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会上展示的苗绣作品。

红色文旅

贵州名片蓄势而发

9 月 25 日，是文博会首个普通公

众开放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主会场

贵州展馆内人头攒动， 以红色为主色

调的红色印记展区十分抢眼。 展区通

过文化墙、书籍、视频、图片等方式，展

示了遵义会议会址、 长征数字科技艺

术馆、长征小镇、遵义战役纪念园等一

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贵州重点建设区项目建设成果……

一些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非常有名的红

色文化符号， 尤其是 “遵义会议精

神” ，很快抓住了观众的心。

红军长征在贵州时间跨度长、重

大事件多、活动范围广，作为中国革命

转折之地， 遵义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

内具有极高知名度； 全省长征高等级

文物数量居全国第一，类型丰富、保存

良好、 开放率也很高。 为此， 贵州在

2019 年被明确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重点建设区之一。

作为重点建设区， 贵州利用丰厚

的长征文化和文物资源， 率先编制完

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设

区建设保护规划》， 确立了以遵义为

“一核” ，以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线

路为“一线” ，以红二、红六军团长征

经过的铜仁、毕节为“两翼” ，以及覆

盖全省 60 多个县（市、区）的“多点”

构成的重点建设区建设保护总体架

构。

2019 年以来， 贵州坚持宜融则

融、能融尽融，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结

合周边符合就近就便、 可看可览的特

色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现代文旅优质

资源， 重点利用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

的外溢辐射效应， 打造了一批文化旅

游深度融合发展示范区。 并积极筹建

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念馆为核心的

长征小镇、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贵州综

合展示园等， 陆续开工建设了一批具

有地标性意义的重大红色文化旅游项

目，在数字科技、文化创意、艺术展示、

研培体验等方面催生新的业态， 为丰

富文旅内涵、延长产业链条、促进集聚

发展奠定了基础。

非遗传承

贵州文化的“重头戏”

玉石工艺品、民族服饰、刺绣、蜡

染、 银饰、 民族小木偶……非遗 “双

创” 产品或项目历来是贵州在文博会

大放光彩的“重头戏” 。

文博会上，祥纹银饰、蓝花叙事文

化传习手工坊、黔里非遗文创城市生活

体验馆、五彩黔艺，以及遵义腾飞工艺

品、玉屏璞韵箫笛、正安娜塔莎吉他、大

方县高光彝风漆器、“黔宝金店” 等一

批具有贵州民族特色的非遗双创产品，

陈列在主场馆的非遗展区，成为贵州展

馆颜值最高的区域。

近年来， 贵州利用丰富多彩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 用现代工艺重塑民族

文化，用时尚触觉创造生活百态，“非

遗 + 旅游” 不断“上新” ，以苗绣、贵

银等为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双创产品

走出了大山，走向世界。

“我们这次带来了 120 多件祥纹

银饰展品， 就是想借助文博会这个世

界级的平台， 展示贵州非遗双创的好

东西。 ” 贵阳祥纹本土文化研发有限

公司负责人胡丽亚说。 黔里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在清镇组建非

遗文创城市生活体验馆， 以贵州非遗

传承人制作为主，打造贵州“染、绣、

银、陶、雕、茶、酒” 综合性销售平台，

本次展出的苗王染蜡染板鞋、 蜡染口

金包颇为亮眼； 在贵州签约手艺人达

500 人的贵州蓝花叙事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展出了工艺复杂的重头产品

“沃饕丝巾” 和“马蹄花百格丝巾” ；

贵州五彩黔艺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在文

博会上展出了银手镯牛角梳礼盒套

装、纯手工制作的凤凰摆件等。由该企

业打造的五彩黔艺民族服饰博物馆在

国内外参与重要的陈列展览活动，成

为贵州对外交流的重要平台。

“我去过贵州旅游， 对贵州少数

民族的文创产品很感兴趣， 文博会再

次让我大开眼界。 ” 来自深圳的参展

嘉宾张鸿表示， 贵州独特的少数民族

文化非常吸引人，相信通过观展，贵州

会圈粉一波。

根据媒体报道， 贵州现有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两项， 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99 项

159 处，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 628 项 1025 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全国位居第 7 位。 被列入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的 724 个村寨， 已然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天然博物馆。

融合发展

助力贵州文化走出大山

在贵州馆数字经济展区， 贵州多

彩宝互联网服务有限公司、 贵州电子

商务云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多彩贵州

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新湃传媒集

团等一批文化与大数据融合发展企

业、项目进行了展示，这些企业在贵州

大数据战略发展的背景下， 对文化与

大数据融合发展有着“特别贡献” 。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耕中国文旅演艺 15 年，成功打造运

营了《多彩贵州风》《大明屯堡》《锦

绣丹寨》《蝴蝶妈妈》《高高威宁》等

剧目。公司及《多彩贵州风》多次被国

家多个部委评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

企业”“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 。

《多彩贵州风》 目前演出近 5000 场，

接待近 800 万观众，出访巡演了 30 多

个国家和地区，足迹踏遍全国 40 多个

城市。

作为贵州省政务服务网移动互联

网唯一门户， 目前云上贵州多彩宝

APP 装机下载量累计超 6600 万余

次，实名注册用户超 1500 万人，累计

上线的政务和公共服务 1700 余项，服

务超过 5 亿人次， 平台已发展成为贵

州覆盖最广、功能最全、用户最多的数

字民生平台、数字政务平台、数字商务

平台。

贵州电子商务云运营有限责任公

司是以“平台 + 服务 + 数据” 全产业

链服务体系为核心的新型互联网企

业。在云长单位省商务厅的指导下，贵

州电商云公司以“服务下乡，黔货出

山” 为使命，打造涵盖孵化、培训、推

广的电商服务体系，提供分拣、包装、

运输的仓配物流服务， 建设运营在线

交易平台，研发大数据系统监测、分析

电商和冷链大数据，推动黔货出山，助

力乡村振兴。

……

互联网大数据时代， 贵州的大数

据战略，推动大数据与文化融合，为贵

州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

为贵州文化走出去、传出去，带来了新

的课题。 一方面， 告别了地理上的距

离， 站在更为宽阔的信息平台上展示

贵州元素，另一方面，贵州文化亟须适

应时代需要，创造性转化，积极运用新

技术新平台生产和传播， 在浩瀚的数

据信息海洋中找到自己的“坐标” 。

深黔携手

合力打造非遗双创精品

贵州好物不能藏在深山人不识，

要勇于和时代对接， 打造非遗双创精

品，让大山里的民族文化拥抱城市，走

向世界。 9 月 24 日下午，在文博会第

四届深圳非遗周合作发展论坛上，来

自贵州和深圳两地的专家、 企业人士

等， 就深黔两地非遗保护传承及产业

化发展方向、 如何推动深黔两地非遗

文化“引进来” 与“走出去” 等问题做

了交流探讨，达成了一些共识。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和深圳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双方

明确互为深圳、贵州两地非遗传承传

播的窗口平台，同时常态化推动两地

政府职能部门、 各企业间通力携手，

实现跨区域资源整合形态。 双方就两

地文旅资源，制定非遗旅游服务标准

及研学之旅、 非遗体验之旅线路，实

现文旅产业的创新性发展。

论坛当天， 深圳市艺立方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还与平塘县、多彩贵州网、

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等签订

了合作协议。

深圳市艺立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禹深表示， 将与多彩贵州网

携手打造推广“黔系列” 品牌，助力黔

货出山； 助力平塘在深圳打造展示窗

口， 推动两地的特色产业资源借助此

窗口进行广泛展示和交易； 打造阳明

文化研学基地，为两地企业、学生等群

体提供优质研学旅游路线， 促进文旅

产业的发展。

“把贵州的非遗文化引入深圳的

社区， 让深圳的贵州非遗传承人留下

来，扎根下来。 ” 赵禹深说，目前已有

130 余家贵州企业入驻艺立方文化

园，相信通过两地企业、部门的推动，

贵州的民族文化“出山” 走出更加宽

广的道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林国 文 / 图

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落幕———

我省两台剧目获奖

时讯

本报讯 9 月 24 日晚 ，历

时近一个月的第六届全国少数

民族文艺会演在北京民族剧院

落幕， 由贵阳市推荐的大型民

族歌舞剧《云上梯田》、黔东南

州推荐的现代侗戏 《侗寨 琴

声》 分别获得优秀剧目奖和音

乐创作奖。

据悉，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

文艺会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

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会演期

间共有超过 1300 万人次的观

众， 通过国家民委网站和央视

网 ， 观看了从全国各地推荐的

101 台剧目中遴选出来的 42 台

剧目，数以亿计的观众通过各类

新媒体平台欣赏参演剧目的短

视频。

作为全国首部表现乡村振兴

题材的民族歌舞剧 ，《云上梯

田》的剧情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浓缩贵州脱贫攻

坚的卓绝成就，彰显贵州大数据

发展一路高歌猛进的态势，展示

贵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的

坚定信心。

侗戏《侗寨琴声》根据黔东

南州驻村第一书记和 “侗家七

仙女” 直播带货助力扶贫的相

关素材改编而成， 是以脱贫攻

坚为题材的舞台艺术剧目。 剧

中涵盖了红色文化、 东西部扶

贫协作、产业发展、直播带货等

内容， 展现了各族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期盼 ， 剧情呈现出浓郁

的地域特色、民族精神，人物刻

画各有特点，朝气蓬勃 ，渲染了

“快乐扶贫 ”“智慧扶贫 ” 的温

暖氛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女性题材绘画摄影邀请展

展现贵州巾帼魅力

本报讯 由省妇联主办，市

妇联、省美协、省摄协、省女画家

协会、省工笔画学会承办，遵义师

范学院美术学院和贵阳美术馆协

办的“巾帼心向党 丹青颂祖国”

绘画、摄影邀请展将于 10 月 1 日

在贵阳美术馆开展。

据介绍， 此次展览将展出摄

影作品 80 幅，油画作品 36 幅，国

画作品 36 幅，并特邀全国和省内

名家作品参展。 作品以女性题材

为主， 通过艺术家的视野把贵州

巾帼对党的忠诚、 百年来取得的

成就浓缩成一幅幅精美的艺术作

品， 进一步展现全省广大女性在

建设多彩贵州过程中作出的贡

献，体现出贵州女性奋力拼搏、自

强不息的精神。

据悉，此次展览每天将安排 6

名讲解员为观众进行讲解， 展期

至 10 月 10 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贵州京剧院———

秋季大练兵

提升青年演员专业技能

本报讯 为完善演员、乐队、

舞美专业人员业务建设， 进一步

促进青年人才提升自己的专业技

能， 贵州京剧院今年 8 月至 10

月，开展秋季“人员大培训、岗位

大练兵、业务大提升” 工作，着力

加强演职人员业务基本功训练。

据悉， 为进一步推动大练兵

工作，贵州京剧院开展了一次高

质量的“名师传艺” 学习交流活

动，由该院院长侯丹梅、副院长

冯冠博授课，并特邀京剧名家马

名群、 曹剑文到该院授课传艺。

并邀请贵州京剧院艺委会、院领

导、外请专家对剧目进行审核评

定，提出修改意见，使剧目得到

进一步精进。

秋季大练兵中， 贵州京剧院

还组织专家多次研究，选取了《真

假李逵》《青石山》《汾河湾》

《牛皋下书》《游龙戏凤》《泗州

城》《四郎探母》等 20 余出经典

作品作为排演剧目， 这些剧目涉

及戏曲中所有的行当， 既有完整

的剧目，也有折子戏，以丰富该院

演出剧目， 更好地满足群众的文

化需求。

在专家的指导下，《真假李

逵》《汾河湾》《青石山》《牛皋

下书》 等剧经过月余的排练与调

整已趋于成熟， 目前已在贵州京

剧院国艺剧场接受了院领导及艺

委会的审核。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2021贵阳亲和传统文化

艺术节举行

本报讯 9 月 26 日，2021 贵

阳亲和传统文化艺术节在贵阳亲

和国学文创园开幕。 艺术节旨在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艺

术活动， 引导广大群众习中华经

典，赏传统艺术，传家国情怀，展

时代风采。

艺术节举办了吟诵、围棋、太

极、花艺、茶艺等丰富多彩的传统

文化艺术体验活动； 文创园内的

贵阳市心源书院举办了“问道阳

明” 传习论坛的首场活动，由贵

州著名文化学者顾久教授带来的

“阳明心学” 主题讲座吸引了众

多国学爱好者聆听。

据介绍， 贵阳亲和国学文创

园位于茶店村， 是贵阳首家由民

营企业创建的文旅融合型文化产

业园， 于 2019 年正式开工建设，

2021 年入选贵阳市云岩区“十四

五” 规划重点文产项目。文创园将

有效整合茶店村相关资源， 广泛

联动当地村民， 助力茶店村转型

发展成为贵阳首个文化创意村，

助力乡村振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岁月辉煌———廖志惠中国画展”

在筑开展

本报讯 由贵阳市文联、贵

州省中国画学会主办， 贵阳美

术馆承办， 贵阳市美术家协会

协办的“岁月辉煌———廖志惠中

国画展” 9 月 29 日在贵阳美术馆

开展。

著名画家廖志惠先生 1940

年生于贵阳，毕业于四川美术学

院 ， 曾任省美协副主席和秘书

长，为国家一级美术师、全国美

协会员。

廖志惠先生穷毕生精力于

艺事，涉猎领域广泛 ，国画 、油

画、版画、雕塑、磨漆画，皆成就

斐然。 在上世纪 70 年代， 先生

创作的连环画 《南瓜生蛋的秘

密 》《鱼鹰姑娘 》《巧 与虎 狼

斗》曾一版再版，是贵州连环画

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8

年 5 月全国美协在北京中国美

术馆举办了 《廖志惠木瓢艺术

展》，得到了吴冠中、詹建俊、范

曾、靳尚谊等大师名家的一致好

评， 纷纷题辞、 撰文为之赞誉，

并拍摄了专题片。

此次展出的 100 余幅作品

中，有部分作品是廖志惠先生在

耄耋之年，历时三月，将昔日富

于革命题材的连环画放大数倍，

以国画的形式再创作的全新之

作。

据悉， 此次展览展期将至 10

月 7 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文博会上劲吹“多彩贵州民族风”

■ 核心提示：

9 月 23 日，第十七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 多彩贵州再次组团，携红色文化、非遗双

创、数字经济三大板块赴深圳参展，在被誉为中国文化第一展的盛会上，贵州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闪耀鹏城，为

民族文化“出山” 谱写了生动篇章。

文创产品展示。

贵州馆红色印记展区，观展嘉宾在浏览红色书籍。

参展的三都非遗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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