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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关注教育一线 传递基层声音

“这个动作的来源就是雄鹰，脑海

中要想象，自己在万里高空翱翔……”

朗杰压低了身子，双臂外展，目光炯

炯。他的身后，是 70个从未经过专业

舞蹈训练的藏族大学生。

他们正在做最后“冲刺”，几个小

时后，他们就将走向全国大学生艺术

展演的舞台。5月 6日，全国第六届大

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在成都举办，西南

民族大学选送的《藏族踢踏舞》将作为

场外表演的“压轴”舞蹈节目，拉开全

国大艺展的序幕。

朗杰是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的

专业舞蹈教师，也是这支非专业舞蹈

队的艺术指导。对这些藏族小伙儿来

说，尽管歌唱和舞蹈从小就是他们生

活的一部分，但要让舞蹈带给观众美

的享受，又传递出青年学生的精气神，

难度不小。

踢踏舞是藏族传统舞蹈之一，舞

者通过规律而富于变化的踢踏舞步、

甩动手臂，营造出潇洒、奔放的气氛。

在朗杰看来，好的舞蹈还要流露情感，

这需要舞者对动作的由来、演变有一

定的了解，这也是他在日常教学中总

结出的经验。

“队员们有的是大一新生，有的即

将毕业，大家都来自高原牧区。”大三

学生刀杰仁欠是舞蹈队的组织者，“大

家听说能登上这么大的舞台，都特别

踊跃，特别期待。”

刀杰仁欠说，由于同学们都是“零

基础”，一个多月来，大家要从舞蹈的

基本动作、力度、呼吸开始规范，有时

一个动作甚至要练上几十遍，但大家

依然聚精会神、全情投入。

“好在同学们都有‘底子’，进步很

快。”刀杰仁欠告诉记者，学校会聚了

56个民族的学生，艺术氛围浓厚。“如

果翻开我们学校的校历，上面醒目的

标注着每一个民族的节日：藏历新

年，彝族的火把节，羌族新年，壮族、

侗族、苗族等民族的‘三月三歌圩

’……”

刀杰仁欠说，每到这些节日，师生

们便会穿上节日的盛装，大家手拉手

跳起藏族的锅庄、彝族的“跳月”、羌族

的“萨朗”，把学校变成了各民族相亲

相爱的大家庭。

刀杰仁欠的老家在甘肃省南部的

边远牧区，从小性格腼腆的他，通过丰

富多彩的校园文艺活动，不仅锻炼了

身体，更收获了自信。

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刘兴

全说，以艺术为“纽带”，西南民族大学

的师生们学会了用欣赏、包容、敬重、

学习的态度和胸怀来对待多元的民族

文化，从而形成了团结友爱，互尊、互

学、互助的良好氛围。

刘兴全说，为了进一步发挥美育

在立德树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重要作用，去年，学校整合资源、

搭建平台，成立了“美育中心”，通过优

质美育通识课、主题活动，非遗传承项

目等渠道，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从美育

中收获能力、陶冶情操、提高审美和人

文素养。

和着欢快的音乐，刀杰仁欠和队

友们有节奏地屈膝、踏脚、挥臂，动作

既粗犷豪放又轻盈柔美。5 月 6 日傍

晚，成都城市音乐厅外的广场上热闹

非凡，这群藏族小伙终于登上璀璨舞

台，全国各地的观众和成都市民纷纷

举起相机、手机，记录下他们的青春活

力。

音乐的鼓点越来越快，他们在快

速地踢踏后，跳跃、旋转、腾空，现场掌

声雷动、气氛达到高潮，每个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自信的笑容。“那一刻，感觉

所有的美好与光荣都属于我们。”刀杰

仁欠说。

本报讯（记者 葛仁鑫 摄影报道）
在遥远的漠河，漫长的冬季里风雪肆

虐，气象观测员们的故事拉开序幕

……5 月 9 日，在全国第六届大学生

艺术展演活动的戏剧展演中，成都信

息工程大学的同学们带来了一场精

彩的小品——《遥远的家》。该剧仅

凭 3个演员，就演绎出“气象人”克服

困难、扎根边疆、为国奉献的动人故

事，赢得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遥远的家》由成都信息工程大

学的师生原创，取材于校友的真实事

迹。“在排练的时候，听到老师讲这些

真实的故事，我们都十分感动。”学校

2017 级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

金泰旭谈到，他在剧中饰演一名帮助

年轻人的气象专家，其原型就是他们

的学长王剑琼。王剑琼 2003年从成

都信息工程大学毕业后，长期扎根高

原，为大气成分观测、气象科技创新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2016年，被科技

部授予“最美科技人员”称号。

“他们那代气象工作者凭着理想

与信念，实现的不仅是个人价值，也

为国家科技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金泰旭说。学校 2018级电子信

息工程大气探测方向的学生刘雨松

在剧中饰演另一名老资格气象观测

员，他谈道：“虽然我们都不是艺术专

业的学生，但以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出

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也能从中汲取力

量。”

在小品中，“川妹子”林嘉毕业后

被分配到漠河县气象局，在最初的新

鲜感过后，面对繁复枯燥的工作，种种

忧虑油然而生，尽管犹豫过是否离开，

可最终还是坚守留下来。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2019 级英语

专业的学生周悦宁在剧中饰演林嘉

这一角色。她在选拔的时候，第一次

念林嘉的独白，就不禁热泪盈眶，“通

过这次展演，我不仅更加了解我们的

学校，还感受到千千万万气象工作者

背后的辛酸与不易。”周悦宁说道：

“我们以后也会继续发扬‘气象人’的

精神，更加有勇气把梦想坚持下去！”

“安娜，哈音管弦系所有师生

感谢你！”在成都双流机场进站口，

哈尔滨音乐学院老师王鹏飞带领

全体师生大声喊出对西华大学志

愿者杨安娜的感谢。全国第六届

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期间，杨安娜

作为哈音参演师生的对接服务志

愿者，从接机、食宿到协调排练全

程陪同。“正是安娜的细心帮助，让

我们顺利完成了展演，也让我们感

受到了来自大艺展别样的温暖，感

受到了成都青年的风采。”王鹏飞

说。

大艺展接近尾声，各学校展演

师生也陆续返程。虽短短几天，但

各校和志愿者以及组委会工作人

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滋生了浓浓

的情感。各学校参演师生纷纷对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表达谢意；组委

会工作人员也用自己的方式感谢

各地师生的支持与理解。

写信表达感谢，感动铭记心中
“衷心感谢四川省教育厅对西

藏自治区代表团在成都期间的关

心、支持和帮助。”这段话出自西藏

自治区教育厅对四川省教育厅的

感谢信。原来，由于拉萨至成都火

车的班次原因，西藏代表队在组委

会规定的报到时间前一天到达，由

此产生了食宿问题。四川省教育

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与组委会多

次协调解决了西藏代表队 25名师

生的食宿问题。

相似的问题，在内蒙古代表队

师生中也出现了，四川省教育厅也

主动协调解决。内蒙古自治区教

育厅也发来感谢信，感谢对草原莘

莘学子的大力支持。

大艺展执委会也收到了山东

青年政治学院的表扬信。表扬信

中提到，参展学生魏东来因旅途劳

顿、天气炎热，水土不服，5 月 3 日

凌晨，出现肠胃不适、呕吐、腹泻等

症状，并前往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就诊。执委会接待与安全保障部

接到驻点工作人员报告后，立即指

派了两位工作人员前往医院，全程

陪学生就诊，并驾车送学生和指导

教师张明亮返回宾馆，还与酒店驻

点人员就魏同学后续的餐饮保障

做好交接。张明亮说：“执委会的

细心、耐心、温馨、敬业，尤其是在

突发事件中的迅速反应令我们非

常感动。”

5 月 2 日，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第一批来蓉参展学生抵达成都东

站，四川商务职业学院团委书记冯

端和对接服务志愿学生就全程开

启了无缝对接服务。参展结束后，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也向四川商务

职业学院写了感谢信，感谢学院师

生在候场、排练、联排、彩排、正式

演出等各个环节的跟踪服务。“热

情、周到、细致、真诚，是我们最真

切的感受！”信中提到。

线上线下，总有一句“谢谢你”
“来成都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

得了急性肠胃炎，治病的过程让我

感受到了许多温暖。”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学生高保隆在朋友圈写下

长长的一段话，感谢组委会工作人

员陪护就医。从他生病开始，组委

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就一直陪同

着他，在表示感激的同时，他也感

到愧疚。工作人员安慰他不必想

太多，照顾好每一位参展师生是组

委会的责任，这句话令高保隆无比

感动。

同样在大艺展期间感受到温

暖的还有香港科技大学的 4 名参

展学生。由于疫情原因，香港科技

大学原本 1 名指导老师、8 个学生

的队伍，只有 4 个学生来参加展

演。原本有些忐忑的行程，却因为

成都医学院志愿者卢家辉形影不

离的帮助而变得安心、暖心。“他帮

忙我们处理各种杂事，从观众的角

度给没有带队老师的我们提供建

议，才让我们顺利完成了本次展

演，真得非常感谢他！”一名香港科

技大学参展学生说，“如今，行程结

束了，我们都踏上返程，但会永远

记得和卢家辉一起吃糖水、一起排

练的时光，期待我们的下次见面。”

感谢与祝福总与离别相伴，现

实中、微信群、朋友圈，各学校参演

师生纷纷对志愿者表示：“谢谢

你！”

5 月 9 日下午，河海大学参演

师生即将返程，离别前，他们向四

川师范大学志愿者马同学赠送了

定制的笔记本与笔。送机的时候，

河海大学的学生们对马同学说：

“之前你一个人招待我们 40多人，

等你到江苏，就是我们 40 多人招

待你一个。”四川护理职业学院志

愿者谢枨也收到了新疆农业大学

学生夏义翔的感激和邀请：“多亏

了你，我们的成都之行才如此顺

利！期待有一天你可以来我们新

疆作客！”

成都大学志愿者周媛与泉州

师范学院师生成了好朋友，她们邀

请周媛去泉州玩。“一定要来武汉

玩啊！”成都纺专志愿者刘晓琴、潘

敏分别收到了来自武汉大学和华

中师范大学的邀约，“最美的时光

我们与你在成都相遇，有缘我们武

汉再聚！”

“为汝送行，吾亦有四愿”
“跟他们说完‘拜拜’的下一

秒，眼睛就红了……有缘再见！”这

是成都体育学院志愿者段昕彤在

送别她接待的浙江财经大学师生

后，发的一条朋友圈，配图是她与

师生在大艺展海报前的合照。

离别时，志愿者们也纷纷用自

己的方式为参展师生们送行。

河南警察学院师生离蓉前一

天，成都师范学院的志愿者何虹禹

为他们写下了一份情真意切的书

信。“你们在分别之际不仅用语言，

也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人民警察为

人民。”河南警察学院师生也向何

虹禹表达了真诚的谢意：“此次的

展演成功，有你一半的功劳，衷心

说一句‘谢谢你’。”

四川旅游学院为来自山东省

9所大学的师生，准备了具有四川

特色的熊猫面塑作为伴手礼。济

南大学指导老师田浩以及同学们

在收到小礼品时鼓掌致谢，他们

说：“成都是一个很舒服的城市，

这次来参加展演和大家相处得非

常愉快！”

四川师范大学志愿者马同学

说：“河海大学的哥哥姐姐太可爱

了，老师也很好。他们真的太棒

了，很细心，对我也很宽容。”她告

诉记者，一次，统计补办工作证信

息的表格被群消息刷上去了，她没

有看到，未能及时传达给河海大

学，感到十分愧疚。海河大学带队

老师邓韵特别温柔，安慰她说，遇

到事情解决了就好了，让她觉得很

温暖。

临别时，马同学收到海河大学

的礼物和邀请，感动得热泪盈眶。

她写给海河大学师生的离别寄言，

也说出了所有志愿者和大艺展工

作人员对参展师生的心声：一愿一

路平安；二愿所遇皆挚友；三愿再

到蜀地，尽兴一游；四愿自珍重，不

言再见，只待重逢！

从边远牧区走上璀璨舞台

70个藏族小伙梦圆大艺展
■ 本报记者 鲁磊

5月6日，西南民族大学参演学生正在彩排。（何文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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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钟兴茂

图为大艺展期间，参演学生团队与志愿者合影。（图片由大艺展组委会提供）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原创小品——《遥远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