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亮弯弯弯上天，犁辕弯弯弯在田。马儿弯弯，绣
鞋弯弯穿脚前……”6月10日，不少市民群众来到咸安
区群艺馆，欣赏文艺工作者倾情打造的咸安山歌《姐乐
吔》。这首格调明快、旋律优美的山歌一经推出，似乎唤
醒了传承几百年的民间记忆，引领大家回望过去。

“这种表演形式很鲜活生动，身为咸宁人，我很自豪
家乡有这样深厚的文化底蕴。”咸宁高中学生周悦感慨
道。

“咸宁市‘香城大舞台’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项目创建工作属于优秀等次。”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指导专家来其发表示，咸宁市用“香城大
舞台”一个项目的创新驱动，促进了一个地区公共文化
服务水平的整体提升。

自1995年开始，我市举办“广场纳凉晚会”“广场大
家乐”“广场周周乐”“党员干部职工文艺汇演”等主题活
动，逐渐打造为“一个品牌，十种形式，百个示范点，千支
团队，万人参与，全民乐享”的创新性大型群众文化活动
品牌——“香城大舞台”。

湖北省公共文化指导专家、武汉市硚口区文化馆原
馆长肖正礼认为，咸宁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档次高、设备
配置档次高、场馆阵地利用率高、文化惠民效率高，项目
建设效果非常突出。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指导专家吴玉琦认
为，咸宁市通过示范项目创建，提升了人民群众满意度
和幸福感，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测评达到90%，非常难
得。他同时建议，要创新长效发展机制，将项目后续建
设纳入财政预算，实现常态化运作；要进一步加大创作
力度，丰富公共文化供给；要提高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
水平，让群众共享更多优质公共文化服务。

验收检查组实地查看咸宁市非遗展示馆、市群艺馆、
咸宁高新区横沟桥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咸安区高桥镇

“乡村舞台”，听取了我市“香城大舞台”创建第四批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汇报，查阅创建台账资料，对
我市示范项目创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盛夏5月，咸安区马桥镇文体广场，小雨淅沥，却热
闹非凡。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市新时代
文艺中心承办的“永远跟党走，共筑中国梦”咸宁市第29
届百团上山下乡演出在这里火热开演。

广场上，精彩的文艺节目正在上演，通俗易懂的生活
小品，独具特色的民俗歌舞，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歌曲
……市新时代文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精心遴选的这一批舞台艺术作品，既在感官上使人赏
心悦目，又具有时代的精神气质和浓厚的生活气息，深受
群众喜爱，不时赢得阵阵掌声。

天空虽然下着小雨，但阻挡不住观众的热情。节目
间隙穿插了党史学习教育有奖知识问答，丰富的奖品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参与，现场气氛热烈，大家纷纷举手
抢答。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红歌快闪
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鲜艳的红旗随风飘扬，激昂的旋
律响起，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小红旗，和演员们一起放声歌

唱，歌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台上台下连成一片欢乐的海
洋。

据悉，“永远跟党走，共筑中国梦”咸宁市第29届百
团上山下乡演出，将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这一重大主题，赴6个县（市、区）共开展36场活动。活
动将党史学习教育贯穿始终，采取简易舞台、文艺小分队
等形式，深入社区、乡村，用精彩的文艺演出，用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将党的声音传
达到基层“最后一公里”。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讴歌中国共
产党成立百年来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擦亮“香城大
舞台”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品牌，经市委批
准，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市文旅
局、市文联联合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咸宁市
第九届“香城大舞台”“不忘初心，为人民歌唱”群众性文化
系列活动，内容包括“不忘初心，为人民歌唱”群众性合唱
比赛、“唱支山歌给党听”农民歌咏会、全市广场舞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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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宣传工程进行时
XIANNING

近日，我应通城摄协邀请，参加通城县
塘湖镇知青书院采风活动。我想清晨登山
看日出，于是提前一晚捷足先登，从咸宁开
车直奔故乡的塘湖。

顾不上洗漱，爬上知青书院所在的龙
背山麓。当天是阴天，尽管天公不尽作美，
却毫不掩饰她的旖丽俊美。东方朦朦胧
胧，如同笼罩着灰色的轻纱，与灰蒙的天际
融为一体。

山，绵延起伏，像一条卧伏的老龙脊
背，山山相携；山腰，桔子树，橘子树，累累
硕果挂满枝头；山下，油茶成林，为通城油
茶基地提供纯天然的山茶油原料；山脚，罗

布星星落落别墅小洋楼；旅游公路依境而
过；脚下山坡犁翻的一片黄土地，是正在打
造的龙背花海。

水，清冽甘甜，波澜不惊，有依上而下、
个个相连的七彩池和十二芳塘，听名字，诗
意浪漫，像一个团结的大家族中，血脉相承
的姐妹；从山上往山脚看，那红红绿绿的是
水上乐园、游泳池，有步步惊心的“网红
桥”、水上滑道……

不舍割除的藤灌与花儿，缠缠绵绵，和谐
幸福的姿态，温暖了游人的心，点燃了恋人的
情，蘸饱了文人的笔，人人都充满了期待和向
往。

知青书院整体建筑呈新徽派，又渗入
了欧式风情。设施完善，富丽雅致，集商
务、会议、度假多功能于一体。第一栋是两
层，后两栋是两层半。前两栋是中式庭院
别墅，遵循传统建筑制式的同时，加入了现
代简约。白墙青瓦、低檐粉黛，透出浓郁的
江南水墨韵味。

茶具、花卉、字画、中式桌椅各式摆件
低调而内敛，无不露出浓浓的文化底蕴；当
初知青在这里战天斗地的故事，鲜为人知
的历史和人生佳话，以及各种生产生活工
具，收集在知青文化展厅。角落里有一条
知青用过的扁担，珍藏的分明是中华民族

一种不朽的精神，是一段从贫穷落后走向
繁荣富强的实践。扁担精神仍然会教育感
动后人。

这里还将建公益图书阅览室、电子阅
览室，可上网查阅资料、学习。书画怡情，
可满足你的精神追求。所有的设计、收藏，
都有着历史的印痕，每一物件都细心精致，
完美配备。我感叹主人的良苦用心。

穿越半世纪前的知青年代，原来我们
正踏着前人的脉搏走向生命的彼岸；再穿
越遥远的未来，我们的足迹将会被后人追
寻，这正如这山里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生
生不息，年复一年。

知青书院
○ 杨华

咸宁风物

崇阳

举办特色龙舟赛
本报讯 通讯员邹辉报道：近日，崇阳县青山镇

青山河上，当地村民自发组建的龙舟队在河面上往来
穿梭，传承端午习俗，祈愿美好生活。

波光粼粼的河面上，铿锵有力的鼓声和激昂的号
子声不绝于耳。龙舟上，鼓手和舵手们协调配合，伴随
着鼓点节奏，整齐划一地挥动手中的划桨，龙舟如离弦
之箭，在水面上激起阵阵浪花，融入到周边的山水中。

“我们在划龙舟之前要‘祭龙’，龙舟下水时要‘抢
水’，这些习俗从古流传至今。”青山镇东山村村民龚
初雄介绍。该县端午节划龙舟的习俗由来已久，青山
镇的村民们至今沿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习俗。而青
山镇因为水域河流较多，青山人将“划龙舟”作为一种
常见的锻炼和祈福的方式，每年端午节期间都会划龙
舟祈福纳祥。

“我们都非常喜欢划龙舟，这里最多的一个村有七、
八条船。”村民吴丛勇表示，划龙舟是祖先传下来的文
化，让乡亲们更加团结一致，奋勇向前。

近日，咸安区妇联选购100本红色故事书，到温泉
街道滨河社区创办“红色故事流动读书角”，让少年儿
童知晓更多的红色故事，自觉当好红色基因的传承
者、实践者。 通讯员 冯超 余美珍 摄

5月31日，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发布了《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关于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名
单的公示》，其中，我市“香城大舞台”项目达到了验收
标准，拟命名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市文化中心占地30.5亩，总计投资1.1亿元，市图书
馆、非遗馆、科技馆等，都集中于此。

有了好场所，爱好者们劲头更足。63岁的周杰，虽
然做了心脏支架手术，一天不落地到市文化中心参加戏
曲活动；51岁的陈早燕，自购设备一起来吹拉弹唱……

今年4月伊始，我市在咸宁文化中心四楼香城戏台
启动了第九届“香城大舞台”演出，每月演出一场，时间为
每月第二个周六下午2:30一3:30，市民可免费观看。

锣鼓一响，好戏登场。启动仪式上，楚剧、花鼓戏、京
剧、汉剧、黄梅戏等轮番上演……

在省文化和旅游厅2021年全省艺术创作工作会议
上，咸宁市文化和旅游局作大会交流发言，介绍了加强院
团建设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坚持把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主责主业。”相关负
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围绕宣传党
的政策，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心组织开展荆楚

“红色文艺轻骑兵”、“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文化迎春 艺术为民”等活动。

演出内容充分融入红色宣传宣讲“十进十建”“精准
扶贫”等中心工作，以乡村简易舞台、流动舞台车等方式，
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每年开展送戏进乡村、进校园、
进军营等80多场，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精神文
化产品的需求。同时做好“八大节庆”演出，精心策划组
织，不断推陈出新，精心打造节日文化活动品牌，力争把
每场大型演出活动都打造成弘扬主旋律的文艺精品，树
立专业院团良好形象。

近年来，我市以示范项目创建为抓手，加快完善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围绕破解文化设施建设短板、文
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文化人才匮乏等突出难题，制
定了创建规划和实施方案，重点探索“5431”公共文化
服务新机制，从制度保障、设施布局、队伍建设、服务创
新、特色品牌等方面全面发力，用一个示范项目的创新
实践，带动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大提升、大跨
越。

香城大舞台给生活添“香”，该项目正点滴渗透、改变
着咸宁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

擦亮公共文化品牌

“香城大舞台”广获赞誉 深情表达红色情怀

文化视点
wenhua shi dian

通城

红歌声声斗志昂
本报讯 通讯员姜航宇、吴彦仪报道：“我志愿加

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连日
来，每到傍晚时分，通城县麦市镇政府会议室总会传
来一阵阵歌唱祖国的激昂歌声。原来，这是该镇干部
职工利用空余时间加紧练习红歌。

“我们每次排练演唱《党旗下的誓言》这首歌曲，都
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一遍遍的重温入党誓词，感到无
比自豪！”参加合唱的队员说道。排练现场，麦市镇干部
职工手拿歌词，伴随着音乐，在声乐老师的指导下，认真
练习歌曲《党旗下的誓言》，纠正每一处发声，一遍一遍
反复排练，力争在全县红歌大赛取得更好的成绩。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麦市镇广泛动员和组织引导广大干部
群众积极参与歌颂党、歌颂祖国的大合唱活动，营造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良好氛围。

市博物馆

非遗活动进校园
本报讯 记者杜培清报道：6月8日，市博物馆“焕

发文物活力，赋彩美好生活”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宣传展示活动走进梓山湖北大邦实验学校。

此次活动围绕“焕发文物活力，赋彩美好生活”为
主题，通过展板设置、咸博小课堂、有奖竞答活动等形
式，向三至六年级的学生宣传全市的历史古迹、非物
质文化遗产和党史等知识，受到师生们的欢迎。

在学校体育馆，图文并茂的《萌宝带你回忆党史
上的咸宁名人》展、《萌宝带你游咸宁》卡通展 、《国宝
讲国宝》卡通漫画展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兴趣。在市
博物馆讲解员的讲解下，学生们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这样的活动有助于学生对咸宁的历史文化进行
了解，增强他们热爱咸宁、热爱家乡的感情，我们希望
这样的活动能经常到学校开展。”学校事业发展中心
主任毛渊渊说。

“咸宁综合性博物馆2012年5月正式对外免费开
放以来，长期开展博物馆进校园活动，拉近了学生与
博物馆间的距离，更好地传播博物馆所蕴含的优秀传
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文化自信
与民族自豪感，提升广大青少年的道德文化修养，促
进健康成长。”市博物馆副馆长丁伟表示。

香城大舞台 舞出新风采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通讯员 张丹

赤壁非遗文化

走进车埠高中
本报讯 通讯员昌文报道：6月12日是“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当天，赤壁市文旅局、市文物局以“人
民的非遗 人民共享”为主题在车埠高中开展丰富多
彩、特色鲜明的宣传活动，向师生展示赤壁非遗文化。

在文物图片展现场，三国赤壁古战场已出土兵器
文物、战国龙凤玉佩、羊楼洞142位志愿军烈士墓、鄂
南革命根据地等展板的内容，吸引不少师生停留观
看，近距离感受赤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赤壁种茶制茶历史悠久，自汉唐以来就有记载。
在明代中叶，为了方便携带，羊楼洞茶商将茶做成像帽盒
一样，为青砖茶的前身……”赤壁青砖茶研究院茶文化专
家为师生讲授《申遗背景下的万里茶道与赤壁茶文化》，
介绍赤壁茶业历史、制茶工艺、茶叶贸易和茶文化，展现
了赤壁市悠久的茶业历史和独特的茶文化。

“通过活动，让我和同学们都拓宽了视野，对我们
赤壁深厚的文化底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为赤壁
人，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去传承家乡的历史文化，永
续文化的薪火相传。”车埠高中生物老师、校社团迷你
植物园指导老师罗芳说。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经过巧手精剪
细琢，便可呈现出大千世界。在第16个中
国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由湖北科技学院
鄂南文化研究中心、艺术与设计学院共同
主办，科协、团委协办，艺术与设计学院剪
纸艺术工作室承办的鄂南民间剪纸文化
培训班开班仪式，于6月11日上午在鄂南
文化研究中心会议室隆重举行。

指导老师胡平进行了现场脱手剪表
演，几分钟便成就了一幅精美图案，她说中

间的牡丹是我国国花，花开富贵象征着祖
国繁荣昌盛，旁边的四个春字象征着祖国
四季如春，借此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她还向出席活动的每位领导和老师赠
送了亲手剪的、与每人生肖相对应的图案。

一些年轻师生看到主办方的宣传海报
也赶来观摩学习，其中还吸引了湖南大学聘
请的一位韩国美女博士、教授黄允廷，她说：

“我在大学阶段没有接触到韩国的传统文化
教育，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课丰富多彩。

今天这堂剪纸课感觉好神奇，我不仅学习了
精美的剪纸技艺，还了解到了丰富多彩的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开心。”她也得到了胡
老师赠送的一张属虎的生肖剪纸图案。

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汪义侯寄语学
生：“你们要把所学的美术专业知识与鄂
南民间技艺和非遗文化结合起来，用心感
受地方文化特色，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增
强文化自信，成为文化的继承者和建设
者。”鄂南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岳球也

说：“我们办这个剪纸培训班是通过剪纸艺
术把鄂南的红色文化、历史名人、古桥古
建、瑶风楚韵、山山水水等表达出来。今天
是一个好的开始，今后每周都会推出一节
课，推出一系列活动，包括带学生到民间调
研采访、举办剪纸展览等，锻炼学生的大
脑，丰富他们的心灵，做一个能够静下心，
在兴趣爱好中感受成长和快乐的人。”

开班仪式后，指导老师边讲边剪现场
教学了2个多小时，并对学生现场剪出的
作品进行了一一的点评，“湖北科技学院
的学风很好，学生好学，动手能力也很强，
初剪的作品很出色。”孩子们学得非常认
真，对胡平老师的精湛技艺佩服得五体投
地，纷纷觉得受益匪浅。

红色剪纸寄初心
通讯员 何岳球 田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