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和浩特博物院（主馆）：青城的文化地标
●本报记者 刘丽霞 文/图

位于新华大街 44 号的呼和浩特博物院（主馆）
建于1957年，是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它占地面
积 12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5400 平方米，展览面积
3650 平方米。2010 年正式划归呼和浩特博物馆，
2013 年 12 月开始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因其顶端
有白马凌空奔腾的造型，成为青城的地标性建筑之

一。目前该馆举办两部展览：
一是《红色百年——全国革命文物图片选萃

展》。展览分为“革命岁月”“建设年代”“改革篇章”
“奋进新时代”四个篇章，共展出300多件/套革命文
物和 40 余处文物保护单位的图片资料。展览展示
了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攻坚克难，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夺取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辉煌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艰辛
探索、顽强拼搏，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
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奋斗历程。

二是《呼和浩特博物院院藏文物展》。于2021年
9月正式对外展出，展览精选院藏文物300余件套，以
呼和浩特地区出土和征集的可移动文物为主，具有
本土文化特征，结合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发展史料信
息及考古成果，展示首府多元的文化发展与交流。

呼和浩特是自治区首府，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
的家园，是多元文化共融的沃土，“呼和浩特博物院
院藏文物展”以时间为主线，将不同时期的代表性
文物古迹及院藏珍贵文物串联起来，用文物的形式
讲述了由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共同创造，团结奋进，
繁荣发展的城市历史进程。

为深入推进“两个打造”、传承红
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赛
罕区委、区政府将赛罕区腾家营村刘
洪雄的英雄事迹拍成纪实情景剧，作
为党员干部学习受教育的教材。8 月
15 日，以刘洪雄事迹为题材的纪实情
景剧首演，受到观影党员干部的好
评。日前，记者采访了该剧的编剧、导
演和主要演员，听他们讲讲该剧创作、
演出及背后的故事。

据《刘洪雄》策划和编剧、赛罕区
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喜生介绍，刘洪雄
作为革命烈士在呼市地区很有代表
性 ，赛罕区腾家营名言小学是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 今年以来，赛罕区深入
推进“两个打造”，在经典剧目中植入
红色剧目，收到良好成效。王喜生曾
参与过腾家营名言小学革命校史馆的
建设 ，对刘洪雄的革命事迹有较多了
解，当时就有把刘洪雄事迹搬上舞台
的想法，但因为种种条件所限没有实

现。这次创排的纪实情景剧，参演演
员都是赛罕区工作人员，中间以“老太
太和孙女对话”解说，把故事串起来，
配以背景音乐。 通过党员干部亲身
饰演革命者角色，体会革命先烈在面
对危险时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进一
步传承革命精神。该情景剧从 8 月 15
日首演，到 9 月 8 日结束，期间将演出
20场。

赛罕区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纪实情
景剧《刘洪雄》导演刘国君向记者介绍
说：“为了编好剧本，我们认真挖掘整
理、精心编排打造，群策群力，在尊重历
史史实的基础上，最终成功推出《刘洪
雄》这部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情景
剧。”

在剧中扮演刘洪雄的演员、赛罕
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朱江浩说，为了
演好刘洪雄，他反复和编导探讨剧本，
并在网上看了很多刘洪雄的资料和视
频 。在导演指导下，他每天都要对着

镜子多次练习，体会剧中的所有情
节。因为参演了这部剧，朱江浩对今
天的幸福生活更加珍惜，他表示正是

像刘洪雄这样革命者的付出才换来如
今的美好生活，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
要更加努力，为国家贡献更多力量。

纪实情景剧《刘洪雄》台前幕后
●本报记者 王中宙 文/图

呼和浩特博物院（主馆）

精选院藏文物

探访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清水河瓷艺：传承八百年 窑火映初心
●本报记者 王璐 文/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据了解，作为中国北方磁州窑谱
系，清水河瓷艺已有 800 年的历史。
经过从山西到内蒙古张选张氏家族为
代表的九代传承，清水河瓷艺已经入选
内蒙古自治区级非遗名录。说起清水
河瓷艺，就得提到一个叫黑矾沟的地
方，它坐落于清水河县窑沟乡西南部，
与鄂尔多斯市隔河相望，古瓷窑群坐落
在一条长约 2500 米的季节性河谷内，
坐北面南，依坡而建，这里至今有保存
尚好的宋、元、明、清古窑址群20多座。

张选介绍，黑矾沟的优质粘土是
陶瓷业难遇的好材料，在建国后，江西
景德镇、江苏宜兴、湖北黄冈、河北邯
郸等地的专家曾多次来到黑矾沟实地
考察，对这里的原料赞不绝口。因此，
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以瓷业为
生，陶瓷业一度成为清水河的支柱产
业，生产的盘碗杯碟以及瓷砖等产品，
远近闻名。张选的家乡就在黑矾沟，
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本土的陶瓷
厂，最终在他的带领下，清水河陶瓷产
品不仅走进北方千家万户，而且远销
海内外，黑矾沟白瓷更是在二十世纪
末代表全市建材产品大批量地进入

“亚运村”并出口日韩等国，成为清水
河瓷艺的高光时刻。

上世纪 70 年代，由于交通、技术
等原因，黑矾沟燃烧了几百年的窑火

熄灭，传统“馒头窑”被正式废弃，转移
到窑沟乡后手工作坊变成了机械化生
产，这也让清水河的陶瓷名声大噪。
在上世纪 90 年代，清水河的陶瓷厂生
意每况愈下，渐渐停产，至此，清水河
瓷艺也走到了尾声。

80 多岁的张选，熟练地将一坨泥
放在桌上反复揉搓，把泥里多余的空
气排掉，随后将和好的泥放到搅轮上，
靠惯性进行拉胚造型，他一手护着泥
的边缘，一手捏着泥的造型，不到一分
钟，一只碗便呈现在眼前，再用一根细
线从底部划过，碗便和剩余的泥分离，
一只碗胚就做好了。

这一幕是制瓷过程中最被人们所
熟知的，而完整的瓷艺流程可不止于
此。在这之前，要经过挖泥、碾泥、脱
水陈腐，紧接着就是老人演示的焖料
和泥与手工拉胚的步骤，随后还要经
过修胚、上釉、彩绘、装窑、烧成、出窑
打纣等工序，才能装车运输，送到客户
手中。其中脱木沉腐就需要 6 到 8 个
月的时间，用煤炭烧成的过程从点火
到停火累计三天三夜差不多 70 个小
时，停火后还需等待自然冷却。张选
说：“现在工作室烧成的时候用电烤箱，
大大缩短了烧制时间。过去用火烧需
要攒够一定的瓷胚数量一起烧制，用烤
箱就没有数量限制，两三个瓷胚也能烧。”

张选老人回忆，当初的制作工艺非
常传统，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负责手工
拉胚，不管做多少个产品，都是用手捏
出来的。尤其是彩绘的步骤，当时并没
有照片喷绘技术能够批量生产，碗沿上
的花纹、瓷砖装饰上的迎客松、酒瓶上
面的商品名字等等都是一笔笔画上去
的，“陶瓷颜料也不像水彩颜料颜色分
明，反而都是灰色的一些物质，经过烧
制后才能看出来到底是什么颜色，因此
在彩绘时也非常考验工匠的功力。”

尽管辉煌不在，但是清水河瓷艺
却给清水河县，甚至周边地区的人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至今日，还有
老乡用那个年代生产的大瓮、坛坛罐
罐来腌咸菜、放月饼，现居赛罕区巨海
城的张兰老人说：“尤其是坛子里放月
饼，能从头一年的八月十五放到第二
年的正月，甚至三、四月也都没问题，
月饼还是酥软的，味道极好。在呼市
放在冰箱冷藏里，月饼容易变硬变干，
总是没有坛子里的口感好。”年轻的芳
芳也说：“对对对，还有和面用的黑色
大盆，老家几乎每家人都有，结实又光
滑，和面的时候特别好用。”

眼下，已经耄耋的张选老人早已
离开了工厂所在地，在县城的住宅里
打造了两间工作室，一间放满了制作
的工具，一间则做成了展厅。去年，

张选老人做了一套全新的茶壶和茶
杯，他说：“干了一辈子，离开工厂后
我才能在自己制作的茶具上印自己
的章。我要抓紧时间，给子孙后代留
下有我印记的东西，让人们记住清水
河瓷艺。”说罢，老人又走向展厅，介
绍起了不同年代的陶瓷制品，沉浸在
过往的回忆中……

据了解，自 2017 年开设自治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清水河（陶）瓷艺
个体传习所以来，每年都有中小学生、
制陶制瓷爱好者慕名而来，向张选请
教、开展集体教学工作。未来，张选希
望通过研学、集体活动等形式，将这门
手艺传承下去，“也许不会创造很大的
经济价值，但它是清水河的一张文化
名片，我们应该想办法去推广、去传
承。”张选老人的眼中充满期待。

一口口古瓷窑伫
立在清水河县黑矾沟
的山间，在青山绿水的
陪伴下，似乎在无声地
讲述着那段有关黑矾
沟瓷艺发展的历史。
早秋时节，记者拜访了
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清水河瓷艺的传承
人张选，听他回忆那段
和瓷艺相伴的经历，那
些留下来的碗罐盘碟，
也把老人的思绪带回到
清水河瓷艺发展的高光
时刻……

张选老人讲述瓷艺的历史

历史悠久有不少高光时刻

手工制作 兼具实用与美观

雁过留痕 盼望瓷艺再辉煌

张选老人精心制作瓷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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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城文艺

呼和浩特市文联 呼和浩特日报社合办

呼和浩特市文投集团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民乐团
喜获2022国际华乐杯中国民族器乐大赛

中国区总决赛金奖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为打造一批
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
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书籍、舞台艺术作
品、影视作品、美术作品等文艺精品，近
日，市文联召开“喜迎二十大，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两个打造”
文艺工作专题培训暨工作座谈会。

培训会邀请内蒙古艺术学院教
授、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李
树榕作专题辅导。市文联、旗县区文
联负责人、各文艺家协会代表等 200
多人参加会议。

会上，李树榕围绕《践行“两个打
造”，致力艺术精品》作专题讲授。她
从技能技术、创作创新、文艺批评、文
化价值、文化自信等五个方面对推进

“两个打造”工作进行系统阐述和深入
解读。结合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学、
影视、舞台艺术等作品，深入浅出地剖
析和解读了如何紧紧围绕“两个打造”，
引导艺术家“为历史存正气、为民族聚
精神、为社会弘美德”，创作出“接地气、
传得开、留得住的艺术精品”。

培训结束后，旗县区文联负责人
和各文艺家协会主席分别交流了“两
个打造”工作推进情况和落实具体举
措。市文联就“两个打造”推进情况作
了专题部署，要求从理论研究、项目策
划、作品创作等全方位谋划，与文联主
责主业融合起来，统筹谋划，系统组织
推进，让文艺作品发挥“润物细无声”
的作用。

本报讯（记者 苗青）近日，由牛津
教育基金会、亚洲音乐联盟主办，国际
华乐杯中国民族器乐大赛组委会承办
的 2022 国际华乐杯中国民族器乐大
赛在北京落下帷幕。呼和浩特市文投
集团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民乐团参加
比赛，其作品重奏《江格尔赞》喜获
2022 国际华乐杯中国民族器乐大赛
中国区总决赛金奖。郭兴旺、张海英、
王瑶、刘宣伊均荣获个人金奖，二人台
艺术研究剧院民乐团荣获团体金奖。

据悉，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民乐

团参赛的作品《江格尔赞》是 2021 年
新创作的一首民族器乐重奏曲。这首
乐曲既包含了琵琶、二胡、扬琴、中阮、
笛子等乐器，又加入了马头琴、低音马
头琴、陶布秀尔、羊皮鼓、口弦琴、冒顿
潮尔等蒙古族乐器，同时把非物质文
化遗产呼麦也融入其中，形成了一种
全新的音乐演奏形式。整体曲调苍茫
辽阔、节奏简洁且不乏律动，呼麦演
唱，仿佛置身于无垠天际壮美草原，齐
奏齐唱表现了草原儿女乐观勇敢的精
神品格。

市文联举行“两个打造”文艺工作专题培训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近日，市委
宣传部发布了《呼和浩特市第十二届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名单》
和《2022年度全市“五个一工程”重点文
艺作品立项名单》。市文联选送的7部
作品获市“五个一工程”奖，市文联还获
呼和浩特市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组织工作奖。
据了解，这7部作品分别是舞台剧

《风吹草低》、电影《我是刑警王》、电视剧
《武荷香》、歌曲《红光》《防疫歌》、图书《宁
胡阏氏王昭君》《艺游发轫——何瑞乐
艺文论稿》。

同时，电影《我是刑警王》、歌曲

《红光》《防疫歌》《草原丝路》《呼和浩
特我的家园》《万岁！中国共产党》、舞
蹈《心随舞动》、图书《艺游发轫——何
瑞乐艺文论稿》被评为市委宣传部
2022 年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重点文艺作品立项作品，获得专项创
作扶持资金。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文艺战线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面向基层、服务群众，
创作出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
精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精品
力作，为繁荣我市文艺事业建设提供了
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市文联7部作品获市“五个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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