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新时代，筑梦

在山中。 云上数据新科技，幸

福在云中……” 5 月 26 日、27

日晚，由省民宗委、省文化和

旅游厅、市政府出品，贵阳演

艺集团原创并经过打磨提升

的新版大型布依族民族歌舞

剧《云上梯田》进行了两场汇

报演出，精彩的演出，将观众

带进了美丽的“云” 上贵州。

大幕拉开， 舞台上的贵州

布依村寨美如画卷： 山高入

云，山间梯田层叠，白云环绕

着山寨……该剧讲述的是布

依族青年龙国良雁归故里、

反哺家乡， 运用大数据改变

山乡生活的故事。 该剧四大

篇章，始终围绕男主角展开：

回乡、创业、成立合作社、受

挫……最终，大数据带来大丰

收。 完整的故事链有起有伏，

带领 观众 感 受 他 们 的 喜 与

乐、哀与愁。

演出中， 亮丽的布依族服

饰、独特的蜡染、欢乐的长桌

宴、浓郁的酒文化等，让观众

体验到了独特的布依文化。

“2021 年，我们迎来了乡

村振兴战略的新起点，《云上

梯田》意在展示贵州乡村振兴

的艰难历程与成就。 ” 贵阳演

艺集团副总经理田应斌说。

该剧曾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在贵阳首演，是该集团为

了参与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

文艺会演的选拔而重点打造

的剧目。 作为国内首部以乡村

振兴为主题的文艺作品，贵阳

演艺集团发挥自身优势，打造

新版《云上梯田》，以文化建

设助力乡村振兴。

中国歌剧舞剧院导演刘嵩

受邀担任该剧总导演，他告诉

记者，去年在贵阳的一个布依

寨采风期间， 一位 80 多岁老

人的经历感动了他们：这位老

人年轻的时候是村里唯一一

个走出去读书的大学生，他在

城里读完大学后并没有选择

留在城里发展，而是选择回家

乡当老师。 在老人的影响下，

他的孩子大学毕业后也选择

回到了家乡。 “老人的故事再

加上当地颇具特色的布依族

文化，激发了大家的灵感。 ” 刘

嵩说。

刘嵩介绍，新版《云上梯

田》的“云” 包含了数据之云，

生态之云、幸福之云。 该剧的

亮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云上科

技、布依族文化元素、乡村振

兴。 创作中首先对贵阳“中国

数谷” 的城市名片进行了梳理

和发展，对布依族文化的提炼

和提升也用了很多心思。 “近

几年来，贵阳的大数据产业呈

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在大数

据的影响下，农民的生活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部作

品选取了布依文化作为其文

化基因，但却不只是表现原生

态文化，更多的是表现新时期

新的布依寨发生的新故事。 ”

刘嵩说。

“自从《云上梯田》被确

定为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

艺会演参演剧目，创作团队就

一直在思考如何让剧目更精

彩，更能代表贵阳、贵州，毕竟

这是贵阳市选送的剧目首次

代表贵州参加全国少数民族

文艺会演。 ” 田应斌说。

经过三个多月的重新创

作、编排，新版《云上梯田》不

再聚焦宏大的叙事，而是集中

于人物，内涵较上一版更为深

刻。 “内容上进行颠覆性的修

改是为了更真实地反映发生

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希望大

家在看完这部剧后能感受到

这片土地的勃勃生机，对未来

充满希望。 ” 刘嵩说。

作为贵阳市打造的重点剧

目，《云上梯田》 在贵阳演艺

史上实现了多个创新突破：投

入演职人员 140 余人，创下贵

阳原创剧目人数新高； 同时，

一改过去大型剧目以外援为

主的格局，此次演出基本以本

地演职人员为主， 大家都集

唱、跳、演于一身，保证了剧目

的质量与欣赏性；此外，剧中

关于大数据助力乡村振兴的

演绎，恰是贵阳多年来借大数

据之东风，腾云而上高速发展

的缩影。

90 后歌手杨一方此次在

《云 上 梯 田 》 中 扮 演 女 主

角———一位乡村支教老师。 虽

然 4 年前她刚从大学毕业来

到演艺集团时就参演了苗族

歌舞剧 《射背牌》， 但她觉得

这次的演出对她而言是一个

全新的挑战。 “上一部歌舞剧

是一个传说故事，而且我只是

在台上唱歌，并不需要演。 这

次出演的是现实题材剧，表演

上不仅要克服歌唱演员的表

现习惯，更要做到情感的真实

流露， 而且导演的要求很高，

让我感到压力很大。 ”

杨一方说， 虽然整个排练

过程非常辛苦， 但也很愉快：

“每个人都投入到创作修改

中， 都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想

法，精益求精，这种氛围特别

让我喜欢。 这是一次难得的舞

台实践，让我得到很大的锻炼

和提升。 ”

“相比去年那场，新版《云

上梯田》 人物刻画更饱满、剧

情更紧凑，在舞美设计、灯光

运用等方面也更巧妙、精美。 ”

时隔七个月， 再次观看该剧，

市民李女士对这部剧依旧赞

不绝口。

据悉，新版《云上梯田》在

完成 5 月 26 日、27 日两晚的

汇报演出后， 将于 6 月 16 日

参加全省第七届少数民族文

艺会演，之后将进行全国第六

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的视频

录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文 / 图

近日， 某名人 “一天 650

元不够吃” 言论引发关注，网

友爆料， 明星餐标大多为每天

1500 元———2000 元。 有媒体采

访后获悉， 这一标准属实，有

艺人餐标甚至高达 3400 元一

天。

网上所传的明星高额餐

标， 全部出现于拍戏期间，应

等同于“工作餐” 看待，“工作

餐” 规格这么高，这让明星的

餐标看上去有些刺眼。

高额工作餐， 也催生了一

些荒诞的现象，比如为了花掉

一天上千元的餐标，某艺人的

宣传人员连买手抓饼的 9 块

钱， 也都开了餐票拿来报销。

这样的做法，与明星光鲜亮丽

的外在形象， 形成了强烈反

差。

剧组普通工作人员每天餐

标不超过 50 元，厨师就算神通

广大， 也没法给明星按照每天

1000 元———5000 元的餐标做

出餐食来，因此，明星拍戏要求

住当地最高档的酒店， 用最好

的休息室，在酒店内高消费，成

了消耗掉餐标的主要方式。

然而，这样的方式，一是可

能造成了浪费：许多明星为了

保持身材， 点好的餐食酒水饮

料等等，有的仅仅只是尝试几

口， 剩余的被浪费掉； 二是可

能存在变相套现，通过虚开餐

票、 虚假消费的形式， 把餐标

报销为现金。

明星餐标畸高， 出现的时

间并不长， 按照业内人士爆

料， 在 2017 年、2018 年的时

候，才真正在业内形成一种现

象。 如同业内不满意明星高片

酬一样， 畸高的餐标， 也让制

片人觉得 “极不合理” ， 但对

此却束手无策。 在视频行业竞

争激烈的那几年， 为了争抢流

量明星， 动辄上亿元的片酬都

支付了，高餐标也顺理成章地

风行开来。

高餐标和高片酬， 都来源

于明星的受宠。 在高片酬被明

文约束之后， 高餐标成为艺人

比拼的一个标准， 很大程度

上， 也成了艺人满足虚荣心的

一个要求。 当然，仅仅是艺人

个人， 是没法让高餐标 “运

转” 起来的，为艺人服务的团

队也是无形的推手，他们推高

艺人的餐标，也受益于艺人的

餐标。

明星艺人之间的攀比无处

不在， 片头排名的先后与高

低， 舞台出场的次序与站位，

保姆车的豪华程度等等， 无不

被他们拿来用于衡量自己的人

气， 现在又多了一项餐标。 然

而， 对于真正值得比拼的业务

能力，却始终没能得到重视。

一天的餐标多少， 绝不是

衡量一名明星价值的标准之

一。 反而餐标越高， 越能映衬

出明星的虚妄一面。 不妨把对

餐标高标准的追求， 放在对作

品质量的追求上， 这更有益于

明星能够保持长久一些的表演

生涯。

时讯

展“云” 上贵州乡村之美

———新版大型布依族民族歌舞剧《云上梯田》排演侧记

新华社电 百集文献纪录片

《山河岁月》第一季自 5 月 18 日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平台播出以来，

用事发声、 以实感人， 得到观众好

评，引发广泛共鸣。

《山河岁月》精心选取了党史上

100 个重大事件、关键场景、重要人

物， 真实记录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百

炼成钢的伟大精神，诠释我们党历经

百年仍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

息的“成功密码” 。

“以真为本 ” 是《山河岁月》

的一大亮点。 纪录片采用“影像资

料 + 旁白介绍 + 专家解说” 的形

式展开讲述， 有效还原了历史真

貌 ， 展现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和

使命。

历史的天空、百年望道、湘江北

去、 法兰西岁月……随着 《山河岁

月》第一季的播出，那些百年风雨岁

月中的一个个关键场景次第展开，

在受众中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观看

浪潮。 数据显示，专题片首重播累计

触达观众 4.86 亿人次，第 1 至 22 集

平均收视率为0.52%，单集最高收视

率为 0.68%。

纪录片《山河岁月》引发受众共鸣

本报讯 5 月 29 日晚，《贵州

红》群众文艺汇演，在贵阳市星光剧

场举行。

此次文艺汇演由贵州省对外文

化交流协会主办，贵州省总工会职工

文体协会、贵阳演艺集团等承办。 来

自部分省直机关的干部群众及省市

部分群众团体的文艺爱好者四百余

人参加演出。

据悉，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而筹划的这台群众汇演晚

会，从参与策划、导演、创作的人员

和演出人员，都是省内行政机关和企

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三个多月来，

大家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克服各

种困难， 挤出业余时间认真排练，终

于将这台充满艺术激情的歌舞汇演，

呈现在城市中心的舞台。

整台演出分为第一篇章 《红星

闪耀亮贵州》、第二篇章《江山如画

念党恩》及第三篇章《不忘初心跟党

走》。 包括了大合唱、舞蹈、器乐、朗

诵等艺术形式。 演员们演唱了《抬头

望见北斗星》《映山红》《听妈妈讲

过去的故事》 等观众耳熟能详的经

典曲目， 其中 《遵义会议放光辉》

《四渡赤水出奇兵》等和贵州有关联

的节目让观众倍感亲切；原创诗歌朗

诵《红韵贵州》，充满火热的时代气

息；最后的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旋律高亢激昂，全场观

众击掌加入合唱， 活动在群情振奋

的氛围中结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贵州红》群众文艺汇演举办

本报讯 近日，“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溪山春兴’ 贵州

省美术书法大展获奖作品展” ，在贵

阳美术馆展出。

展览由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贵

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贵州省

书法家协会、 贵州省美术家协会、贵

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贵阳市花溪

文化旅游创新区管理委员会承办。

此次贵阳美术馆站展出了其中

的 100 余幅获奖作品。作品均以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描绘贵州

特别是花溪人文山水和人民美好生

活为创作主题，展现出新农村建设生

态美、环境美的突出成果，呈现出高

超的艺术手法和精湛的艺术追求。

据了解，1983 年， 由省内 20 位

青年书画爱好者自发组织的 “溪山

春兴” 书画展首次亮相花溪公园。 时

隔 38 个春秋，“溪山春兴” 活动再一

次成为贵州的文化盛事。征稿启事发

出后， 短短两个月就吸引了全国、全

省各地的书画家、业余爱好者近千人

参与，涵盖老、中、青三代，收到书画

稿件近 2000 件。 经专业评审团 100

多天的层层选拔， 评选出包括篆刻、

书法、国画、油画等在内的 300 多幅

优秀作品参展。

据悉，展览展期将至 6 月 10 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溪山春兴”

获奖作品展在筑展出

明星高额餐标不过是一场攀比游戏

一寒

评弹

布依汉子庆祝好酒酿成剧照。 布依女制作蜡染布剧照。

文化视野

GUIYANG

DAILY

7

2021年 6 月 2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顾芷蘅 / 版式：陈猛

新华社电 在“六一” 国际儿

童节到来之际， 中央文明办、 教育

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音乐学院近

日共同举办第二届 “美育云端课

堂” 活动，面向全国大中小学生，用

优秀文化艺术宣传党的历史， 讲好

党的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更

好满足青少年精神文化需求。

该活动以“听党话，跟党走” 为

主题， 将党史学习教育与艺术体验

相结合、 课堂教学与实践育人相结

合、以美化人和思政教育相结合，采

用线上线下演出宣讲并行的方式，

从 5 月底至 6 月 30 日持续开展系

列艺术展演展播、讲演讲座。

此次活动选取 100 个优秀剧目

和音乐会，进行在线展播，让青少年

切身感受红色文化的巨大魅力；组

织“音乐党史” 系列活动，梳理选取

党的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音

乐作品，编排音乐党课，用音乐呈现

党的光辉历史； 选取全国 100 所中

小学音乐美育教育特色成果， 在网

上展演展播， 发挥美育在青少年思

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此外， 活动还将在各地中小学

组织 100 名 “小小志愿讲解员” ，

结合当地红色文化资源， 开展音乐

党史讲解活动， 并录制成视频进行

网上展播。

第二届“美育云端课堂”

聚焦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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