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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贵州精神 传时代新声

叶小文先生青岩寻坊开讲

本报讯 “从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从发展滞后

到赶超跨越，勇往直前的贵州精气神，撑起了新时代

贵州精神……” 9 月 25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益文化

讲座在贵阳“青岩·寻坊” 举行，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作为 “众望开讲了·青岩寻

坊跨界月坛” 的首期嘉宾，通过“贵州大山里走出的

精气神” 主题，传递“时代新声” 。

为时代之问作答，让中国智慧、贵州方案发出声

音。 活动现场，叶小文的演讲贯通古今中西，主题鲜

明———贵州大山里，走出了怎样的精气神？ 时代潮流

奔涌，贵州“贵” 在有精神！ 一问一答间，中国强起来

和贵州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能与文化支撑， 响亮透

彻。

从贵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质朴情怀，到天人合

一的坚守与传承，叶小文用独特角度，深刻剖析了贵

州人文精神密码。 从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从发展滞

后到赶超跨越的历史巨变， 勇往直前的贵州精气神，

撑起了新时代贵州精神。 叶小文的讲述，有“高大上”

的思想格局，更有“接地气” 的泥土温度。

叶小文同时回望了贵州实现全面小康的非凡历

程，通过其中蕴含的付出与收获、鏖战与突破，探寻

经验启迪，解读精神密码，增强开拓新征程的勇气

和力量。 并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团结奋

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 的崭新面貌，赞

叹贵州奋进路上的宝贵精神财富，用贵州人“日鼓

鼓” 的精气神， 为观众递上打开贵州发展密码的

“软实力” 钥匙。

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幽默风趣的讲述，引发听众

共鸣。 活动现场， 叶小文动情演奏大提琴乐曲 《牧

歌》，时而舒缓、时而激荡的音符流淌在仲秋时节的青

岩寻坊，体现岀浓浓的乡愁乡情。

据悉，该公益文化活动每月将举办一场，邀请省

内外名家、大家来做客演讲。 同时，特别聘请顾久、傅

迎春、赵宇飞、余正生、杨庆武、何京作为特聘专家，

指导月坛工作。

本次活动由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国际山地旅游

联盟等单位指导，多彩贵州网·众望新闻、青岩·寻坊、

跨界影像艺术馆主办， 贵州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贵

州省经济文化促进会等协办，旨在与各界精英人士携

手打造一个贵州乃至整个西部地区重要的文化交流

和高端对话平台，拓展公众知识视野、助力学科跨界

交流、增强本土文化自信、促进文化旅游融合，为贵州

高质量发展，探索精神动能和文化支撑。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源 赵红薇）

贵州京剧院原创《锦绣女儿》

入选中国戏剧节

本报讯 由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武汉市

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将于 10 月 9

日至 28 日在武汉市举行。 由贵州省戏剧家协会推荐

申报的贵州京剧院原创大型时代京剧 《锦绣女儿》

入选本届戏剧节，将于 10 月 26 日亮相武汉“京韵大

舞台” 。

《锦绣女儿》以讴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伟业，赞颂建党百年丰功伟绩为创作主题，以发生在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一线的贵州苗族群众感人事迹为

创作原型，历时三年多创作完成。 期间主创人员数十

次深入贵阳、铜仁、黔东南州等地的民族村、苗寨、工

厂和博物馆等， 深挖贵州民族故事。 该剧于 2020 年

10 月成功首演后，于当年 12 月 26 日在央视“空中剧

院” 黄金时段播出，今年 7 月又参加了由中宣部、文化

和旅游部、中国文联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活动，获得专家

与观众的广泛好评。

作为一部现实题材京剧，《锦绣女儿》 在表现形

式上打破传统，通过非遗代表性项目“苗绣” 和“京

剧” 的融合，在剧情、舞美、音乐和服装等设计上糅合

了众多具有贵州苗族代表性的元素，并创新性地将苗

语穿插到京剧唱腔中，为观众带来了别具一格的视听

享受。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省老艺委成立二十周年

成绩斐然

本报讯 9 月 28 日，“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成

立二十周年暨欢度老年节” 活动在筑举行，众多为我

省文艺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老艺术家欢聚一堂，抚今

追昔，共商艺事。

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成立于 2001 年 4 月，会

员来自我省各文艺院团的离退休老艺术家。 他们为我

省文艺事业努力奋斗几十年， 留下了不少有口皆碑、

熠熠闪光的作品，离退休后仍情怀不改，为钟爱的事

业贡献余热，在各个文艺院团的创作排练中，都有他

们出谋划策、甘当绿叶的辛勤奉献。

省老艺委成立二十年来，成绩斐然：为纪念中国

话剧一百周年组织排演了经典话剧 《黑奴恨》；在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等

重要节点举办了文艺晚会；今年 6 月，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又举办了“百年光辉赞” 文

艺演出。

除了举办大型演出，还梳理贵州文化发展，撰写

出版了系列丛书：用 15 年时间，共出版了 5 辑记录我

省艺术家生平以及我省艺术发展业绩的 《黔岭星

空》；2009 年，出版《贵州话剧光辉历程》；2020 年，

出版《黔地文化记忆》系列丛书，记录了贵州电影、贵

州连环画等文化的发展；还出版了记录我省老艺术家

成就的《绚丽的夕阳》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时讯

�两位贵阳女士的非遗之“爱”

设计师胡丽亚：

民族工艺“碰撞” 年轻人日常配饰美学

�核心提示：

在第十七届文博会贵州馆，“蓝花叙事”“祥纹银饰” 两家贵阳

企业展柜上的展品，从名字到样式都非常吸引人。

深入两个贵州民族文化品牌故事的背后， 两位创始人同为贵阳

人，她们分别讲述着一个媒体人和一个设计师对贵州民族文化，尤其

是对非遗文化内涵的探寻、保护和创造之旅。她们热爱贵州的民族文

化，并以此为事业，去追寻民族文化里的美与真实，以及更远的精神

世界。

�核心提示：

在第十七届文博会贵州馆，“蓝花叙事”“祥纹银饰” 两家贵阳

企业展柜上的展品，从名字到样式都非常吸引人。

深入两个贵州民族文化品牌故事的背后， 两位创始人同为贵阳

人，她们分别讲述着一个媒体人和一个设计师对贵州民族文化，尤其

是对非遗文化内涵的探寻、保护和创造之旅。她们热爱贵州的民族文

化，并以此为事业，去追寻民族文化里的美与真实，以及更远的精神

世界。

� � � � 9 月 25 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文博

会贵州馆，由王小梅创立的“蓝花叙事”

品牌展柜展示出一件件精美的蜡染绣

品，其中比较特别的蜡染品“沃饕丝巾”

“马蹄花百格丝巾” ，以及书名为《蓝书

叙事》的书籍吸引众多目光。

《蓝花叙事》是王小梅在 2009 年出

版的书籍， 这本书的出版延续了她从大

学以来的 “蓝花梦” 。 王小梅介绍：蜡

染———贵州苗族妇女称画蜡染为 “画

花” ，把蜂蜡融化，用铜质蜡刀蘸在纯棉

白布上作画。 再用山野中采撷的蓝靛，配

以石灰、酒，“养” 好染料，放入染缸中浸

染，“画花” 处蜂蜡在热水中脱去，留下

白花。 蓝布和白花沉淀出时光中的美，谓

之“蓝花” 。

苗族妇女在蜡染“蓝花” 中，几乎画

出的每一个作品，都有民族神话故事，或

是和神话相关的，是她们的“叙事” 。

在王小梅看来，“蓝花” 不仅仅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手工艺， 更是贵州

大山里常年守望和守艺的少数民族妇女

群体，连接个体与族群、村落和社会，以

此传递人生的仪式、生死观和天地观，是

精美手工和精神世界的完美呈现。

媒体人出身

她却深爱着“蓝花”

王小梅遗憾没能亲自到深圳参会，

因为这几天她在金华镇翁贡村的蓝花叙

事馆为绣娘培训。

蓝花叙事馆建于 2018 年，距离观山

湖城区半个多小时车程。 蓝花叙事馆的

墙壁上挂满照片， 记录了王小梅对贵州

苗族精神文化生活的观察和参与， 每当

参观者走到这些照片面前， 她都能详细

地说出当时的故事与经历， 对里面所涉

及的非遗艺术品如数家珍。

这一切经历都与王小梅的记者职业

有关，1999 年，她就职于《贵州日报》文

艺部。 怀着对蜡染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热

爱，在过去 20 年时间里，她收集到多种

贵州省境内多民族传统非遗技艺物件，

现藏有蜡染、刺绣、民俗物件等 2000 余

件（套）。 在这个过程中，王小梅持续写

了 300 多万字有关文化遗产类的深度报

道，并利用业余时间，以文化志愿者的身

份参加了 “季刀苗寨的女人实验戏剧”

“手上的记忆———两个苗族妇女的生活

世界”“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

述史（一二期）” 等致力于民族文化遗产

传承与保护工作的活动。

王小梅常年行走村寨进行田野工

作， 系统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

述史，先后编著和翻译《手上的记忆：两

个苗族妇女的生活世界》《蓝花叙事》

《寨生》等 20 多部书籍。

“蓝花” 之美

迈向更广阔的世界

蓝花叙事馆现在签约的手艺人达

500 人，他们立足传统手工艺不断推陈出

新，推出重头产品“瑙壁哩魶” 花鸟鱼虫

丝巾等。 2019 年，在“中国公益慈善项目

大赛·非遗文创专题评选” 活动中，“瑙

壁哩魶” 花鸟鱼虫丝巾获得最具含金量

的奖项———“锦鸡奖” ， 获奖者是丹寨县

扬武乡基加村白领苗蜡染技艺传承人杨

春燕。

“瑙壁哩魶” 花鸟鱼虫丝巾与蓝花叙

事馆有着这样一段故事。

杨春燕在蓝花叙事馆内见到了一幅

蜡染收藏品。 这幅由王小梅早年从黔东南

民间收集的蜡染，已有上百年历史，其画

面内容丰富且充满浪漫色调。

“瑙壁哩魶” 即由此幅藏品延伸而

得，作品意为“花鸟鱼虫” ，展现了苗族

古老文化与现代工艺融合的时尚表达。

2019 年， 蓝花叙事馆一项重要的成

果———《传衍文脉 3·贵州非物质文化遗

产口述实录》出版，这是由贵州省文化和

旅游厅、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策划，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

贵州省人类学学会联合采集整理的贵州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项目二

期成果，记录贵州多元文化的形态，分享

传承人的故事，还原非遗文化记忆，让文

化遗产走向明天、走向未来。

“源于乡土，回归乡土，我们做的不

仅仅是产品，而是让‘蓝花’ 带着我们去

更广阔的世界。 ” 王小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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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这个是贵州龙骨化石样式的银

手链，一颗一颗骨节像麦穗一样，工艺

十分复杂，但是非常现代，很多年轻人

喜欢。 ” 第十七届文博会贵州馆“非遗

双创” 展区，祥纹银饰品牌创始人胡丽

亚为观展嘉宾介绍展品。

作为设计师，在胡丽亚近 20 年的

探寻当中， 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元素一

直是她的创造源泉。 为了弘扬少数民

族文化，她试图解构传统的银饰品，以

少数民族原始神话传说为设计要素，

在现代艺术概念中寻找新的表达方

式， 努力在贵州民族民间文化工艺和

年轻人的日常佩饰美学之间搭建一座

桥梁，让银饰拥抱时尚，走向更广阔的

舞台。

从民族传统中寻找现代艺术表达

在祥纹银饰的展柜上， 胡丽亚选

择了 “贵州龙”“鱼舞”“长命锁” 等

糅合了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工艺

的系列饰品作展示。 祥纹银饰还首发

了“四君子”“眼儿媚”“蜘蛛” 等系

列创新饰品。

“四君子” 系列饰品，将“梅、兰、

竹、菊” 四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感物

喻志为君子之象征的植物作为主体

图案，将银丝填充进树干、花苞和茂

竹，其虬曲盘绕的姿态展现出印象主

义式的生命精神。 “眼儿媚” 系列饰

品的设计灵感来自天蝎星象，将天蝎

座清冷又神秘的星盘外部表征融入

“眼儿媚” 设计。 “蜘蛛” 系列饰品设

计灵感来自苗族，蜘蛛被视为人的灵

魂，吐丝织网，用自然几何之形，作意

识流动之象。

胡丽亚说， 祥纹银饰以少数民族

原始神话传说作为设计要素， 在现代

艺术概念中寻找新的表达， 让更多年

轻人感受到贵州民族银饰的魅力。

传承和创新需要足够耐心

祥纹银饰品牌创始人胡丽亚美

术专业毕业 ，2006 年创建祥纹工作

室，祥纹银饰实体店位于花溪区青岩

古镇。

现在， 已很难追溯祥纹是怎么在

贵州的圈子里火起来的。 最初解释是，

胡丽亚的设计和掀起的工艺特色，很

能戳中一颗具备文艺气质的心。 而自

身就很文艺的胡丽亚， 最开始只把某

件银饰卖给了某位文艺女青年， 女青

年戴着它参加各种文化活动， 没想到

一传十，十传百，圈粉无数后，成了人

人都眼热的佩饰……

随后， 祥纹银饰获贵州旅游商品

“两赛一会” 设计大奖赛特等奖，又获

第 45 届全国工艺品旅游纪念品暨家

居用品交易会“金凤凰” 创新产品设

计大赛金奖……数次赴法国巴黎、意

大利米兰、 英国伯明翰等参加国际工

艺美术会展。

胡丽亚表示， 设计师必须保持足

够的耐心，对民族文化、非遗的认知，

需要沉淀， 带着功利心是不太能坚持

下去的。

当下 ， 民族文化需要传承和创

新保护， 在贵州民族民间文化工艺

和年轻人的日常佩饰美学之间搭建

桥梁，这是胡丽亚的坚持之道，热爱

之道。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林国

（感谢受访者为本文提供部分图

文资料）

王小梅的蓝花叙事馆。

胡丽亚作品———眼儿媚手镯。

胡丽亚。

王小梅。

王小梅著蓝花叙事书籍。

胡丽亚作品———团圆手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