各业的援藏英

雄，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藏区自

然环境复杂，各方面保障条件有

限，主创人员克服重重困难，以饱

满的热情积极投身于创作，虚心

学习藏族文化，深入了解援藏干

部工作和生活状态，不断完善剧

本和音乐细节。

《藏地彩虹》由张明媛编剧，熊源伟导演，

刘文田、王亚勋作曲，赵石军、戴锡英担任唱腔

设计。演员汇聚了评剧艺术白派、新派、李派、

魏派、马派、张派六大流派。主演由王平担当，

刘慧欣、王丽京、孔继光、于海泉、王婧、赵岩等

都在剧中担任重要角色。 （评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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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地彩虹》展开首轮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