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添月

山水草原，唯美如画，兴安大地，四季如歌。近日，自治区文
旅厅公布 2021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入选剧目
名单，由兴安盟乌兰牧骑创排的大型音乐剧《草原上升起不落的
太阳》成功入选，成为我盟关注度最高的大型红色艺术剧目。日
前，笔者走进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剧组，了解这样一部
精品大剧的编创以及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第一次排练如此大型的
音乐剧，在演出标准上，要更加注重精益求精，不容有一丝一毫
差池，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与考验。每天晚上 10 点，
相信很多人早已回到家里，与家人享受悠然惬意的时光，但乌兰
牧骑宫的演出排练厅内仍然灯火通明。这里，有的演员在做台词
笔记，有的演员在悄声讨论着动作要领，完全没有睡意。到笔者
采访时，该剧从创编到彩排以及后期的不断精进已经历时一年
多，音乐剧总时长近两个小时，总参演人数近百人，每一个人都
在为这场美轮美奂的大型视觉盛宴的随时上演做充足的准备。

为了将我盟自己创编的音乐剧打造成文化精品，主创班子
汇集了国内业界顶尖人物，制作人宗伟、总编剧克明、编剧李岱
恩、导演李建平、作曲家吕学东、声乐艺术指导姜丽娜等。同时，
为了让这部音乐剧更具兴安特色，剧中角色均由兴安盟乌兰牧
骑演员出演，融入自身真情实感的“本色出演”。

自 2020 年拿到了演出剧本后，兴安盟乌兰牧骑开始间接实
行“白加黑与五加二”的排练方案。全体演职人员开始连续奋战，
每天从早上 8 点半排练至次日凌晨 1 点结束，从项目立项到前
期调研，从音乐制作到舞蹈编排，从动作要领到剧目研讨等一系
列工作都做足了功课，各个环节都容不得丝毫偏差。

作为音乐剧，音乐、歌舞是不可缺少的元素，为了能够更好
地展现蒙古马的舞蹈魅力、曲目的感染力以及把人物刻画得栩
栩如生，剧目的内容也在不断精进和修改。为此，兴安盟乌兰牧
骑还特意邀请了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吉日木图导演及济南市歌
舞剧院李君豪老师，为演员进行更深层次的表演技巧和体能训
练，演员对自己的每一个动作与声调都严抓细抠，完成的标准程
度每一次都远超导演要求。排演中，生病、受伤、体力不支都是
常事，而练习舞蹈动作，摔伤、挫伤更是演员们的家常便饭。很
多老演员，他们每天要与年轻演员一样进行高强度的排练，而年
轻演员因缺少经验，在动作上就更要进行钻研和学习，在这个过
程中很多演员都受了伤。其中一名演员，在舞台上排练的时候
不慎踩入一枚钉子，疼痛难忍，走路都很困难，但他仍然忍着伤
痛一遍一遍排练。大家细心揣摩着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准确
把握着每一种情感的变化，重复练习着每一个肢体动作。

剧组中也有很多夫妻搭档，他们中，孩子最小的才刚满 2 岁。
在排练期间，孩子突发哮喘，夫妻二人连夜将孩子送往长春医
治，在孩子病情好转后，二人马上回到剧组参与排练，生怕影响
整个团队的进度。还有几位演员，婚礼第二天没休婚假继续参
加排练、演出，更有父亲去世、家中长辈去世带着悲痛仍继续参
加排练的演员……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全体演职人员没
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每个表情，每个动作，每句台词……大家
为了共同的目标排除万难，放下所有。

为了这场大型音乐剧的完美演绎，演员们齐心协力、万众一

心，他们以坚定的艺术信念、专业的演出水准、多彩的民族风格，
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艰巨的彩排任务。接下来，这部音乐剧还将
在全区、全国进行巡演，让更多的人体验兴安盟红色文化音乐剧
的魅力，感受草原英雄的豪迈，领略草原文化的独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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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马大师”李建军
□张强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最小单元，又是
中国文化的最高代表，而草书则是其中
表现力最强、感染力最深的一种书体。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培训
的人，可以成为中国“馬”字书法新写法
和中国景象书法首创人，而李建军做到
了。

说起与艺术的结缘，李建军自己都
说“这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1980
年，刚上初一的他为了完成美术作业，便
从《人民日报》上用碳素笔临摹，没想到
老师竟在第二天的课堂上展示了他的作
品。小小的鼓励竟让李建军发现了自己
的天赋，此后的日子里他便与各类美术
书籍相伴，人头像、书法，甚至临摹了一
幅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多年的学习让李建军的技艺突飞猛
进，1991 年来到兴安盟工会工作后，他
也从硬笔书法进阶为草书，期间更是在
各类全国比赛中获奖。2002 年正值农
历壬午年也就是马年，乌兰浩特市举办
了首届“马踏春来”时装艺术节，李建军
想着时装是一种造型艺术，而书法的本
质也是如此，自己又属马，便主动联系主

办方，打算贡献一幅自己的书法作品。
“马到成功”本是第一选择，但思来想去
李建军都觉得没有新意，怎么能让马跑
起来呢？他边练边想，家里宣纸铺得满
地，他就趴在地上，偶然间提笔写了一
张，竟一笔成型，“馬”真的飞了起来，四
点底变成了马蹄。艺术节期间，主办方
特地将作品在表演过程中展出，自此李
建军自创的“天下第一马”在书法界无
人不知。2004 年 9 月 24 日，国家商务
部主办的《国际商报》评论了他的“馬”
字书法：“尤以马为神可以和徐悲鸿的马
相提并论。”此后几年，经过不断完善，

“双马”“回头马”等形式更丰富和完善
了“馬”字书法，并在国家版权局注册作
品著作权。

著名美术理论家邵大箴先生评：“初
见李建军笔墨者，常觉其清新脱俗，处处
无端，又能左右逢源，别开境界，着实有
一种画意入书境更高的感觉。”从事书
法创作 30 多年里，李建军获奖无数，各
种头衔多到自己也记不清，其中最让他
觉得自豪的莫过于在 2015 年独立创作
的书法作品《龙腾》被人民大会堂收藏。
从 2010 年至 2019 年，李建军和中国众
多书画大师合作，人物及作品先后入编

入选国家级书刊和报纸，共计 200 余次。
今年 5 月份，李建军开始临摹小楷

《为人民服务》100 余遍，为的就是让自
己静下心来。“好的作品需要保持旺盛
的生命力，艺贵创新，只有多年的积淀才
能让创作水平有所长进。”李建军对记

者说。“好的作品可以让人看了心潮澎
湃，灵感、功力、情感、积累缺一不可。”20
多支写秃的笔、成吨的用纸记录着李建
军的艺术生涯，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自
由的书法家，为中国书法艺术的百花园
增色添彩。

“怪才”陈国志
□记者 张兆琪

在乌兰浩特市爱国街万佳社区有这样一个“怪才”，他不识字，
却能倒着写出一手好字。带着好奇，记者采访了这位“怪才”。

这位能人名叫陈国志，年近 60 岁。在记者的想象中，觉得他
应该是一位很有学问的艺术家，结果却截然相反。刚刚见面，记者
急于见识一下陈国志倒着写字的技艺，便想请他给写一下“奋斗
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谁知他迟迟不动笔，过了会，才有些腼腆地
对记者说：“这里面有很多字我都不会写，你给我写下来，我看几遍
就可以了。”记者一听有些惊讶甚至震撼，不认识字却能够写得一
手好字甚至倒着写字。在接下来的采访中，记者才慢慢了解了这
位“怪才”。

陈国志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没有上过学，所以大部分的字他
都不会写也不认识。“我从小就不识字，30 多岁的时候从电视上、
公园里看到有人在画画、写书法我就很羡慕，想着别人能做到我怎
么就不行呢？然后我就开始琢磨，找现成的图画、字样开始照着
写，慢慢地就学会了。”陈国志说。令记者惊讶的是，他不仅会倒
着写字，还会写空心字、剪纸、撕纸作画、彩绘等等，多才多艺。

陈国志告诉记者，刚开始他只是研究出如何一笔写出空心字，
近几年才开始研究出倒着写字、侧着写字、双手一起写字。有了这
门技艺，陈国志还经常参加社区的公益活动，为社区创作设计展
板，让他的一技之长更有价值。采访最后，记者将“奋斗百年路 启
航新征程、同心奔小康 共圆中国梦”写在纸上，陈国志照着样子，
用一笔画的形式分别写下了这些字的空心字体，令记者叹为观止。

“现在大家都称我为民间艺人，我也会继续精进我的技艺，用我的
所能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陈国志说。

舞动美好新生活
□刘瑶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8 月 17
日，在科右前旗察尔森镇宝日胡硕嘎查的宝日文化长廊舞台上，
舞蹈队的队员身着统一的民族服饰，排着整齐的队伍，伴着悠扬
的旋律，舞动着手中的绸缎，跳起了极具民族特色的安达广场舞，
成为宝日胡硕嘎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察尔森镇宝日胡硕嘎查舞蹈队成立于 2017 年。几年的时间里，
舞蹈队已从最初的几位广场舞爱好者发展成如今 30 余名队员的成
熟队伍，其中年龄最大的 60 岁，最年轻的也已 38 岁。队长吴冬月是
一名业余舞蹈爱好者，农闲时她便组织兴趣相投的好姐妹一起排练
广场舞。“我平时都是跟着网上的视频学跳舞，学会了再教给大家。
跳舞不仅能让心情变好，还能锻炼身体。我把大家的跳舞视频发到
快手平台上，好多人点赞呢！”吴冬月说。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
实现了同步提升。如今在宝日胡硕嘎查，每天都能看到一群广场舞
爱好者拉着音箱，聚在一起，跟着音乐愉快地律动，这是村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也是村民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宝日胡硕嘎查高度重视农村文化事业发展，广泛开展
各类文体娱乐活动。每逢夜幕降临，村民不仅可以在广场上跳广场
舞，还可以看电影。这些文体娱乐活动丰富了村民的业余生活，融
洽了邻里关系，深受村民的喜爱。

文化写真

文化人物

四胡奏出幸福音
□记者 秀秀

科右前旗察尔森镇宝日胡硕嘎查是一个有山有水有草地的地
方，这里的环境优美宜人，这里的民风淳朴，这里的文化生活丰富多
彩。每天傍晚，便会有悠扬的四胡旋律从活动室飘向远方。

在宝日胡硕嘎查有一个宝日四胡文化中心，汇集了 32 名会拉四
胡的村民。他们全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因为对四胡的喜爱而结缘，
其中年龄最大的 54 岁，年龄最小的今年 18 岁。宝日四胡文化中心
的发起人名叫包金海，说起整个四胡文化中心的创立和发展，他一
下子就打开了话匣子，和记者娓娓道来。

包金海是四胡文化中心的创始人，也是成员中年龄最大的，他的
母亲、舅舅都是四胡爱好者，从小他便受音乐的熏陶，听着长辈们的
四胡旋律长大。母亲是包金海的四胡启蒙老师，每次拉起四胡，包
金海都能想起儿时美好的记忆。对于包金海来说，四胡的旋律是世
界上最动听的声音。包金海一天天长大，他看到村里有很多和他兴
趣相投的朋友，可是当时生活贫困，很多朋友因为买不起一把四胡
而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包金海决定学习制作四胡，帮身边人圆梦。
2010 年，包金海来到科右中旗拜师学艺，用了 2 个月的时间学成了
四胡的制作技艺。包金海回到嘎查后开始练习，他把做成的四胡成
品提供给有相同爱好的村民，大家经常在一起排练，逐渐包金海便
产生了成立宝日四胡文化中心的想法。

经过前期准备，宝日四胡文化中心顺利成立了，32 名成员中有
8 名是有四胡演奏基础的，其他人在这 8 名成员的指导下，逐渐熟练
起来。朝格图是成员里年龄最小的，今年刚刚考上幼师专业的他，
是嘎查未来的希望。朝格图告诉记者：“我特别喜欢蒙古族的四胡文
化，从小就跟着村里会四胡的人学习拉四胡，自己也利用学习之余
研究四胡。现在放假了，每天晚上都和大家一起排练，那是最快乐
的时光，以后我还要教更多的幼儿园孩子学习四胡，将我们蒙古族
的四胡文化传承下去。”和朝格图一样，很多成员都认为一天当中排
练的时间是最快乐的，他们白天忙着干农活儿，一天的体力劳动会
让身体感到疲惫，但是唱歌、拉四胡会让他们忘记疲惫，愉悦身心，
整个人精气神十足。

“现在我们这支队伍发展得非常好，越来越有名气，还经常参加
旗里和镇里组织的演出，我希望将来能带领大家登上更广阔的舞
台。对未来我做了很多计划，打算教更多的人制作四胡。自从学成
以后，我卖了 40 多把四胡，每把四胡的售价在 800 元至 1800 元不等。
这也是我们村民增收的一个渠道，将来只要是想学习的村民，我都
免费提供指导，并帮助他们销售成品。另外一个方面，我还要继续
做好四胡的传承和发扬，到百姓家中、田间地头、学校工厂进行四胡
表演，让更多的人熟悉四胡、了解四胡、爱上四胡，为传承和发扬我
们蒙古族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包金海信心满满地说。

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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