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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何春阳）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6月28日，
《今日重庆》杂志推出“薪火相传”全媒
体特刊，以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
为窗口，以讲解员为桥梁，通过一个个
生动的党史故事串联起重庆百年党史，
生动阐释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充
分展现了重庆儿女讲好党的故事、传承
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的责
任和担当。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
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对
传承红色基因起着重要作用。在重庆
这片英雄的土地，众多革命纪念地记载
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伟业，也传递着他们
不朽的精神。“薪火相传”全媒体特刊正
是选取这样独特的角度，以小见大，讲
好党史与红色基因传承的故事。

特刊共100页，内容丰富、故事精
彩、图文并茂、印刷精美，并通过网站、
客户端、微信、微博等多渠道传播，以鲜

活的故事全面展现了百年来党团结带
领重庆各族人民，坚定不移推进革命、
建设、改革在重庆的实践，创造的永载
史册的光辉业绩。

特刊编写过程中，《今日重庆》记者
兵分多路，实地走进红岩村、杨闇公旧
居、邱少云烈士纪念馆、重庆三峡移民
纪念馆、下庄人事迹陈列室等重庆各个
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纪念地，聆听一个个
红色故事，深入挖掘其中蕴藏的伟大精
神力量。同时分享了讲解员弘扬红色
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心得与感悟。

《今日重庆》杂志社负责人介绍，
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今日重庆》开
设了“对话·初心”等多个精品栏目，组
织出版发行《重庆红色文化图谱》等多
种红色精品读物。通过挖掘和展示党
在重庆百年奋斗历程和革命实践中的
鲜活故事，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
别是青少年弘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
基因。

《今日重庆》推出“薪火相传”全媒体特刊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6月28
日，由市委宣传部与重庆出版集团、四
川美术学院合作推出的《重庆红色故
事》绘本在川美举行首发式。据悉，该
绘本是我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献上的一份礼物，也是对本土
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和主题创
作的一次尝试与探索。

据了解，《重庆红色故事》是由重庆
市委宣传部组织编写、重庆出版社去年
出版的一套图书。《重庆红色故事》绘本
是“重庆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以《重庆红色
故事》中的红色故事为基础，以木刻版
画风格为艺术表现形式进行创作。第
一辑共10本绘本，包括王朴、邱少云、
陈然、江竹筠、许晓轩、张露萍、沈安娜、
卢绪章、肖林、罗广斌等10位英雄人物
的故事。

28日首推了第一辑中的两本绘
本，分别是《王朴：毁家纾难助革命》和

《邱少云：烈火真金铸英雄》，用“版画+
动漫”风格的绘本语言，生动再现了革
命先烈王朴和抗美援朝英雄人物邱少
云真实感人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
共产党人的气节风骨。

“整个创作团队包括20来个人，于
去年6月启动创作，从120个红色故事
中选择了10个红色人物故事进行呈
现。”川美影视动画学院副院长徐静君
介绍，团队首先确定史实、故事主线，然
后从细节、色彩入手进行创作。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曾维伦表示，
《重庆红色故事》绘本是面向全市党员
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开展红色
革命传统教育和党史教育的重要辅导
读物，对于在青少年当中传承红色基
因、养成浩然正气具有积极的作用。市
委宣传部将购买1万册赠阅给区县、学
校等，让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更
加直观地了解重庆的红色故事，接受红
色革命精神的洗礼。

《重庆红色故事》绘本首发
用“版画+动漫”讲述英雄故事

□本报记者 刘一叶 韩毅

歌与舞，诗与乐，光与灯，辞与
章……6月 28 日，在重庆大剧院，

“永远跟党走”——重庆市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盛大
举行，巴渝儿女以歌为史，以舞言志，
回顾了党的艰苦奋斗历程，讴歌了党
的光辉业绩，表达了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的决心，展现了奋力书写新时
代新篇章的信心。

演出中，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
幕幕熟悉的场景，引发观众强烈共
鸣。

《致敬百年》
唱响巴渝儿女心声

“ 没 有 共 产 党 就 没 有 新 中
国 ……”作为整台演出的序，群舞
《致敬百年》一登台，即刻奠定整场演
出大气磅礴、激情澎湃的基调。

伴随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乐音响起，不同的人群高举红
旗、手舞红绸，穿行在舞台上，目光坚
毅地诉说着崇高的信仰、坚定的信
念。

“词曲先平缓阐述，思想感情逐
渐上升，再用连珠炮式的短句，句句
感情饱满，最后一句每个音符都是高
音，有一种把心里话一吐为快的感
受，唱出了巴渝儿女对中国共产党的
衷心拥护和跟党走的坚定信念。”该
节目编导赵倩称。

同时，大写意的舞蹈表现了在南
湖的红船上中国共产党成立，随后上
百名舞蹈演员用星星之火熔铸出一
枚巨大的党徽。大家围绕在党徽周
围，坚定地注视着党徽冉冉升起，寓
意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也寓意中国
人民从此有了主心骨。

“古今的对话、快慢的对比、多样
化的动作，形成了极强的视觉冲击，
如史诗般立体展现中国革命的面貌
焕然一新，让整场演出一开始就进入
高潮。”赵倩说。

紧接着，上篇《星火燎原》在组舞
《长征》中启幕，年轻号手拼死护红
旗、翻越雪山等细致动人的场景，生
动展现了红军战士坚定的革命信念，
高举的旗帜像是不灭的明灯，指引着
人们向前，彰显出荡气回肠的艺术感
染力。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伴随浑厚、低沉的男声情景
朗诵《沁园春·雪》上演，观众的思绪
瞬间被拉回到1945年。

“卖报、卖报……”一段情景演艺
后，领诵人、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
表演系教授黄晟在“市民”簇拥下登
台，用颤抖的手摊开报纸，声情并茂、
铿锵有力地朗诵《沁园春·雪》。在他
感染下，“市民”群诵由弱逐强，层次
丰富，一浪高过一浪，并无缝衔接了
男声独唱歌曲《沁园春·雪》。

“江山如此多娇，江山如此多
娇!”最后整个舞台灯光点亮，上百人
组成声势浩大的表演大合唱，寓意全
中国人民渴望和平的热情无限高涨，
将节目气氛推向高潮。

“这首词，我已在不少大型活动
中朗诵过，但这次的艺术呈现是最好
的。”黄晟称，1945年《沁园春·雪》在
重庆首次公之于世，引起轰动，在重
庆的历史上留下一段“佳作唱和传渝
州”的佳话，至今仍为世人传颂。

“该词融写景、议论和抒情于一
炉，意境壮美，气势恢宏，感情奔放，
胸襟豪迈。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
际，由我来领诵这首词，让我心潮澎

湃，热血沸腾。”黄晟动情地说。
接下来，舞台中央，一群年轻演

员用舞蹈把观众带回了1949年黎明
前的重庆。演员们以身体当针线，在
巨幅红色“被面”上，翻滚、拉伸、交
插，“绣”出心中的五星红旗……歌舞
《一片丹心向阳开》生动再现了革命
烈士在狱中绣红旗的场景，引发现场
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中流击水》
巴渝儿女奋楫者进

中篇《中流击水》，展现了巴渝儿
女奋楫者进的拼搏精神。

群舞《春风春雨》，通过对同名歌
曲的改编，编排出一段写意的女子群
舞，借春风春雨比喻改革开放开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春天，奠
定了中篇生机勃勃的艺术风格。

随后表演唱《年轻的朋友来相
会》《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以载歌
载舞的形式重现了改革开放后，巴渝
大地一片勃勃生机的景象。

情景表演《踏浪扬帆》则是一个
有着重庆地方特色的舞蹈，融入了川
江号子、抬工号子、现代号子等元
素。在编舞上，运用了现代舞的编创
手法，对拉纤这一原始艺术形态进行
改良，创作出新的涉险滩、闯激流等
舞蹈语汇，表现了一群坚毅的重庆人
踏着嘉陵江、长江水，激流扬帆、搏浪
前行，展现出了巴渝儿女不畏艰险、
乘风破浪的豪情。

歌舞《把一切献给党》由美声、民
族、通俗三位男歌手共同演唱，舞蹈
抓取了“手拉手”的动作，表现出中国
共产党与人民心连心、手拉手，巴渝
儿女永远跟党走的决心。

《砥砺奋进》
矢志不渝跟党走

下篇《砥砺奋进》让整场演出高
潮迭起。

重庆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的
经典旋律引出青春时尚的变奏。土
家族和苗族儿女身着节日盛装，涌向

舞台，载歌载舞，赞美新时代新生活，
展现了下篇时代感浓郁的艺术风格。

“下庄像口井哟，井有万丈深
哟……”伴随着一阵山歌小调，一群
下庄村民的群像出现在舞台上。情
景讲述《敢向绝壁要“天路”》，通过故
事讲述和情景表演相结合的方式，把
现场观众带回到那段向贫困宣战、追
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场景。

两位讲述者在第一人称和第三
人称之间切换，时而对话时而独白，
生动地讲述“时代楷模”毛相林带领
村民修路脱贫的先进事迹和心路历
程。舞台背后的大屏幕上，播放出下
庄村修路之前的艰难环境和路修通
之后的新景象，大气、震撼，强烈的视
觉冲击将现场观众一下子带进下庄
村，感受村民不等不靠、追求美好生
活的奋斗场景。

节目讲述者之一、重庆市话剧院
副院长王弋透露，这个节目原本为两
位讲述者完成，“为了在短短的8分
钟内，让观众感受到强烈的时代感和
鲜明的重庆特色，我们将其丰富成了
一个既有讲述者，也有人物塑造的语
言类节目。我们希望用这一艺术手
段，呈现出下庄人绝壁凿路的感人故
事，传播下庄人的不等不靠、敢向绝
壁要‘天路’的精神。”

创意舞蹈《绿水青山》的舞蹈形
象取自具有浓烈巴渝气息的诗歌《竹
枝词》，用古典气质的重庆女性形象
配合大写意的视频画面，营造出巨幅
流动的生态文明画卷，展现了“山清
水秀美丽之地”的无穷魅力。

说唱歌舞《重庆更美》融合了街
舞、跑酷、说唱、平衡车等现代时尚的
舞台表演形式。演员们在舞台、钢
架、液压平台营造的立体多维空间
中，完成复合性的交互表演，展现出
重庆“8D”都市的魅力。歌词更是以
长嘉汇、广阳岛、科学城、艺术湾等城
市新名片，别开生面地展现出重庆打
造“内陆开放高地”的姿态。

演出进入尾声《走向复兴》，大型
合唱歌舞《再一次出发》、大合唱《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时而余音
袅袅，时而铿锵有力，时而气势磅礴，
现场观众听得如痴如醉。演员们以
情带声、歌以言志，深情表达了巴渝
儿女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
和决心，抒发出对伟大的党、伟大祖
国的热爱之情、礼赞之情，把整台演
出推向最高潮。

观众反响
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整台演出精彩纷呈，全程掌声不
断。观众们纷纷表示，这台演出艺术
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让
大家汲取到了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
量。

重庆市模范退役军人李东江是
一位52年党龄的老党员。当看到文
艺演出中展现战士坚定革命理想信
念时，他无比震撼：“今天，我们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生
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有一个为人民为
国家的党领导我们，我深感幸福和美
好。”

而当看到重庆的基层共产党员
在一个个重大考验中冲锋在前、勇于
担当的场景时，更是引发他满满的感
动：“眼下的岁月静好，离不开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离不开广大党员干部在
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负重前行。我
们要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在新征
程上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非常震撼！”重庆邮电大学大三
学生王璨表示，“整台演出恢宏大气、
朝气蓬勃，既庄重又不失青春活力，
很多富有地方特色的元素很亲切，让
人眼前一亮。”王璨说，当她看到说唱
歌舞《重庆更美》时，非常激动，“我深
刻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现在重庆发生着巨大变化，能与
重庆共同成长，我真心感恩党，感恩
祖国。”王璨说，作为新时代大学生，
她未来打算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奉
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最美颂歌献给伟大的党
——重庆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侧记

□本报记者 刘一叶 韩毅

大气、庄重、恢弘……6 月 28
日，“永远跟党走”——重庆市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在
重庆大剧院上演，大量观众给出一致
评价。近20个节目、上千名演员参
加，该演出不仅规模堪称“重庆之
最”，更是对重庆文艺界精兵强将的
一次集中亮相。

从演员组织到节目编排，再到舞
台呈现，其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
事？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主创团队。

“我参与了无数台演出，这一次
对我来说，真是很有挑战性。”执行总
导演兼艺术总监刘学伟说，整个演职
人员团队有1000多人，其中年龄最
大的80多岁，最小的仅几岁。他认
为从最终的演出效果看，从序《致敬
百年》到压轴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每个节目的演职人员

都表现出了极高的专业水准和敬业
精神，让人看到了重庆文艺界的力
量。

比如，歌舞《一片丹心向阳开》节
目，演员是在一个长17米、高4米、
倾斜角度达50度的斜面，完成翻滚、
拉伸、交插等动作，“绣”出心中的五
星红旗。该表演方式对于人的重心
把握要求很高，且演员在完成动作的
同时还需要变化队形，难度非常大。
但台前幕后的所有人都秉承着高水
准、严要求的文艺工作追求，用精益
求精的精神反复打磨每一个作品。

视效总监谢驰称，为了充分展现
百年峥嵘岁月、百年辉煌历程，把最

美舞台效果献给观众，本次演出在舞
美设计上同样新意倍出，不仅采用了
裸眼3D、AR、全息投影等技术，还采
用了数字升降吊装舞台，使得舞台表
现形式更加丰富、立体，进而打破了
传统庆祝性晚会的局限，让演员的情
感表达更加充分，更容易引起观众的
情感共鸣。

节目编导、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舞蹈系副主任李文婷也表示，本次
演出的编排任务对她是一次重大挑
战，主要是时间紧、任务重，从编创构
思到进场合练，仅有不到1个月的时
间，而且演员来自不同院团高校，也
增加了排练的难度。不过，为了追求

更完美的艺术效果，他们从动作设
计、队形调度、道具的运用等，都经历
了无数次的推翻重做，全体演职人员
每天工作时长达10多个小时，表现
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

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国
家一级演员张礼慧是本次演出《再一
次出发》的领唱。她称，通过这次演
出，她看到了重庆演员们饱满的热
情，忘我投入、精益求精的精神风
貌。这场大规模的演出也给重庆文
艺界留下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例如，如何在短时间内召集大量文艺
人才，如何将分散的队伍集中进行大
规模彩排、如何排兵布阵等。

采用裸眼3D、AR、全息投影等技术和数字升降吊装舞台——

演出背后的重庆“智造力”

本报讯 （记者 王翔 通讯员
罗苑瑜）6月28日，由市文联，南川区
共同举办的“铭记初心 砥砺前行”重
庆市知名书法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南川）百米长卷创作活动在
南川区金佛山书画院举行。

据介绍，本次活动旨在引领广大书
法家和书法爱好者创作优秀书法作品，
以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讴歌党的
百年奋斗历程，赞美美好新时代。据
悉，本次现场创作的书法作品将全部赠
送给南川。

活动现场，20余名市、区知名书
法家饱蘸浓墨，专注创作，共同书写百
米长卷。有的书法家以诗词名句为内
容，有的则是自己原创文学作品，大家
笔走龙蛇，书写对党和国家的美好祝
福。

书法家们的创作活动，吸引了众
多市民驻足观看。“看了今天书法家
们的作品，让我很感怀。”南川区青年
志愿者王磊说，作为青年一代，他将
不负时代重托，争做敢于担当的时代
新人。

知名书法家创作百米长卷庆祝建党百年

6月28日晚，“永远跟党走”荣昌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群众歌咏活
动在该区人民广场举行。全区25支队伍参加活动，约3000名群众演员与近7000
名现场观众一起唱响红色经典歌曲，共同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通讯员 张成杰 摄/视觉重庆

万名群众唱响红色经典

▲6月28日，“永远跟党走”重庆市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在重庆大剧院开演。图为全场合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组舞《长征》。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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