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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民大师生亮相

央视《舞蹈世界》

贵州师生亮相

央视， 传播贵州少

数民族文化， 除了

《春晚》的亮相，贵

州又一所高校学生

登上央视舞台。 值

得关注的是， 这一

次的亮相是贵州少

数民族舞蹈艺术的

专场演出。

4 月 8 日下午

3 点 10 分，贵州民

族大学 2015 级师

生 迎 来 CCTV-3

综艺频道的《舞蹈

世界》之“青春梦

想季” 的专栏演

出，51 名学生表演

了 11 个包含贵州

民族特色风情的舞

蹈组合、剧目表演，

展示贵州少数民族

风采， 传播民族艺

术文化。

第一次登上央

视舞台的兴奋与压

力、 编排舞蹈时有

什么创意？ ……近

日， 记者专访此次

登上央视舞台的贵

州民族大学 2015

级师生团队， 了解

登上央视舞台背后

的故事， 倾听那些

兴奋与压力并存的

时刻。

精选学生

全力以赴专场演出

CCTV-3 综艺频道的《舞蹈世

界》之“青春梦想季” 是一档展示

舞蹈专业应届毕业生风采、梦想、追

求、正能量的节目，以往参加录制的

都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 上海

戏剧学院舞蹈学院等全国舞蹈院校

中的佼佼者。

“《舞蹈世界》栏目是国内宣

传推广舞蹈艺术的重要窗口和高端

平台，这样的一个专栏演出，不仅能

够展示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还

能考验学院办学水平、 学生专业素

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 说到

为何要申请此次专栏演出， 贵州民

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院长唐德松

说，和其他专业教学不同，音乐舞蹈

方面的学生需要更多的实践平台，

因此， 音乐舞蹈学院总会给学生争

取大大小小的演出机会。

“优秀的民族文化就是世界的

民族文化。 ” 唐德松说，贵州世居少

数民族文化极具特色， 作为贵州民

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他们想办出

能传播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的院

校，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因

此，在报送材料时，便选取了独特的

贵州少数民族艺术特色进行集中展

现。

为何说机会难得？负责此次前

往央视录制节目的是贵州民族大

学音乐舞蹈学院的张文涵老师介

绍，“从申请到获得演出函件，大

概半年时间。 ” 2018 年 4 月，贵州

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开始准备

参选材料，其中立足贵州少数民族

文化， 选择了 《苗族花鼓组合》、

《布依族专场组合》、《棍魂》、

《阿妹戚托》 等 17 个包含舞蹈

和剧目的节目材料和视频。 5

月，他带着参选材料前往中央

电视台节目组进行参评。 之

后，直到 10 月，才正式获得

专栏演出的函件。

音乐舞蹈学院院长唐德松

说，在获得参演资格之后，学院

就开始组建演出团队， 从 2015级

舞蹈专业的 200 余名学生中精选了

40名学生参演，还精选了 11名少数

民族特色系的学生进行芦笙等乐器

伴奏。“为了保证体力，学院还给学

生准备鸡蛋、 牛奶等食物补充营

养。”唐德松说，12月正式参加录制，

排练仅有 2 个月的时间，教师、同学

们一直都是紧锣密鼓的练习。

自编自排自演

11个节目创意十足

“每一个节目都经过教师不断

下乡采风， 结合舞蹈艺术创意编排

而成。 ” 张文涵不仅负责录制，也是

编排舞蹈的教师之一，他介绍，此次

共演出 《松桃苗族花鼓舞组合》

《苗族铜鼓舞组合》《苗族反排木

鼓舞组合》《彝族跺脚组合》《苗族

锦鸡组合》《苗山铜鼓人》《万物

生》《乌蒙魂》《阿妹戚托》《棍魂》

和《阿西里西》共 11 个节目，学院

12 个教师参与编排，每一个节目都

是原创作品。

说到每一个节目中所下的“功

夫” ，张文涵举例，在《松桃苗族花

鼓舞组合》中，为了展示动作齐全，

特意将其中一段在大鼓上跳舞的动

作改为在大鼓前跳；而在《苗族锦

鸡组合》中，原生态的表演为双手

垂直掌心向下随身体舞动的动作，

为了让舞蹈艺术化， 他们在原动作

的基础上进行了站位、 双手位置的

变换，让舞蹈更有层次感。

值得一提的还有剧目《棍魂》，

这个作品取材于贵州黔西南地区歪

梳苗的芦笙棍棒舞， 是作为丧仪用

的祭典舞蹈， 区别于其他地区的苗

族芦笙舞。“将丧仪的含义弱化，更

体现歪梳苗的勇敢和智慧。 ” 张文

涵说，在不改变其含义的基础上，他

们在剧目中以棍棒为元素， 编排了

一个歪梳苗首领带领族人迁徙他乡

的故事， 剧目表演和舞蹈艺术会让

观众更有代入感。

两个月紧锣密鼓的排练， 期间

经过了 5次严格的审查。 2018年 12

月 15 日，演出团队在中央电视台完

成了节目录制，该节目于 2019 年 4

月 8日下午 3点 10 分，在 CCTV-3

综艺频道播出。

珍惜机会

每个人都倾尽全力

走进贵州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

院，透过窗子看到一个个学生在舞蹈

室拉升、 排舞……2015级的学生正

在进行毕业演出的排练。“不管是人

生经历还是专业素质，我们的收获都

很多。 ”这些在央视舞台上走过的同

学们纷纷表示， 两个月“白加黑” 、

“五加二”的辛苦十分值得。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就像家里

的明星！ ” 说起登上央视舞台，彭子

璇同学说， 比起压力更多是兴奋。

“刚放假回来， 就得知要去北京表

演，大家都卯足了劲练习，基本没有

休息。 ”彭子璇说，从前期的兴奋、中

期的疲乏、抽筋到登台的紧张，她可

以铭记一辈子。 “也有些遗憾，我看

完演出后觉得还能更好。 ” 彭子璇

说，在表演《阿妹戚托》时，有一个

托举动作没有配合好， 她在舞蹈中

扯了一下丝巾，显得不流畅。

而同学郭彦冰觉得，他想要感

谢老师，因为在排练时，作为一个

剧目主角的他， 跳舞没有感觉了。

“怎么跳都找不到英雄的感觉，就

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舞者。 ” 郭彦冰

在剧目《棍魂》中扮演主角，排练

到后期，他怎么舞蹈、表演都发挥

不出苗族英雄领袖的气概。 有一

天，老师就叫他别练习了，买了电

影票带他去放松一下。 “静下心来

看完电影， 再排练时就找到感觉

了。” 郭彦冰说，他的内心十分感谢

老师。

令郭彦冰难忘的还有一件事

情。 在第二遍录制时，他从同伴的背

上摔了下来。 “胳膊肘着地之后没

知觉了，整个人都蒙了。”郭彦冰说，

《棍魂》当时录制了 3 遍，第二遍时

有些紧张， 从 1 米多高的位置摔了

下来，那是他最大的一次失误。 “所

幸没有影响录制，心理收获很大！ ”

郭彦冰说，此次登上央视舞台，不仅

是人生经历中的一个亮点， 更是一

次丰富的收获。

本报记者 陈玲

传播贵州少数民族文化

松桃苗族花鼓舞组合

在央视录制完《舞蹈世界》之后，集体合影留念

铺纸、沾水、刷平、风干、上墨……这

是传统技艺拓（tà）片的制作过程，在古

代，人们常用宣纸蒙在器物表面，再用墨

拓印来记录花纹和文字，以此制成拓片。4

月 14日， 这项神奇的技艺在贵州省博物

馆重演，30 位市民亲手制作了多幅精美

的铜鼓拓片。

在现场，省博的讲解员首先为市民介

绍了拓片的历史及简略的制作过程和工

具。为了能配合《王的盛宴》展览，贵州省

博物馆特地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借来

了两面大型的石寨山型铜鼓，并从广西定

制了两面小铜鼓，设计出符合青铜器主题

的拓片体验活动。

拓片制作的第一步，是用清水清理铜

鼓表面，再用刷子把鼓面清刷干净，让颗

粒和灰尘不要附着在上面。之后往鼓面上

刷一层白芨水，白芨是一种中药材，用它

来兑水刷在铜鼓表面， 能起到粘稠的作

用。

皮纸是制作拓片的主要材料，这种纸

料一面光滑，另一面粗糙，将皮纸的粗糙

面印在铜鼓表面上， 用硬毛刷沾上白芨

水，垂直地把鼓面浸湿，好让皮纸印在表

面更服帖。这个步骤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

把铜鼓的四周进行封边，好让皮纸和鼓面

粘合得更紧，不会轻易脱落。

用宣纸覆盖在皮纸上，能够起到吸水

的作用， 同时也能保护皮纸不会破裂，这

个小窍门是贵州省博物馆的专家独创。接

下来用棕榈刷轻轻敲打鼓面，好让皮纸贴

得更紧，使图案突显，最重要的是不能留

下气泡，不少人花了近十分钟时间。 “这

个步骤太考验耐心了，古人制作拓片时肯

定也很不容易。 ” 一位参与的市民说道。

等皮纸里的气泡都赶出来后，用吹风

机把表面迅速吹干，再轻轻地把附在上面

的宣纸揭开，就能在皮纸上用沾上墨汁的

拓包，进行最后的拓印。 “我们从铜鼓中

间的芒纹往四周拓， 力度一定要均匀

……” 在讲解员的指导下，一片片精美的

铜鼓纹饰跃然纸上，参与者都为自己亲手

制作出的拓片兴奋不已。

“能了解文化知识，还能学到传统手

工艺传承，这样的活动很棒。 ” 参与者聂

前艳对记者说。 据悉，省博的拓片活动已

举行了四期，未来还将陆续推出此类手工

体验活动，市民若想参加，请关注“贵州

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报名参与。

本报记者 罗林 文 /图

古物留影 墨拓精华

省博举行拓片制作体验活动

市民参加拓片制作体验活动

《棍魂》录制现场

《苗山铜鼓人》录制现场

同学们排练《阿妹戚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