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悠雅歌，曼妙舞姿；诗风墨韵，气象万千。戏曲、舞蹈、
魔术、朗诵、书法、专题讲座……稻菽飘香时节，我省的文艺志
愿者们满怀情意，在“万名文艺家下基层”活动中，走进赣鄱大
地的每个角落，为各地群众送去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文艺志
愿服务。从赣北到赣南，从巍巍井冈山到悠悠于都河……文
艺轻骑兵所到之处，欢歌笑语连连，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洋
溢在老百姓的脸上。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自
2019年开始，我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启动“万名文艺家下基
层”活动，组织文艺志愿者“自带干粮”，深入人民、扎根生
活。活动至今，共组织1333名文艺志愿者、文艺工作者赴全
省 11个设区市、100个县市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进行了389项服务，服务时长20000小时，受众人数近5万余
人次，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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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聚焦

热风冷眼

书店，顾名思义就是提供书籍、杂志给大
家阅读、购买的地方。虽然现在书店的内涵相
对从前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纯粹购书场所变成
了更多元的文化活动空间，如咖啡简餐、文创
售卖、读书沙龙……这些功能有可能成为一些
书店利润的主要来源，但传播思想、普及文化
的基本功能总还是要坚守。所以，当看书人在
书店看到“假书”，难免惊诧一番。

日前，顶着全球最美、日均流量破万等“标
签”，频频刷爆小红书的杭州茑屋书店被曝店
内落地书柜上半部有大量装饰书，且得到了店
员的确认：“在书柜顾客够不到的地方摆的确
实是装饰书，整面墙都是书，看起来美观，这个
高度，顾客反正也拿不到，装饰书还不用擦
拭。”此番说法，引发了网友热议。

书店里摆放“假书”并非个例，这些活跃在
网络商城中的装饰道具也常出现在一些咖啡
馆、高级餐厅，甚至是一些地方图书馆中。书
籍从随手翻阅的日用品变成了装饰品，如此

“内涵不够、数量来凑”的做法令人深思。
书籍，是文化的载体；阅读，是人类承继文

化的重要方式。书籍陪伴了中华民族数千年，
从甲骨到竹简、布帛、纸张，再到现今的电子书，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字通过不同的承载物续
写了春秋，赓续着血脉。造烛求明,读书求理。
囊萤映雪的车胤、凿壁偷光的匡衡、三日不读书
则觉面目可憎的黄庭坚、镜中看书的张海迪......
读书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对读书的作用
与价值有自己的切身体会。他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谈道：“书不仅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而是
能改变人类的命运，书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知
识水平，而且决定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
是全人类的知识水平。”他对读书的作用与价
值的高度评价，既高瞻远瞩，又实实在在，激励
着我们多读书、读好书。

在读书人看来，读书是人世间最美好的
事。教育家张元济曾说：“天下第一好事，还是
读书。”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甚至把图书馆誉
为“天堂”。他说：“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对于我来说，被图
书重重包围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读书的
重要性和愉悦可见一斑。

我们常用学富五车形容一个人学识渊博，
汗牛充栋形容家中藏书丰厚。但在“阅读”渐行
渐远的今天，一些人的爱书行为却变了味、走了
样。有的人置重金购买各类藏书，说是藏书，就
真的成了“藏”书，往往买回家后束之高阁。更
有如前文所说的“文化人”，购置大批道具书摆
放在办公室或者书房的高处滥竽充数，把图书
道具异化成贫瘠心灵的虚伪面具。对应为“一
方净土”的书店而言，摆放“假书”这样的“软装”
更是欺骗了读书人的感情，拉低了自身也轻慢
了书籍。“书是有生命的东西，有脉搏有知觉的
朋友”，失去了内容的假书，就是没有灵魂的空
壳，何谈阅读与进步。

现在很多“网红书店”融合了餐饮、文旅、
休闲等元素，吸引了诸多人前往打卡，这本无
可厚非。然而，当这类精致的高颜值书屋变成
了大家手机中的咖啡店、打卡点，如此附庸风
雅、买椟还珠、本末倒置，实在是失了本意和丢
了里子。

更重要的是，公众对书店的喜爱与情感就
建立在以书和阅读为中心的前提之上，他们逛
书店是因为这里有书香，是因为这里可以满足
他们对阅读的大多数现实需求和想象，是因为
这里就是书的天堂。正因为此，当公众发现他
们所爱的书店竟然摆放着只有外壳的“装饰
书”，就很容易觉得自己对书店的深切情感遭
到了嘲弄与背叛，至少失去了纯粹感。

真诚的态度、真实的力量，往往最能打动
人心。对书店而言，与其花心思装点书屋，把
书架搭设到高不可及，抑或是用道具书来降低
成本，不如多花些心思做好服务、改善客户体
验和读书氛围，把老百姓想读、爱读的书采购
进来，将书店布局调配得合理一些、布置得温
馨一些，实现便民、利民的阅读诉求。少一些
表面功夫，多一些真心实意，探索出更好的经
营模式来打造这片净土，吸引更多的人走进书
店，爱上读书。

“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我
们不妨拂去书本上的灰尘，走进这片隔绝红
尘功利的世界中，尽管做不到焚香沐浴和韦
编三绝，但亦可敛身正坐、静心捧读，让读书
与人生常相伴，和书籍中的先贤畅谈，在书籍
中寻找诗和远方。但愿图书能够早日走出被
当成摆设的尴尬境地，让人们学以致用并享
受到精神食粮的快乐，这应该是我们走进书
店的初衷。

莫让图书
成装饰

□ 胡新波

——我省万名文艺家下基层“送文化种文化”剪影

“““百花百花百花”””对沃土的情意对沃土的情意对沃土的情意

听说省文联副主席、省书协主席毛国典要来德
安进行书法专题讲座，当地的书法爱好者宋晨曦兴
奋得一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一大早，他随 10 余
名书法爱好者来到德安县图书馆一楼报告厅，在等
候了十几分钟后，他们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了心目
中的偶像。

毛国典以自己练习书法的经历为例，用幽默风趣
的语言，对怎样临帖、如何用笔、行款等书法专业知识
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生动阐释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深
邃魅力。近两个小时的讲座，现场观众对书法艺术有
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也提高了书法鉴赏水平。“希望
以后有更多的艺术家们常来我们这里传经送宝”，宋
晨曦激动地说。

这是今年3月5日省文联“万名文艺家下基层”志
愿服务活动现场的生动一幕。

为让文艺家下基层活动常态化、品牌化、人性
化，省文联结合元旦、春节、国庆、学雷锋志愿日、
中国文艺志愿者日、国际志愿者日等时间节点，
组织文艺家们赴全省各地开展小分队慰问演出、
文艺讲座、文艺辅导等主题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创新服务方式，为建立、健全文艺服务长效机制
奠定基础。

在今年“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20余名文艺家
以文艺讲座、文艺辅导、慰问演出等形式，赴车间、
生产一线开展志愿服务。以“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
党旗添光彩”为主题，将文艺为民、文艺惠民、文艺
乐民落到实处，唱响“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
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主旋律。

回忆起“五一”劳动节前夕赴南铁南昌车辆段等

地为职工义务拍摄的经历，省摄影协会副主席王岩
仍然意犹未尽。

“上午，我和一名摄影家登上 32 米的车站大
厅‘夹层’和顶棚，在 60 公分宽的通道中穿越‘钢
铁森林’，抓拍高铁电工作业精彩画面，危险系数
挺高的。下午，我们又来到南昌车辆段南昌西动
车组运用所，背着设备进入 15 米深的污水井及动
车的底部抓拍工作人员维护动车设备作业的场
景。”王岩说，虽然闷热、危险又很累，但是能够在
特殊的节日以这样的方式，致敬每一个奋斗在城
市角落，为城市默默付出的可敬的劳动者，深感
文艺服务人民的价值。他表示，这仅仅是开始，
以镜头对话劳动者，他们志愿服务的脚步一刻也
不会停歇。

把优秀的作品和精湛的艺术奉献给人民，一直
是省文联及各文艺家协会团体会员努力的方向。广
场上，红色歌曲铿锵有力；江河畔，唢呐独奏宛转悠
扬；田埂边，评书相声说学逗唱；新居前，乡音款款
关爱无限……

文艺工作是培根铸魂的工作。几年来，我省广
大文艺工作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超的艺术才
华，播撒文学艺术的阳光雨露，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需要。

“文艺志愿者们拜师群众，探寻创作源头活水；
植根生活，激发艺术创造活力，以百花回报沃土，
以艺术服务人民，用慰问演出、文艺讲座、文艺辅
导等文艺惠民服务形式，深入基层一线‘送文化
种文化’，让一线群众深切地感受到全面小康带
来的获得感、幸福感。”曾宏告诉记者，接下来，
他们将继续发扬乌兰牧骑精神，“以天为幕布，以
地为舞台”，让文艺轻骑兵深入赣鄱大地，服务广
大人民，为乡村振兴贡献文化的力量。

（图片由省文艺志愿者协会提供）

“手机拍照谁都会，但我想拍出高格调的‘大片’，
平时都是跟着抖音学点皮毛，很不专业。”南昌市摄影
爱好者刘菲菲说，前些天看新闻，了解到通过微信小程
序搜索“江西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信息服务平台，
就能“自助点单”，跟名家学摄影，她和几位摄影爱好者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诉求告知当地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管理员，通过他们请摄影专家授课。没想到，他们
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满足。

刘菲菲说的具备“自助点单”功能的服务，是江西
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平台“项目库”。记者了
解到，为提高“万名文艺家下基层”文艺志愿服务精准
化水平、精细化程度，实现“供”“需”对接，解决所送非
所需的问题，省文联、省文明办将所属文艺家协会提
供的文艺志愿服务项目，统一纳入了江西省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平台“项目库”，建立起“群众点单、文
联派单、文艺家接单、受众评单”的“四单”服务机制，
为长效化、常态化开展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真正实
现了“送菜”上门。

作为省文艺志愿者协会秘书长、
“万名文艺家下基层”活动的组织协
调与推动者，之前搞活动时，曾宏总
是苦于资源有限，安排活动非常吃
力。“江西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平台‘项目库’就像一个‘超级大菜
单’，教育、宣讲、文艺等资源、198个
子项目‘慷慨’呈现，随时恭候基层群
众‘点单’，你想要的这里应有尽有。”

今年 7月，该“点单平台”面向我
省33个试点县（市、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组织了试运行，为1300余名基
层群众和文艺爱好者进行了文艺辅
导、文艺授课等文艺志愿服务，获得

了基层群众的一致好评。
“依托省‘点单平台’，诰峰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根

据群众需求拓宽了个性化志愿服务渠道，增加了政策
宣讲、文化生活、科学普及、医疗健身、卫生环保、扶贫
帮困、助学支教等内容。”景德镇浮梁县诰峰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管理员江军强说，今年以来，该站累计开展
服务时长达 578小时，发展“村嫂服务队”和“三老服务
队”等志愿服务20余次。

与江军强一样，对江西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平台赞不绝口的还有鄱阳县芦田乡金源村新文明实
践站党建宣传员李达煌。他认为，“点单上菜”的志愿
服务，是“有的放矢”的用心之举，可以让志愿服务“走
心”不“走形”。

“这样一来，既可以消除志愿服务中出现的‘落花
有意、流水无情’的尴尬局面，也可以破解志愿服务供
需双方牵手服务‘隔着窗户纸’的困局，让志愿服务实
现‘精准化’。”李达煌如是说。

2021 年 9 月起，“万名文艺家下基层”文艺志愿
“点单服务”项目，正式面向全省所有县（市、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开放，实现群众需求与志愿服务的

“点对点”精准对接，真正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形成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多元化、群众化的互动
新格局。

2014年 12月，我省文艺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共有注册文艺
志愿者4272名，涵盖了我省省级文艺家协会的大多数会员。每一
位文艺家都特别看重文艺志愿者这个“身份”。

陈雅萍，省内知名青年歌手，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研究会会
员、江西省音乐家协会理事。作为“万名文艺家下基层”活动的
参与者，说起志愿服务的经历，她一桩桩一件件，每一个细节都
记得特别清楚。陈雅萍是江西财经大学艺术学院教师，平日里
忙于教学和研究，接触基层的机会不是很多。而通过省文联文
艺志愿协会走基层慰问演出活动，对于她来说，是一次真切的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艺术体验。

“只有到人民中去，才能更好地理解音乐作品深层次的含
意，在教学过程中才能更加得心应手。”从 2019年开始，陈雅萍已
经连续多次参加“万名文艺家下基层”活动。她告诉记者，投入
文艺志愿活动中，让她油然而生一种艺术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也让她对“艺术来源于生活”有了更深的体会。

“当我随文艺家们来到弋阳县演出时，在方志敏纪念馆里看
到一段话——‘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
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我内心感慨万千。”陈雅萍说，她很珍惜
每一次当“志愿者”的机会，对她来说，每一次志愿服务，更像是接
受一次精神的洗礼。

不仅把优质文艺作品“送下去”，播撒文化种子，文艺家们更
将鲜活灵感、丰富素材“采上来”，汲取创作营养。省歌舞剧院乐
团独奏演员王战温，从事萨克斯和唢呐演奏多年，参加了多次国
内外重大演出。而“万名文艺家下基层”活动，让他收获最大，印
象最为深刻。他说：“创作中渴求的素材、灵感，必须能够打动自
己，才能感动观众。这些素材从哪里来呢？不是凭空想象出来
的，而要靠迈开双脚，走进生活的富矿。”

今年5月23日，第8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他的唢呐独奏
《红歌联奏》引来现场阵阵掌声。“我特意选择使用唢呐和萨克斯演
奏，改编老百姓耳熟能详的红色歌曲，这种创新形式老百姓非常喜
爱，看着他们跟着我的节拍一起高声欢唱，别提有多幸福。”王战温
告诉记者，未来他还计划进一步深入基层，发掘革命老区红色文化
资源，创作一批讴歌新时代，激发正能量的作品。

百花扎根沃土，文艺为了人民。“我们将一如既往深入生活、
与人民同欢乐，与时代同脉搏，让作品更加接地气、有感情、受欢
迎。”文艺家们纷纷表示。

群众“自助点单”
平台“送菜”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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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品“送下去”
鲜活灵感“采上来”

志愿服务常态化
文艺百花绽芳华

□ 本报记者 张 衍

文艺家走进抚州教群众跳广场舞

文艺志愿者赴弋阳慰问演出

文化脉动文化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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