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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2月 1日到 2022年 1月 10
日，遵义市博物馆推出遵义通草堆
画的展览，观众们可以了解到通草
堆画的发展演变过程。

通草作品的发展和演变

要了解通草堆画，首先得从了
解制作它的原材料通草开始。

通草，学名通脱木，属于五加
科灌木或小乔木，具有多种用途，
可入药。通草的茎髓呈圆柱形，中
部空心或有白色半透明的薄膜，表
面白色或淡黄色，质地松软有弹

性，易折断。在我国四川、贵州、广
西、云南、湖南、湖北、福建等地均
有分布。

通草花的最早记载，见《中华
古今注》“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
令三妃九嫔当暑戴芙蓉冠子，以碧
罗为之，插五色通草苏朵子……”
通草花的制作十分繁琐，从花瓣、
花叶到花茎，均需要制作者悉心揣
摩，求准求精。

手艺人将通草的内茎趁湿时
取出，截成段，理直晒干，然后通过
剪、刻、染、捻、捏、揉、压、搓、上色
等多种手法和工序，制作成各种高
度仿真的工艺花卉，以艺术的手法
充分展现出各种花卉的美丽形态，
满足人们高层次的审美需求，被誉
为工艺花中的“阳春白雪”。

通草平贴画利用通草纸易剪
贴、易塑形、易作画、易染色等特
性，使制作显现出造型简练工整，
设色鲜艳明快，画面层次丰富，形
象富丽生动等特点。既能够表现
出工笔画的神韵，又有独特的绒质
感和浅浮雕般的艺术效果，别具风
格和审美韵味。通草平贴画是平
面美术作品，还可以制作出小型画
片和贺卡、书签类产品。

目前，通草堆画在国内收藏
较少，主要集藏于西方的博物馆，
如大英博物馆、英国牛津大学博德
利恩图书馆、英国国家自然史博物
馆、美国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
等。近年来，通草堆画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重视，它对研究清代人文历
史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此次展览中，展出了由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李
跃从国外收集回来的 144幅通草
堆画。

通草堆画的创制和影响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遵义市工
艺美术厂美工师左靖在解析通草
花和清朝通草画的基础上改平贴
为堆贴，变彩绘为素堆，研究出不
施色彩、多层次厚堆叠堆的手法，
从而创造了具有贵州特色的民间
工艺品——遵义通草堆画。后由
其女左惠萍、外孙李跃传承这一制
作技艺，2007年，被评选为贵州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972年，遵义通草堆画首次参
加广州交易会之中国新题材工艺
美术展览会，甫一亮相，就获得国
内外观众青睐，国外客商当即订
货。之后订货额逐年增加，遵义通
草堆画逐渐走进欧美等国。遵义
通草堆画作为中国民族工艺精品，
多次被选送到法国、英国及日本等
国交流展出。

1975 年，左靖受贵州省委组
织部所聘，为北京人民大会堂贵
州厅制作《迎客松》《金丝猴》《鹦
鹉闹梅》《孔雀开屏》《松龄鹤寿》
等 5幅大型通草堆画，洋溢着贵州
特色。

1984 年，遵义通草堆画作品
《鹦鹉闹梅》获贵州省优质旅游产
品奖，并参加全国旅游产品展评。

后来，作为遵义通草堆画技艺
传承人的左惠平和李跃，在传承的
基础上不断创新，使得通草堆画远
销海内外。

本次展览展出了左靖、左惠
萍、李跃祖孙三代创作的通草堆画
作品以及收集的通草艺术品。在
通草花、通草画、通草平贴画和遵
义通草堆画作品中，展现遵义通草
堆画的发展演变，增加群众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了解，感受遵义通草
堆画的非凡魅力。

（记者 向婧 文/图）

遵义市博物馆推出展览

讲述遵义通草堆画的发展演变

本报讯 （记者 向婧）近
日，遵义市文化小学举办了“书
香家庭·亲子共读”亲子讲故事
比赛。

本次比赛分为低年级组和
高年级组，以家庭为单位，家长
和孩子一同登台表演，共同展示
阅读成果。

在比赛中，低年级组的表
演选材丰富，充满童真童趣，以
生动形象的语言、动作，齐全精
美的道具、服装，将故事情节、
角色个性渲染得淋漓尽致。《木
兰从军》《花脸虎打喷嚏》《宇宙
奖章》等一个个故事在参赛者
绘声绘色的讲述中生动地呈现
在舞台上。

高年级组的表演温馨感
人、意义深远。《半个冻土豆》
《永远的九岁》《我的父亲瞿秋
白》等故事带领观众深情追忆

难忘的历史。
而家长们在台上或唱歌或

跳舞，或扮演一棵“壮硕”的大树
和一只“咆哮”的公鸡，舞台上呈
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精彩的表演，
更有浓浓的家庭暖意。同学们
表演的故事大多来自于绘本、故
事书，还有一部分作品则是孩子
和家长共同创作。如《一条渠·
一座丰碑》讲述的是家长带领孩
子两次走访时代楷模、七一勋章
获得者黄大发，了解了许多感人
至深的故事，对于教育孩子具有
深远意义。

许多家长认为此次活动为
学生提供了展示才华和拓展文
化视野的平台，既锻炼了孩子们
的语言表达能力，也营造了“爱
读书、读好书”的家庭阅读氛围，
有效提高了孩子们的表达能力，
增进了家长与孩子的情感。

遵义市文化小学

举行亲子讲故事比赛

本报讯（记者 向婧）12月，
正安县图书馆推出全民阅读月
活动，主题有“阅百年党史·品经
典人生”“亲子共读·营造书香家
庭”“馆校合作·书香校园”“景区
飘书香·文旅助振兴”等，通过创
新全民阅读活动载体，增强全民
阅读指导服务，积极营造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良好
风尚。

近年来，该馆强力推进全民
阅读，努力建设书香正安，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

今年，在中国图书馆学会、
国家图书馆的指导下，该馆采取
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形式开展
了“赏春意·品书香·暖万家”春
节主题活动。同时还举办了“巾
帼读书交流会”、多彩贵州文化
轻骑兵“新风行动”进易地扶贫

安置点暨“阅读红色经典·百年
薪火相传”4.23世界读书日系列
活动。

该馆以布客书屋为载体，
与多所学校联合开展“阅百年
历程·传精神力量”馆校共读活
动、“智慧人生·从阅读开始”暨
如何培养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建党百年·峥嵘岁月”线上讲
座、“学党史·树家风”亲子共读
活动等。

与此同时，该馆建成了正
安高速路政执法大队图书送读
点、正安县政务大厅图书送读
点、瑞濠移民安置点残疾人康
复中心延伸服务点、重新规范
了流动图书车流动服务时间、
地点。以活动为载体，以阅读
推广为纽带，丰富广大人民群
众精神生活。

正安县图书馆

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向婧）2022
年 1月 4日，中央民族歌舞团民乐
团将亮相遵义大剧院，奏响“2022
年遵义新年民族交响音乐会”。

据了解，该团成立于 1952
年，是国家民委所属的公益性文
化事业单位，也是目前中国唯一
的国家级少数民族文艺表演院
团。该团培养和造就了蒋大为、

德德玛、杨丽萍、腾格尔、曲比阿
乌等众多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创
作了大批精品力作。

该团是中国民族音乐舞台上
最具民族性的民族管弦乐团之
一，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
艺术风格，享誉国内外。艺术家
们的足迹遍及五洲四海，出访过
一百多个国家进行演出交流。富

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饱含东
方神韵的艺术作品让世界各地人
民充分领略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
的魅力，被誉为“永不凋谢的民族
艺术之花”。

目前，该团拥有蒙、回、苗、
壮、满、藏、彝、朝鲜、维吾尔、汉等
36个民族的 300余名演职员。四
十多年来，培养和荟萃了一代又

一代实力雄厚的歌唱家、舞蹈家、
演奏家和词、曲作家及编导。

1月 4日，该团的民族艺术家
们将为市民们带来一场民乐盛
宴，观众将欣赏到《瑶族舞曲》
《西山谣》《天山的春天》《牡丹花
儿鲜》等音乐作品，感受浓浓中
国范儿。

民乐绽放迎新年
中央民族歌舞团民乐团将亮相遵义大剧院

本报讯 （记者 向婧）遵义
剧作家吴言又一力作《红金》目前
正在紧张创作中，这部反映红色金
融历史题材的谍战大剧预计将于
明年元月完稿。

吴言，长春电影制片厂签约编
剧、潇湘电影集团特约编剧，他的
电影代表作《通道转兵》目前已在
中央电视台六频道黄金时段播出
40余次，创作的电影剧本有《三妹
的海龙囤》《远山仡佬》《湘南起义》
《幸福中转栈》《反腐枪声》等，多次
获得全国大奖。目前已在省级以
上公开刊物发表各类文学作品200
多万字。

作为遵义本土作家，吴言曾凭
借作品《松坎》获得 2019年夏衍杯
优秀电影剧本奖。“夏衍杯”自2006

年创立以来，每年举办一届，前身
是夏衍电影文学剧本奖，是经中宣
部批准设立的国家一级奖项，中国
电影文学最高奖，国内唯一一项电
影剧本的政府奖。截至目前，吴言
也是唯一一位获得“夏衍杯”优秀
奖（一等奖）的贵州作家。

今年 6月，吴言开始动笔创作
电视剧本《红金》，目前已经创作40
多万字，完成总剧本的百分之八
十。剧本完稿后，将进入筹备拍摄
阶段。

《红金》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
的历史，1932年，蒋介石准备在全
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
同时秘密派遣特务潜入苏区，开办
假币厂，妄图扰乱金融秩序。国家
银行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刘琥珀

联手特派员徐静，在行长毛泽民和
钱壮飞的指导下，与敌人展开了一
场苏区金融保卫战。

“在创作剧本前，我查阅了大
量史料，反复对细节进行验证。”吴
言表示，虽然从动笔到现在只有 5
个多月时间，但前期准备却用了整
整5年时间。为了真实细致地还原
这段历史，吴言研究查阅了 200多
万字的历史资料，辗转瑞金、赣州
等地多次实地走访。

在剧本创作中，吴言加入了
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比如
毛泽民是偶然受到启发，想到在
制造纸币的纸浆里加入细羊毛的
办法防伪，这一方法不仅增加了
纸币的柔劲和韧劲，在火上一烧
还会发出焦臭味。为确保这些细

节的真实性，他请教了党史和红
色文化研究专家，反复推敲核实
细节。

除了收集资料、核实史实的困
难，吴言坦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类剧本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与事
件为题材进行的创作，受真人真事
的限制，虚构空间比较小，需要编
剧有把握历史并把历史转化为艺
术的功力。因此要求编剧在尊重
历史事实的基础下，创造一系列人
物形象，最终构成艺术形象和历史
人物的虚实结合，共同呈现这段鲜
为人知的历史。

遵义市文联负责人表示，作为
电视剧《红金》联合摄制单位，将全
力推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类剧本
的创作。

遵义剧作家吴言创作电视剧本《红金》
预计明年1月完稿

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自
12月 3日起在全国上映以来激
发广大干部群众阔步新征程的
昂扬斗志。影片用一个个真实
故事生动刻画第一书记们扎根
扶贫一线，用热血挥洒青春、用
行动诠释奉献的动人事迹，勾勒
出一幅有关青春、奉献、责任、勇
气的时代画卷。

“在热火朝天的脱贫战场
上，第一书记们把青春热血和智
慧力量倾注在祖国大地的村落
上。”贵州省兴义市委常委、组织
部长范春明，用“震撼人心、触动
灵魂、激发斗志”形容看完影片
后的感受。

影片中，贵州省望谟县乐旺
镇坡头村第一书记刘恭利的坚
毅眼神令范春明无比动容：“她
的眼神透露着‘必须行’的坚定、

‘必须干’的果敢、‘必须成’的信
心。”在范春明看来，影片正是通
过对刘恭利这样的第一书记进
行精心刻画，唤起无数基层一线
干部群众的情感共鸣，也激发了
他们投身乡村振兴、昂首阔步新
征程的豪迈斗志。

平凡之处见证伟大。在广
袤的中国大地上，许多基层干部
都有过和影片人物类似的经
历。他们因为奋斗过、努力过，
在观看影片后有了更加深刻的
感触。

身处青藏高原，中共西藏自
治区委员会党校驻西藏那曲市
央庆布吉卡村工作队队长王煦

樟，对影片讲述日喀则市定日县
尼辖乡宗措村的故事感同身受：

“和农牧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
动，听民意、解民忧、帮民富，让
党和政府的政策在基层落实好，
帮助群众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不
变的目标和心愿。”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
成都动车段党委副书记代林均，
曾担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松潘县烟囱村第一书记。

“影片的一幕幕，让我回忆起担
任第一书记时的点点滴滴。我
要把这些回忆化为前进的动力，
立足本职岗位，继续披荆斩棘，
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
福安康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代林均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许
多青年观众也从《我们是第一书
记》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用一部电影专门讲述第一
书记的故事，在当前的电影院线
并不多见，但很有必要。”来自安
徽省合肥市的 25岁观众陈晨在
看完影片后，为第一书记的故事
所感动。

“影片让我深刻体会到第一
书记们艰辛的付出、执着的坚守
和攻坚克难的勇毅。”陈晨说，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我将
以他们为榜样，用他们的精神激
励自己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奋
勇拼搏，在最美好的年华写下洋
溢青春活力的篇章。”

（据新华社）

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
激发干部群众阔步新征程的昂扬斗志

遵义通草堆画《天女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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