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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力推动都匀文艺事业繁荣兴盛
■ 文/图 文隽永 吴杰

东山鹤楼书香传承，文峰古塔巨笔如椽，剑江河水源远流长，都匀千年文脉相连。
2020年9月28日，都匀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来自全市9个协会143名代表齐

聚一堂，共同回顾十年来的难忘历程，共商文学艺术发展大计，助力打造“六个都匀”、建设“六个之城”。

都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文艺工作，将文化
文艺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做好顶层设计，在
政策、人财物上给予了大力支持，把发展文化繁荣文艺
工作真正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2014年，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推动都匀文化
发展繁荣的实施意见》。设立文化发展专项基金，每年
投入不少于 200万元，主要用于年度文艺奖励、文艺精
品创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扶持文化企业发展等。
每两年评选表彰一批优秀文化人才和骨干。

2017 年，出台了《都匀市文艺精品奖励扶持办法
（试行）》。奖励扶持范围包括纪实文学、小说、散文、诗
歌、文艺评论、影视文学、美术、书法、摄影、戏剧、音乐、
民间文艺、电影、电视剧、广播剧、动画片、戏剧、歌曲、舞
蹈、乐器演奏等文艺作品。奖励扶持的对象不局限于都
匀市户籍，凡以都匀毛尖茶或都匀文化元素为题材创作
的文艺作品，对宣传推介都匀毛尖品牌、展示都匀形象
有很大推动作用的，均可申报都匀市文艺精品奖励扶
持。文艺活动经费有保障。

2017年起，都匀市文联文艺工作专项不少于 20万

元、每个文艺家协会工作经费不少于2万元纳入市财政
预算，保证了市文联及 10 个文艺家协会工作正常运
转。有力的保障，使都匀真正迎来了文艺的春天。

“文军扶贫”深入推进。市文联协调经费 6 万余
元，资助帮扶点普林村、新场村农户发展林下养鸡、
种植养鹅、修建房屋、安装路灯等项目。市文联组织
都匀书画家18件书画作品参与黔南州慈善公益义拍义
卖，成交价26万元，交给州慈善总会精准捐赠给都匀
乃至黔南特殊困难家庭。市文联组织文艺家组成的

“山地文艺轻骑兵”队伍，赴扶贫攻坚一线采写驻村干
部帮扶故事 100余个，赴扶贫易地移民安置小区、贫
困村、街道社区为群众义务写春联、新居联共 25000
余副，深入贫困乡村义务为群众照“全家福”2500余
张，开展政策宣传文艺慰问演出40余场次，指导村民
编制山歌 20000首，绘制墙画 1000平方米，指导多村

农户制定家规家训，以实际行动彰显都匀文艺家的大
爱精神。

自 2002年以来，都匀国际摄影博览会已成功举办
了九届，其中，2010年以来举办了四届，展览摄影作品
20000余幅，用摄影师的镜头宣传都匀、宣传黔南、宣传
贵州，不断提升都匀乃至黔南的影响力。2017年 10月
份的北京国际摄影周介绍了都匀国际摄博会的经验。
12月 2日，在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支持，国际摄
影颁奖盛典组委会、国际摄影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国
际摄影颁奖盛典上，都匀国际摄影博览会获“2016—
2017年最具影响力的摄影机构”荣誉。

主题活动丰富多彩。每年举办“祖国好，家乡美”青
少年书法、摄影、绘画大赛，“剑江旅游欢乐节”活动。成
功举办都匀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书法展暨全
国书法名家邀请展，都匀市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反

法西斯胜利 70周年专场合唱音乐晚会，“永远跟党走、
抒写中国梦”都匀市书法篆刻比赛，都匀市纪念改革开
放40周年书画摄影展，2018“国茶之乡·美丽都匀”摄影
作品展，都匀市首届书法临帖创作展，都匀市“崇德尚
善·爱岗敬业”职工书法篆刻大赛，都匀市首届“汇悦湾
杯”青少年钢琴大赛，都匀市第三届民族民间文艺大赛，
都匀市第一届、第二届芦笙苗歌大赛，“爱生态文明家
乡、创环保模范城市”征文、绘画大赛，“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征文，脱贫攻坚主题征文，“桥城中秋猜灯谜
·喜迎党的十九大”谜会，纪念建国70周年书画展、2020
全国“礼衣华夏”汉服超模大赛都匀地区海选赛等主题
文艺活动 30余场次，参与组织 2019都匀毛尖（国际）茶
人会、2019第九届都匀国际摄影博览会、黔南州十三届
旅游产业发展大会，顺利完成了“三会”形象标识征集评
选、参观解说词创作、《都匀旅游》书籍组织编撰等具体
工作。

通过文艺活动不断提升城乡文化内涵与活力，激励
广大干部增强信心、展望未来、热爱祖国、建设家乡的热
情。

发挥资源优势，开展文艺活动亮点纷呈

都匀文艺工作者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用文艺作品记录新时代、书
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
代明德。

聚焦脱贫攻坚组织创作。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精
心创作出一批描写脱贫攻坚的文艺作品。电影《云上之
爱》、《电筒书记》、《承诺》充满了正能量，在腾讯等网络
平台上播出后深受好评。花灯剧《改路》、快板《精准扶
贫勇争先》等文艺作品以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宣传党
的扶贫政策，参加了第九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
赛浙江余杭赛区公演、贵州省第十二届杜鹃曲艺大赛颁
奖晚会、黔南州脱贫攻坚文艺演出等若干场次演出。《幸
福的眼窝》《小康谣》等歌曲用优美的旋律，抒发心中炽
热的情感，深受群众喜爱。报告文学《一个布依村庄的
美丽蜕变》、散文《深山布依人的贴心人》、《一名革命烈
士后代的都匀扶贫情怀》、《坪阳村“三宝”推动布依山村

“三变”》、《第一书记》、《小康路上谁都不能缺席》、《老屋
的见证》，诗歌《归兰山下我的家》、《贫困孩子的春天（二
首）》、《真情浇开扶贫花》等作品，用文字记录历史，用文
学塑造人物群像，不仅接地气有温度有热度，更有广度
和深度，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
食粮。

聚焦疫情防控组织创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发起“防控疫情、你我同行”
抗疫文艺作品征集活动，得到各地广大文艺工作者积
极响应，共收到稿件 350余件，涉及散文、诗词、歌
曲、摄影、美术、书法、楹联、山歌、 灯谜等多种类
别，其中，100余件作品先后在学习强国平台、人民
日报新媒体、《文艺报》《民族文学》《散文诗》《贵州
作家》《贵州民族报》、贵州日报《27°黔地标》文化周
刊、“中国诗人”“中诗网”“世界华文散文诗年选”、
多彩贵州网等报刊和公众号发表，为抗疫加油。如：
MV 《出征》 于 2020 年 3 月在学习强国贵州平台推

出；《致敬：逆行者的高铁》等 10余首短诗组成短诗
组成的作品被收入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编选的抗疫主
题诗文集《战“疫”之歌》（作家出版社2020年3月第
1版） 和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主编的《人
间有大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诗选》等重要文学选
本；6幅摄影作品先后被中国摄影家协会、贵州省摄
影家协会等网站采用。创作了快板、山歌、朗诵、情
景剧、宅家健康舞蹈等抗疫作品80余件，其中被“学
习强国”贵州平台采用作品 9个，“多彩贵州文艺网”
采用作品 8个，贵州文旅厅采用作品 4个，“贵州日报
当代融媒体”“贵阳晚报”、“贵州广播电视台”、“黔南
旅游”、“黔南宣传”、“腾讯端”、“优酷端”、“黔南电
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也相继采用了作品若干个。在
全省各地区文化馆率先推出宅家民族健身舞蹈视频20
余个，浏览量达上万次。

聚焦绿博会组织创作。以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
在都匀举办为契机，组织文艺家深入绿博园采风创作文
学、音乐、舞蹈、戏剧、摄影等文艺作品，并陆续在相关平
台发表、播出，不断向外传递都匀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
会文化名片。同时，精心打造了两台大型民族歌舞专场
文艺晚会：大型民族歌舞秀“精彩绿博·炫彩都匀”—《情
动黔南》及大型民族歌舞剧—《情醉毛尖》，不断丰富绿
博会文化艺术内涵。

近10年来，都匀市文联创办《剑江潮》内刊杂志，搜
集整理出版反映都匀历史文化的书籍《鹤楼集》，创办

《都匀毛尖》杂志，给都匀毛尖注入文化内涵，提升都匀
毛尖文化品位，助推都匀毛尖茶产业发展。资助出版散
文集《高原上的刺梨花——都匀女性散文16家》等作品
集16部。一批优秀作品公开发表并在省级以上赛事获

奖及推出。
文学方面：作品在《人民日报》《诗刊》《民族文学》

《青年文学》《散文》《山花》《啄木鸟》《电影文学》《当代小
说》等国内外有影响力报刊上发表达1200余篇（首），诗
集《落日越过群山》荣获“和平崛起·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全国文学创作大赛”十佳文学图书奖和第二届中国长淮
诗歌奖“创意诗集奖”，并被选送参加“第29届全国图书
交易博览会”；散文《卫城之味》荣获“豫信杯”中国散文
大赛三等奖。

音乐方面：歌曲《古道茶香》推上了央视星光大
道栏目；《心上毛尖》在网络音乐平台中推广，在第十
二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开幕式上首唱。

影视方面：电影 《爸再爱我一次》 在北京首映，
中宣部、中国文联、国家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贵
州省政协、省文联、省文化厅等有关领导及专家观看
了影片并给予高度评；微电影《童心》，以都匀元素为
题材，正在腾讯视频热播，用爱心传递正能量；电影

《苗山花》绽放第26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书法方面：20余名书法家先后在全国第四届草书

书法作品展、贵州省第七届“茫父杯”书法大赛、贵
州省第九届行草书大赛、第一届全国水书书法大赛等
书法比赛中获奖。市书协会员书法作品在 2020年 9月
贵州省首届中小学教师书法比赛行书作品获一等奖。
书法作品《七律·战疫》在贵州省苗学会“团结一心
抗击疫情”全省书画作品网络展中获入展优秀提名
奖。先后有200余件作品在省级以上赛事中获奖。

美术方面：油画作品《无言空间》入选 【第二十
七届韩国美术国际大展】并获国际特别奖。《老屋》入
选2020“五一国际劳动节”全国水粉画展。

舞蹈方面：舞蹈《踩的旋律》荣获贵州省专业文
艺奖；舞蹈《铜鼓祭》入选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
奖”民族民间舞评奖总决赛；《木楼古歌》在第六届全
省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获银奖；广场健身操舞《广场
style》等节目在贵州省第二届“茅台王子杯”获得第
二名。

摄影方面：《绣娘》在TIPF多伦多国际摄影大赛
中获得优秀奖；《织》获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大赛
优秀奖，《路上》获第25届全国摄影展览优秀奖，《大
射电望远镜晨曦》获贵州科普摄影大赛二等奖，《都匀
百子桥》获“古建筑摄影大赛”优秀奖。50余人的作
品入选中国摄影家协会、贵州省摄影家协会和黔南州
政府主办“生态之州 幸福黔南”全国摄影大展。

民艺方面：《黔南霓羽》在第六届中国凤凰苗族银
饰服饰大赛中荣获一等奖。民间歌手刘元琴、刘元燕
在首届贵州山歌王争霸赛中荣获“贵州山歌王”称
号；水族剪纸艺人韦帮粉荣获“贵州省首届民族民间
工艺大师”称号。

剧艺方面：评书《奇招》获贵州省第十四届杜鹃
曲艺节荣获一等奖，2020年 7月入围第十一届中国曲
艺牡丹奖评选；布依分彭绕《桥城新韵》荣获2012年
贵州省“群星奖”选拔赛三等奖，布依说唱 《唱清
风》荣获全国优秀曲艺作品评选表彰铜奖，花灯说唱

《英模赞》在第八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中，
荣获节目入围奖；音乐小话剧《三十二座青山》获第
二届贵州专业文艺奖“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评选特
等奖；花灯说唱《茶乡梦》获第六届贵州省文艺奖曲
艺类一等奖；音乐话剧《我是杨刚》获第六届贵州省
文艺奖戏剧类二等奖；花灯小戏《葡萄熟了》获全省
花灯小戏大赛获表演银扇奖，剧本创作奖、优秀演员
奖。

谜艺方面：谜协会员的谜作荣获“漆宝斋杯”国
际灯谜创作大赛佳谜。

突出时代主题，文艺精品创作层出不穷

在今后一段时期，都匀文联系统将紧紧围绕建设
“六个都匀”“六个之城”发展目标，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
作者，努力推动都匀文艺事业发展繁荣，为确保夺取脱
贫攻坚的最后胜利，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

实行项目化管理，以“七个一”为载体组织创作一批
精品力作。

写好一本书。着重围绕“六个都匀”、“六个之城”工
程，每年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深入建设工地、企业、园区、
街道、乡村、扶贫等基层一线采风，创作出一批具有都匀
故事、彰显都匀精神的高质量文学作品，特别鼓励作者
创作出优秀的长篇小说或报告文学。并以刊载、出版发
行、朗诵等方式进行传播。

摄好一张照。着重围绕新型城镇、大美农村、秀丽
风光、产业发展、民族风情、特色文化、脱贫攻坚等板块
采风创作，形成一批真实反映我市资源禀赋和发展成果
的摄影作品，为宣传都匀、推介都匀、招商引资提供有价
值的图片资料，并以刊载、出版发行、展览等方式进行传
播。积极探索创新，引入市场机制举办摄博会，减轻财
政负担，拉动市场消费，助推旅游发展。

创好一幅字（画）。以都匀美文、美景等元素为题
材，创作出一批具有都匀文化气息的优秀书画作品，并
以刊载、出版发行、展览等方式进行传播。将一些优秀
作品展示于公园、公交站台、展厅等公共场所，陶冶市民

情操。对有关商行、村寨、店面、公园等处招牌进行题
字，增强文化厚重感。拟会同有关方面修建书法碑林
园，增加都匀文化积淀，打造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促进
文旅融合，助推旅游发展。四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各书画家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进行
义拍义卖，将义拍义卖所得用于扶贫事业。

推出一首歌。每年推出一首带有都匀元素、反映都
匀特色、彰显都匀精神的音乐作品，并以刊载、发行、选
送、传唱等方式进行传播。

组好一台戏。创作出一台具有都匀元素的集歌舞、
相声、小品、曲艺、非遗等为一体的舞台文艺节目，并将
其植入旅游项目，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拍好一部剧。采取合作或支持鼓励社会参与等方
式，创作出一部催人奋进、具有都匀元素的电影或电视
剧，并积极推荐在全国院线、省级以上电视台及网络等
新兴媒体上传播。

建好一个窗。有针对性地进行文化艺术的打造包
装，让城市更有灵魂，让城市“活”起来，特别注重在合适
的地方建立文化艺术交流合作基地，一方面吸收外地的

文艺营养，另一方面让都匀乃至黔南、贵州文艺走出去，
使其成为推介都匀、推介黔南、推进贵州的窗口。

积极推进文旅融合，促进文艺产业和旅游产业发
展。

打造“归兰画廊”建设“文旅融合之乡”。主要是打
造“归兰画廊”采风、创作、培训、研学基地。打造“归兰
画廊”民俗如苗族“四月八”、“六月六”“新米节”，布依族

“七月半”、水族“端节”等系列旅游节。策划组织“归兰
画廊”之“共饮一江水、同牵两地情”系列活动。

举办全国性、全省性文艺赛事。拟与经开区联合，
在秦汉影视城举办电影（电视）作品评选大赛、影星评选
大赛、颂读国学经典大赛、汉服走秀大赛等，利用南沙
洲、东方记忆文化园等场所举办合唱大赛、广场舞大赛、
民族服饰（汉服、旗袍）大赛、乐团演奏大赛等，既用活资
产，又繁荣文艺，并推动旅游产业发展。

举办全国性、全省性文艺会展
活动，推动会展经济发展。拟利用
茶博园、毛尖小镇、茶城等资源，举
办全国茶文化博览会、民族民间文

艺博览会；在东方记忆文化园举办全国性书画艺术博览
会；引入市场机制，举办以市场主导的都匀国际摄影博
览会，改变过去单纯由政府买单的运行模式。

打造民族民间文艺（民俗文化、非遗）体验园。立足
本地多民族聚居实际，引导黔南地区乃至全省民族民间
艺人入驻毛尖小镇、绿博园等现有建筑，经营地方民族
特色业态（含民族手工艺品、民俗文化展演、民宿及民族
特色餐饮等），打造成展示都匀乃至黔南、贵州的一个文
化窗口及“文军扶贫”示范基地。

进一步加大文艺人才的培养推介力度。注重加强
各类文艺人才库、专家库建设，加大各艺术专业领军人
物、中青年文艺骨干、新文艺群体拔尖人才和基层优秀
文艺工作者的服务力度，推动各艺术领域薪火相传、新
人辈出。加强联络、协调、服务工作，团结
最广泛的文艺工作者，把文联建
成覆盖面广、凝聚力强、温馨和谐
的文艺工作者之家。

坚持主动作为，不断开创工作崭新格局

部分文艺作品 少数民族茶文化展演少数民族茶文化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