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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鹏

民族大联欢活动和开幕式、闭幕式、火炬
传递一样，是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的重要组成部分。9月 12日，民族大联
欢活动盛大举行之际，本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
了民族大联欢活动总导演李维佳。

“今日天公作美，我们在很凉爽的天气条
件下完美完成了整场表演。”李维佳心情很愉
悦。她说，节目组之前做过很多预案，曾经担
心表演当天天气炎热，没想到天公作美。表
演圆满完成任务，更要感谢所有演职人员的
努力和付出。

据李维佳介绍，民族大联欢活动在舞台表演

方面，体现了各民族之间不分彼此心与心交流的
主题；在游园环节，则通过手绘地图、智能机器人
志愿者等科技元素加强互动，促进各民族之间的
文化交流。

“石榴红了，涨红笑脸。石榴红了，醉红家
园。石榴结籽，抱成一团。抱紧抱紧，更甜更
甜。”李维佳说，在整个民族大联欢的彩排以及
表演过程中，她对这首《石榴红了》印象最为深
刻，“它是一首我们专门创作的具有童谣属性的
音乐作品，把它定为本次民族大联欢的主题歌，
是希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李维佳表示，中秋佳节前夕，56个民族欢
聚一堂，用一场大联欢共同庆祝盛会，献礼新
中国70华诞，特别有意义。③6

□本报记者 马涛

9月 12日，郑州炎黄广场上，民族大联欢
文艺演出正火热进行。在云南省代表团中，有
个女孩一直举着手机，记者凑近了才发现，原
来她是在与家人进行微信视频聊天，她说她正
在“现场直播”呢。

“我是阿昌族的，我的家人住在云南偏远
的寨子里，他们都没有走出来过，我让他们也
看看这么盛大的活动。”女孩一边跟记者聊天，
一边不忘举着手机。

女孩叫马思嘉，今年 21岁，家住云南省腾
冲市蒲川乡曼朵村曼堆社区，这是她第一次参
加全国民族运动会，参加的项目是毽球。“我现
在是我们寨子的名人了，寨子里的人每天都去
我家打听我参加运动会的情况。”马思嘉高兴
地说，“我们云南代表团就我一个是阿昌族。”

阿昌族是云南特有的、人口较少的 7个少
数民族之一，总人口仅3万多。

“妈妈快看，这是你特别喜欢的中央电视
台主持人海霞，她也来主持今天的活动了。”看
到海霞出场，女孩赶紧跟家人“现场播报”。

“刚刚表演完的是歌舞《锦绣中华》，有蒙
古族歌曲、壮族天琴、维吾尔族舞蹈……”

“现在正在演出的是河南民歌《编花篮》，
你们都没有听过吧？”

“这会儿天上下着毛毛细雨，但丝毫不影
响现场热烈的气氛。”

马思嘉直播得特别认真。她说这是她第
一次来郑州，没想到郑州这么漂亮，郑州人这
么热情。她要把这种幸福感不断地传递给家
人，传递给寨子里的人，她觉得通过视频聊天
进行“现场直播”是最好的方式。

“我要尽己所能让寨子里的人多看看外面
的精彩世界。本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开幕式
我已经‘现场直播’过了，随后还有颁奖仪式、
闭幕式，我要一直‘现场直播’下去。”马思嘉笑
着说。③5

“现场直播”的阿昌族女孩

神州盛会同筑梦神州盛会同筑梦 中原大地齐欢腾中原大地齐欢腾

以客为尊礼相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民族大联欢尚未开
始，1953人组成的鼓阵和旗阵已在入口外绵延1953
米整装列队，1953这个数字，纪念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诞生于1953年。蒙蒙细雨中，盘鼓震天动
地，大旗招展如云，形成“鼓舞信心、旗开得胜”的迎宾
序曲，这是真诚质朴的中原人民对各民族嘉宾送上的
真挚祝福。

随着34个代表团依次步入，象征56个民族的56
名黄河汉子擂起大鼓，56名少女跳起中原古风舞蹈，
夹道相迎，少女们还手持柳枝洒水，为嘉宾接风洗尘，
盛情欢迎大家共赴盛会。

炎黄二帝巨像下的开阔场地中间，有一座 8100
平方米的三层祭坛。祭坛边沿以浮雕装饰，上刻56个
民族的图腾、吉祥物，寓意着各民族文化多元一体，体
现了中华民族大团结。

“今日之会，山高水长；今日之情，日恒月昌……”
祭坛两旁的300名少年吟诵着欢迎词，在笙、瑟、编钟
等古乐声中且歌且吟，一派礼敬贵宾的庄重气氛。

越过祭坛，两侧有奉茶少女和添茶少年，代表中
原的男女老少、父老乡亲，捧着黄河水泡出的毛尖茶，
以一杯杯中原特色的香茗敬献各族远道而来的贵客
宾朋。

民族交融中国梦

上午10时 30分许，56条彩带从炎黄二帝巨像下
展开，巨大会徽从中心舞台上升起……在震天的欢呼
声中，文艺演出拉开帷幕，一台各民族欢聚一堂、展现
风采、团结友爱的大联欢精彩上演。

“郑州欢舞迎客来”章节，河南籍文艺体育明星共
同演唱歌曲，融合了豫剧、说唱、中原曲艺等元素；青年
舞者用时尚的现代街舞演绎空中丝绸之路和米字形
高铁；“少林小子”和陈家沟太极高手同台切磋，共同展
现中原禅武文化的巨大魅力。

“山海欢歌乐交融”章节，各民族兄弟姐妹踏歌起
舞。欢快的舞步抒发着豪迈激情，悠扬的歌声叙述着
动人情怀，引着观众的思绪从天山绿洲飞到雪域高
原，从辽阔草原飞到塞上江南，又从大美壮乡回到黄

河之畔。在歌与舞的交织中，呈现出了中华大家庭的
团圆美景。

“家国欢笑共筑梦”章节，56个可爱的各民族小朋
友跑上台来，合唱童谣《石榴红了》。孩子们聚拢在圆
形平台中央，搭着彼此的肩膀，仿佛一颗颗红润饱满
的石榴籽紧紧抱在一起。多位民族歌手依次登台唱
起各自民族的歌谣，表达着对祖国的祝福、对新时代
的礼赞。

伴随着《爱我中华》旋律的响起，全场气氛达到高
潮，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各族儿女手拉着手、亲密无间，
围成了一个个同心圆。欢歌阵阵，汇成中华民族一家
亲的和谐交响；曼舞翩翩，踏出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美
好诗行。

中原文化嘉年华

舞台上，民族节目精彩纷呈；舞台下，2500张长条
桌在广场两侧围成绵延百余米的“连桌席”，各民族兄
弟姐妹围坐桌旁，共进午餐，共叙友情，洋溢着中华民
族的浓浓亲情。

就餐之后的游园活动，结合了本土风情的“中原
庙会”氛围和游园互动的“嘉年华”理念，堪称一场“中
原文化嘉年华”，引起了各民族朋友的浓厚兴趣。大
家三五成群，徜徉其间，有的看戏听曲、有的观看功夫、
有的欣赏魔术，在VR实景飞越黄河等科技游艺体验
区，纷纷参与互动。

最吸引大家目光的，是现场100多位河南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带来的54项非遗项目展览，造型
古朴的泥咕咕、奇巧瑰丽的唐三彩、灵动逼真的皮影
戏、青素典雅的汝瓷、特色鲜明的木版年画，栩栩如生
的面塑……与会的各民族嘉宾充分感受到了中原传
统文化的魅力。

来自广西代表团的马宇宏兴奋地说：“今天的活
动热烈、精彩，让人印象深刻，感受到了多元灿烂的中
华文化，也体会到了河南人民的热情，我们各民族一
定会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画好民族团结同心圆！”

不知不觉间，民族大联欢活动就要结束了，炎黄
广场上依然是欢声一片，笑语不断。大家依依不舍，
流连忘返，争相合影留念，要把难忘的瞬间定格，把真
挚的感情沉淀，把这场大河之畔的民族盛会铭记脑
海，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心间。③5

石榴结籽 抱紧更甜
——访民族大联欢活动总导演李维佳

□本报记者 刘勰

大河之畔同筑梦，炎黄像前齐开颜。

9月 12日的郑州炎黄广场，人潮涌动，其乐融融。参加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56个民族兄弟姐妹欢聚一堂开展民族大联欢，载

歌载舞、演绎精彩，共襄盛举、共谱华章。

民族大联欢 看点有这些 花絮

上图：民族大联欢现场古声古韵，礼敬贵
宾。⑨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许俊文 摄

下图：演员在民族大联欢中展示茶艺。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炎黄二帝是华夏
儿女共同的祖先。各族人民在黄河之畔、炎黄像
下欢聚一堂，同心共筑中国梦，具有特殊意义。看点看点 11

母亲河畔 欢聚一堂

从入口到舞台前的两公里主路上，组委会为
各民族贵宾准备了极具中原文化特色的迎宾仪
式，通过“远接、近迎、礼敬”三个层次，形成宏大的
迎宾阵势，采用“礼乐迎宾”的形式表达出“以客为
尊礼相迎”的迎客理念，在彰显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的同时，也表达了中原儿女对远方宾客最诚挚的
欢迎。

看点看点 2

好客中原 礼乐迎宾

文艺演出环节，中原特色与民族风情得到了
充分展露。节目中不仅有河南本土的民间艺术团
队、文艺志愿者参与表演，还邀请了多个少数民族
艺术家、表演团队登台献艺。

看点看点 33

中原特色 民族风情

游园区域设为南北两条游园线路，北线沿途可以
体验有河南文化及风情特色的民俗社火、百戏广场，
还可以观赏黄河，体验非遗项目等中原特色文化；南
线是沿炎黄广场南上山，可看戏听曲、观少林功夫、赏
魔幻大观。③6 （本报记者 刘勰 整理）

看点看点 4

两条线路 快乐游园

□刘婵

2500 张长条桌搭建起

绵延百余米的龙凤呈祥“连

桌席”，来自全国各地的少

数民族同胞们围桌而坐、乐

着笑着，将民族大联欢推向高潮。景颇族姑

娘罗蓉兴奋地说，“感觉很幸运，也很幸福，

与 56 个民族的兄弟姐妹热热闹闹在一起，

真的就像一家人。”

有一种关系，叫“一家人”，有一种感情，

叫“打断骨头连着筋”。在数千年历史长河

中，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建立

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 56 个民族多

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

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很多人还记得开幕式上那巨大的“和”

字，寓意着各民族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

发展。家和万事兴，在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炎黄子孙的心灵故乡，我们举行民族大

联欢，其意义不仅在于各民族的团圆，更在

于对家国的体认。每个人于盛会之际，重新

审视肩上的责任，思考个人、民族与国

家三者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

族观、国家观，认识到促进民族团结，

人人都责任在肩、都大有

可为，争当文化传播的薪

火、语言沟通的桥梁、友谊

传递的信鸽，这正是我们

对新中国 70 华诞

最好的献礼。3

家和万事兴
民族大联欢主题曲

《石榴红了》

石榴红了 涨红笑脸

石榴红了 醉红家园

石榴结籽 珍珠璀璨

一粒一粒 很甜很甜

石榴红了 涨红笑脸

石榴红了 醉红家园

石榴结籽 抱成一团

抱紧抱紧 更甜更甜

石榴红了 涨红笑脸

石榴红了 醉红家园

石榴结籽 结成红心

相亲相爱 永远永远

9月 12日，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
联欢活动在郑州炎黄广场盛大
开幕。 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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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纵情歌唱小女孩纵情歌唱。。⑨⑨33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邓放邓放 摄摄

▶炎黄广场，来宾欢聚在一起。⑨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许俊文 摄

◀演员载歌载舞。⑨3 本报记者 杜小伟 摄

▶非遗项目展览上，“中中”栩栩如生。⑨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贾志昊 摄

◀嘉宾在园区游览。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