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家界市文化发展纪实

“神”采飞扬书辉煌

一份“家传之宝” 提高城市软实力

张家界，地处湘西北，集民族地区、革命老
区、贫困地区、武陵山区、生态功能区、知名旅
游区六区特征于一身。 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
张家界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达 75.28%， 土家族、
白族、 苗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
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张家界文化资源丰富， 共有 10 大类 818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国家级保护名录项目
4 项、省级项目 16 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1处，市、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 288处。

如何把这些“家传之宝”保护好、传承好？
“打造张家界地域特色多民族民俗文化新名
片，推动文化‘活态传承’”，成为这座城市的创
新选择。

张家界永定区西南边陲的王家坪镇，土家
文化历史悠久，土家哭嫁歌、打夯歌久久流传，
高花灯、扬叉舞等独具风情。 为加强对土家族
文化遗产的保护，当地政府建起 8 个土家吊脚
楼核心保护区，阳戏剧团组起来，民俗大戏唱
起来，引得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

特别是 2017 年湖南卫视新春走基层活
动———《直播苏木绰》，将王家坪镇带到聚光灯
前。“苏木绰”人气蹭蹭上涨，2017年王家坪旅
游接待人数超过 50 万人。 古村落不仅保护了
下来，还越活越“潮”，透出浓浓的国际范儿。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不少。 为推动文化活态
传承，张家界让古村落走出大山，让非遗走进
学校、舞台、景区。

全市每年组织和参与组织国、省、市、县、
村各级民族、民俗、民间文化活动近百场（次），
让民俗文化登上展演舞台；文化与旅游融合发
展，“白天赏美景、晚上看大戏”已成为张家界
旅游“新时尚”。

“下一代”是文化传承的“未来”。 张家界探
索非遗进校园，将非遗项目融入课堂、课间、课
后，把摆手舞、土家武术、土家花灯等传统技艺
改编成课间操，打造“一校一品”“一班一歌”的
校园文化。

如今，全市已有近 200 所大专院校、中小
学、幼儿园成为了传承特色文化和培养传承人
的基地。 张家界“非遗进校园”在全省创造了经
验，张家界天门小学入选 2018 全国“非遗进校
园”十大优秀实践案例。

沉寂多年的瑰宝“活”了起来，城市“软实
力”有了“硬支撑”，“国际张”更有“文化味”，魅
力指数不断攀升！

一台“融合大戏” 激活经济新动能

夜空当幕布，大山作舞台，近 1 万平方
米的剧场“漫天飞雪”，樵夫和白狐之间感
天动地的爱情故事， 在天门山里徐徐展
开———这是张家界打造的大型山水实景
剧《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

自 2009年首演以来，这部剧的平均
上座率达到 60%以上， 国庆期间更是一票
难求。 该剧创作团队负责人说，《天门狐仙》
既倚靠独特的山水地貌， 又融汇了桑植民
歌、土家茅古斯舞蹈等文化元素，这便是该剧
最大的魅力所在。

随着生活水平提升，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文
化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和文化消费模式、提高文化供给质量”成为摆
在张家界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该市大力实施“对标提质、旅游强市”战略，
推动文旅跨界融合。 文化产业风生水起，从旅游
演艺一枝独秀到文博、娱乐休闲、影视、特色画等
产业多点开花，形成规模以上文旅企业 60家。

《张家界·魅力湘西》《天门狐仙·新刘海砍
樵》等一大批旅游演艺节目蜚声海内外，今年 1
至 10 月旅游演艺创总产值 1.89 亿元，接待游
客 210.37 万人次。 张家界已成为无可争议的
全国旅游演艺中心，形成了旅游演艺的“张家
界现象”，11月 10日，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旅游
演艺分会成立大会在张家界正式成立。

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翼装飞行世界锦

标赛等各种世界级、国家级节事、赛事纷至沓
来。 元宵灯会、土家六月六、国际乡村音乐周、
洞听黄龙音乐季等等节庆活动人气爆棚，造就
文化“经典”。

一张张文化新名片横空出世，一个个新的
经济增长点不断迸发。 张家界军声砂石画等四
个项目入选国家文化产业重大项目库，丝绸之
路国际文化产业园、宁邦国际广场、宋城千古
情等产业项目风生水起，全面提升了张家界商
贸、演艺、会展、科技、金融、大数据以及总部经
济发展水平。

产业兴了，创业热了，就业也火了。 土家织
锦、土家刺绣等非遗项目，采取“公司 + 基地 +

农户 + 市场”的开
发模式， 吸纳上万

户贫困户在家就业。
张家界市“非遗 + 扶

贫” 发展模式还受到国家
文化和旅游部和省委、省政府

主要领导的高度肯定。

一场“全民盛宴” 开启幸福新生活

“文化不是少数人的‘风花雪月’，而是人
人共享的一场盛宴。 ”张家界把“文化惠民”作
为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抓住国家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机遇，扎实推进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一场“欢乐潇湘·美丽张家界”大型群众文
艺汇演持续七年，从城市到乡村，从不满 5岁的
孩童到年逾古稀的长者，从传统武术专场、小戏
小品专场、舞蹈专场、少儿专场、器乐专场到声
音曲艺专场……一场场以百姓为主角、“草根”
为明星的展演， 成为了展示张家界民族民俗文
化的特色舞台、孕育民间文化艺术的沃土，成为
群众文化活动的金品牌。 在今年的“欢乐潇湘”
全省群众汇演评选中，张家界《土家武魂》与《溜
子打起呆配当》两个节目一举获得特等奖。

依托“欢乐潇湘”， 张家界形成市区县联
动、城乡互动、产业联动、融合发展的群众文化
活动新格局。 培育扶持花灯、舞狮、腰鼓、管乐、
舞蹈、业余剧团等基础文化队伍百余支，目前
全市已有文化干部 500 余人、 文艺队伍 1000
多支、文艺骨干 5000 余人、文化志愿者 6000
余人。 慈利县龙潭河镇（板板龙灯）被文化和旅
游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桑植县
芙蓉桥白族乡（白族仗鼓舞）已被省文化厅命
名为“湖南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群众文化活动“热”起来，公共文化基础设
施“强”起来，公共文化服务“优”起来———

张家界强力推进“五馆一院一中心”建设，
建成 5 家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建有乡镇综合
文化站 64 个， 乡镇综合文化站设置率 100%。
全市 827 个村（社区）基本按照全省“七个一”
标准建设了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打通文化
惠民最后一公里。

开展“送戏曲进万村、送书画进万家”活
动，每年完成惠民演出 520 场，组织书画家开
展“新春走基层”活动，每年为村民拍摄全家福
400多幅，送春联、书画作品 1万多幅。

文化融入了百姓、融入了生活，融入城乡
发展的每一个细胞， 成为张家界一道新的、更
美的风景。

今天的张家界， 不仅是一幅风光旖旎的
“画”，更是一部博厚悠远的“书”。 翻开书卷的
张家界人，正以更坚定的文化自信，大笔续写
一个又一个辉煌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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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源里，“魅力湘西”“天

门狐仙”等精彩大戏场场爆满、

一票难求； 梭子丘上，“全国第

二大白族聚居区” 浓郁的民俗

风情吸引八方来客， 焕发古村

生机；天门小学，学生们穿起土

家族服饰，跳起摆手舞，传承非

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重大文

旅产业项目签约会上， 张家界

15 个项目集中签约，一次“吸

金”597.1 亿元……

行走在 “山水之城” 张家

界， 处处是文化繁花盛开的图

景，处处是大潮澎湃的声音。

作为湖南的开放窗口 、迎

宾客厅、旅游龙头和美丽名片，

张家界这座“超高颜值”的国际

旅游城市，多年来不断修炼“内

涵气质 ”———从实施 “文化强

市”战略到深入推进文旅融合，

从坚定文化自信到推动文化高

质量发展， 从建设国际文化旅

游中心城市到创建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张家界

一步步按下发展的快进键，全

市文化事业面貌焕然一新，文

化产业风生水起， 文化惠民硕

果盈枝，大名鼎鼎的“国际张”，

正不断崛起为文化发展的 “新

高地”。

载歌载舞庆丰收。 向韬 摄

非物质文化
遗产进校园。

张雪琴 摄

桑植
民歌节。

向韬 摄

《魅力湘西》表演现场。 张明涛 摄

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灵魂人物，对张
家界的文化发展而言，覃大钧便是这样的人
物。从阳戏剧团的普通演员到永定区文化馆
馆长，再到如今的市文化馆馆长、党支部书
记，他奋战一线 30 多年，是张家界文化发展
的见证者和重要推动者。

在市文化馆，我们有幸见到了从区县排练
现场赶回来的覃大钧。 “现在张家界的文化发
展势头，比起过去，变化可是翻天覆地。 ”覃大
钧开门见山地说，言语中满是骄傲。

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末，张家界文化发展
还未成声势， 出节目时反反复复就那么几个
人，组织活动很是艰难，覃大钧回忆道。

“民间才是文化艺术的沃土，要繁荣文
化就要深入民间。”覃大钧走街串户，和民间
艺人“结穷亲”，把散落在民间的“艺术珍珠”
一颗颗串起来；开办各类艺术培训班，深入
社区、学校、企业和社会团体进行专业辅导，
激活这个文化的“第一生产力”。

要想富，先修路；文艺富，建队伍。没有队
伍活动就组织不起来，没有骨干文艺就开展
不起来。覃大钧 2012 年通过选调进入市文化
馆任馆长，他的头等大事就是挖掘活跃的民
间艺人和文化能人，和他们交朋友，再根据各
自类型有针对性地成立不同类型的艺术团
体， 民间队伍从以前形式单调的 300 多支近
4000 多人， 发展到现在形式多样的 1000 多
支近 10000 人，通过近几年的精心扶持，这些
队伍将阳戏、龙灯、溜子、摆手舞、曲艺等近百
种特色艺术从田间地头、街头巷尾搬上了各
类舞台，每年演出近 10000 场（次）。

从 2013 年开始，以“欢乐潇湘·美丽张
家界”群众文艺汇演这个全省品牌活动为契
机，采取活动“养”、交叉“学”、企业“保”、学
校“培”、创新“传”、队伍“演”等方式积极创
编生产特色节目， 为市区县打造一县一品、
一乡一节、一村一民俗、一景一特色精品活
动注入新内容。 从会文、会武、会商、会旅的
全国 5 大灯会之一的元宵灯会， 到晒歌、晒
戏、晒民俗的“六月六”乡村民俗文化节，再
到以开耕祭祀、民俗表演、十八匠民间技艺
展示、百桌千人合拢宴为内容的“二月二”开
耕民俗文化旅游节； 还有桑植白族三月街、
央视《东西南北贺新春》张家界分会场文艺
汇演，2017 湖南卫视“新春走基层”“直播苏
木绰”活动等近 1000 场各类民俗活动。覃大
钧在这些活动里或策划、或导演、或民俗顾
问，都能让场场人气爆棚，个个堪称经典。

特别是市城区元宵灯会是一项传承上
千年的传统活动，看到她的表演队伍越来越
老、观众越来越少、收灯的时间越来越早，这
让身为文化馆馆长的覃大钧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

“必须让元宵灯会提质升级！ ”———他想
方设法，积极向主分管领导报告，动员学校、
单位、民间艺术团体、武陵山区兄弟市州加入
进来，街道亮化融入大型高科技灯组，就为了
元宵灯会大放异彩。经过多次的“改革”，元宵
灯会更有看头了，人气蹭蹭上涨，这些年每年
来观灯庆节的中外游客超过 30 万！

成功的背后总有数不清的汗水，为写好
一个策划方案， 他到办公室一睡就是一星
期；为做好一个活动，他和演员们一起吃盒
饭、晒太阳；为挖掘一个项目，他到乡下一待
就是十来天。 活动缺钱，他想办法拉赞助找
资金；活动缺人，他带领着同志们卷起袖子
一起干。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造
就了张家界今日繁荣的文化景象。

“文化在哪里？就在群众的生活里，在时
代的脉搏里。 文化传承发展，必须与时代挂
钩，与政治经济生活挂钩。”这是覃大钧的心
得体会。

“过去，是‘办文化’，把文化办起来；现在
是‘种文化’，把文化‘种’进人们的心里。 ”覃
大钧告诉我们， 近年来， 通过推动文化进社
区、进景区、进学校，搭建更多更具吸引力的
群众文化活动平台，张家界文化有了更好的
发展土壤。这不，覃大钧正在筹备的张家界市
第六届全民运动会开幕式，就有学生、演员、
民间艺术团体等 1000 多参演人员，年龄最小
的 12 岁，最大的 68 岁。

覃大钧感言：“过去是文化贫瘠的‘无人
问津’，现在是草根‘名人、民星、名队的’忙
不过来；过去是‘一穷二白’，现在是‘一呼百
应’。 ”

如今，群众文化在覃大钧为首的群文工
作者的引领下，大家一起在田野一样的舞台
上“种地”、“收获”，享受着阳光般生活的美
好，体味本土文化的百态千姿，体验她的泥
土芬芳，感受多民族民俗歌舞中传达出来的
内在美。 （王 珊）

从“办”文化到“种”文化
———访张家界市文化馆馆长覃大钧

人 物 故 事

元宵灯会。
邵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