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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长山 字强

时光不老，岁月如歌。始建于
宋末元初，已有800多年历史的丽
江古城，犹如一颗绚丽的宝石，镶
嵌在滇西北大地上。

历史的烟云拂过古城，积累起
厚重的文化底蕴。如今，丽江古城
集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国家5A级景区、全国文明风
景旅游区四张“金名片”于一身，
享誉中外。

以文润城
古老之城韵悠长

历象眠山之西南陲，居庐骈
集，萦坡带谷……数百年前，徐霞
客抵达丽江古城，用诗意的笔触描
绘了古城的风貌景象。在他眼中，
这是个民族和睦相处、多元文化和
谐共生的人文荟萃之都。

以玉龙雪山为屏，伴龙潭清泉
而居，因马帮文化而名，借发展旅
游而兴。丽江古城地处滇川藏交汇
的核心地区，历史上是滇西北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汉唐时代通往
印度、尼泊尔等地的南方丝绸之路
和茶马古道上的重镇。

走在这座没有城墙的古城里，幽
深的院落、潺潺的溪流、光滑的石板
路、古老的石桥……这里的草木、砖
瓦、屋巷都散发着浓厚的文化韵味。

“你把手放在这些雕花上，就
能触摸到1875年的时光。”面带笑
容的阿六叔如数家珍，话语声回荡
在这个“四合五天井”格局的纳西
民居院落里。

飞檐翘角、黛瓦白墙。“恒裕
公”院落是阿六叔的家，始建于
1875年，为其家世代居住和经商
所用。四方形院子，中间是大天
井，周围四个小天井。“宅院保持
80%以上的原貌，木雕堪称一
绝。”阿六叔说。

2010年，阿六叔家老宅被打
造成恒裕公民居博物馆免费向社会
开放，2016年纳入古城文化院落
项目扶持。“我们生活在这里，院
落就是活的，历史就可触摸。”让
担任馆长和讲解人的阿六叔自豪的
是，宅院已成为各地游客体验古城
活态民居文化的打卡地。

像“恒裕公”一样，古城里一
个个饱含历史文化元素的老院落

“活”了起来。丽江古城保护管理

局加强对古城民族文化的挖掘、整
理和弘扬，实施好名人故居遗迹修
复、人文景观建设和民俗文化展示
等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打造方
国瑜故居、纳西象形文字绘画体验
馆、徐霞客纪念馆、同心阜马帮博
物馆等27个文化院落。

“加减法”让丽江古城商业与文
化逐渐趋向平衡。自2019年开始，
古城逐渐压缩商铺数量和规模，将
经营项目划分为扶持类、倡导类、限
制类和禁止类，取缔与古城“气质”
不符的经营项目，对文化传承人、手
工艺人开馆授艺等展示弘扬传统文
化特色的店铺给予扶持。

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常务副局
长木丽说，文化院落传承和特色文
化传播，让文化活灵活现，满足游
客深度体验文化的需求。

拥抱创新
“新古城”也很时尚

着金色长褂的东巴 （智者）
摇动铜铃，背景飘过东巴象形文
字，而后，激昂的音乐响起，演
员们舞步铿锵……这是日日上演
的大型民族风情舞蹈诗画《丽水
金沙》中的场景。领略完古城魅
力，再来感受文化演出，是很多
游客的选择。

运用现代艺术手段，融合10
多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和涵
盖10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的《丽水金沙》自2002年5月
首演以来，长演不衰。其优美曼
妙的舞蹈、扣人心弦的音乐、丰
富多彩的服饰、神奇梦幻的灯
效，为游客呈现绚丽多姿的视听
盛宴。

“20 年，演出 1.86 万余场，
观众1500万人次。”丽水金沙演
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化新
说，演出立足传统民族文化的挖
掘提升，演员是少数民族群众，
服饰、乐器等都原汁原味，保持
原真性；定期修改和新编节目，

目前是4.0版；演员传承接续，文
化内涵不断提升。

只有不断谋新求变，文化产业
才能保持生命力。《纳西古乐》
《丽江千古情》等演艺剧目同样受
欢迎，演艺产业已成为丽江文化
旅游重要组成部分和展示形象的
窗口。

看山看水看演出成为许多游客
的保留项目，探索时尚动感的“新
古城”也是游客的选择。沄汐沉浸
式剧场迎来许多解锁古城新玩法的
年轻人，剧场推出“剧本杀”游
戏，内容设定和人物刻画参照古城
历史文化，游客李阳体验完剧本游
戏后说，通过游戏认识丽江，很新
鲜。

记者在丽江古城历史文化
展示馆内看到，体感互动、360
度全息投影、多通道融合沉浸
式 空 间 等 现 代 科 技 “ 大 展 身
手”，游客身临其境般领略历史
文化和民风 民俗 。“ 游云南 ”
App 建成丽江古城智慧小镇专

区，开设文化院落、诚信购物等
板块，为游客提供智能化、个性
化的服务；智能设备对酒吧声音
实时监测，超过规定分贝数实时
预警；人流量大数据平台与人流
疏导系统衔接，实时监测人流量
……智慧化运用遍布古城。

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副局长张育
根说，丽江古城依托5G、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
实施智慧小镇项目，构建智慧管理、
服务、旅游、创新体系，科技赋能让

“新古城”“嗨”起来。

薪火相传
文化之城春常在

东巴舞、洞经音乐……在名为天
地院的院落里，民族歌舞、乐曲吸引
游客驻足观赏，迄今已逾5万人品过
这里的“文化宴”。

这里有演员20多名，大都是附
近村镇唱歌、跳舞、演奏能手。22

岁的纳西族小伙儿向江朋来此跟班
学习和演出。他说，先辈创造灿烂
的民族文化，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
下去。

“古城管理局给予扶持，我们免
费对公众开放。坚持演出是让文化传
播得更远。”天地院负责人和学光
说，我们还开展文化传习工作，吸引
年轻人前来学习传统文化。

这种表演者与观众近距离接触互
动的“小园子”式表演，每天都在古
城免费上演。类似20多个文化大院
在政府扶持下，专心向游客展示文
化。

古城里，各民族共唱一首歌、
同跳一支舞的场景寻常可见。“保护
不是守着遗产不变，要守正创新。”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杨福
泉认为，文化传承和发展需要一代
代努力，让古城保持生机，文化不断
脉。

近年来，在雪山书院举办的“丽
江讲坛”等活动兴起，许多学者、文
化名人前来讲授丽江历史、民族文化
等知识。“丽江讲坛”自2012年开办
以来，举办讲座280多场次，增强了
群众保护文化遗产的主人翁意识和自
信心。丽江市委书记浦虹说，古城不
断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打造“文学、美术、音乐”新
名片。

年逾九旬的民族音乐家宣科坚
持到场，揭开纳西古乐演奏序幕；
东巴造纸技艺传承人和秀昌亲手制
作抗虫、防蛀的东巴纸，立志将这
项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古城文化
传承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和闰元
是纳西族东巴画传承人，在古城开
设纳西象形文字绘画体验馆，为游
客免费讲解东巴文字、绘画、历
史，教游客写东巴文字。“年轻人也
感兴趣，往往一待就是半天。”和闰
元说。

木丽说，古城在文化遗产要素
挖掘和厘清、文化遗产展示与阐释
等方面发力，实施各种文化项目，
建立“新老丽江人”共建、共管、
共享机制，引导居民和经营户将自
身经营项目与古城文化等融合创
新。

“文化是古城的生命线。”浦虹
说，丽江古城要推进传统文化现代
表达，民族文化世界表达，以文化
品位塑造古城形象，让这座古老之
城向世界展示开放、创新、自信的
文化气度，奏响文化新韵律。

据新华社电

古城新韵
——丽江古城的文化新表达

■新华社记者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
来，这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从重症病房争分夺秒地救治，到城乡
社区挨家挨户地排查；从工厂车间加班加
点地生产，到科研实验室夜以继日地攻关
……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最
前线，广大基层共产党员用行动践行着初
心使命。

共产党员，就是在生死关
头冲锋陷阵的那一个

24小时，转运1400名院内患者；72
小时，收治1300多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今年春季，吉林省与疫情交手两个多
月。3月，发生在吉林省人民医院的这场
大转运惊心动魄。

顶着寒风，该院党委书记苑志新带领
党员连续奋战，划分红区，调度保障，将
收治患者顺利安置。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生死关头，
无人退缩。”当时，苑志新的声音已嘶
哑，话语却掷地有声。

“我是老党员，我不上谁上？”吉林省
肿瘤医院第六党支部书记、护士长孙红梅
把党徽佩戴在防护服上，带着一支20人
的核酸样本采集队，赶赴长春市九台区，
奋战2个月。

谁也不知道，孙红梅一直瞒着自己的
病情，直到任务结束。诊断结果出来：7
节颈椎中有6节错位，5节腰椎中有4节

突出……
“抗疫等不了，还得再快点！”共产党员

也是血肉之躯，并非铁打铜铸。但在一次次
疫情突袭的生死关头，他们选择逆行，义无
反顾。

“移动检测车需支援黑河，我们要重新
组建队伍。”结束支援黑龙江省巴彦县抗疫
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检验科医生
杨晴，在酒店隔离的最后一天接到了这个报
名通知。

这一天，正是杨晴和久未见面、远道而
来的父母相约团聚的日子。没有犹豫，她又
一次选择暂别。

“做一名医务工作者，就要担负起自己
的责任，用自己的力量为患者带去一份温
暖。”这位党龄10多年的“90后”医生道
出的，是共产党员以生命赴使命的承诺。

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一件警服静静
地挂在墙角。

这个春天，它的主人、刑侦大队副大队
长戚宏军因劳累过度，倒在了抗疫战场。

“老戚‘头七’的那天，是他结婚27周年
纪念日……”同事们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

共产党员，就是在危急时刻
勇挑重担的那一个

奥密克戎病毒袭来，上海市静安区南京
西路街道华业居民区被封控管理。庞杂的事
务，一下子涌向居民区党总支副书记郑璐
璐。

辖区内有近2700名居民，而当时的在
岗工作人员只有6人。没日没夜地工作一周

后，郑璐璐瘦了14斤，镜子里映出额际的
白发。

“我们不尽全力，居民怎么办？”这个
“80后”社区工作者失声痛哭过，但冷静下
来，她选择“顶起来”。

一份向社区报到的党员名单，让她有了
更大底气。她与这支党员志愿者队伍排摸、
保供、配送，直到防疫形势步步好转……

承担急难险重任务，是对共产党员的淬
炼，也是弥足珍贵的成长经历。当一群共产
党员在使命的召唤下凝聚起来，重重困难能
够一一攻克。

伶仃洋上，雾色苍茫，一艘快艇搭载着
由15名党员组成的海上核酸检测队，驶向
深中通道的西人工岛。

跨海工程深中通道工期紧张，如果因疫
情而延期，将损失巨大。中山翠亨新区工程
项目建设事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朱俊樸
带领这支党员先锋队，为海上建设者“送检
上门”。

“一旦出海，就无法进行物资补给，可
谓孤悬海上。”朱俊樸说，我们组建了临时
党支部，让党旗飘扬在抗疫一线。

受疫情冲击，银宝山新深圳模具五厂一
度面临无法按时交付产品的困境。

高级技工古显善站了出来：制订精细的
装配计划表，召开攻关研讨会，研究如何提
升每返工一次就要耗时30分钟的磨削工艺。

从早到晚，古显善就像一颗钉子，钉在
了加工现场，手把手指导工人。最终，原本
需要 25天的装配环节，只用 9天就完成
了，受疫情影响耽误的16天工期抢回来了。

每到关键时刻，总有共产党员担当重
任，砥柱中流。

广州市疾控中心新冠疫情风险评估小组
组长董航连续多日每天工作近19个小时，
研究出将楼栋密集的城中村网格化管理的新
办法，快速处置了大冈社区的突发疫情。

进口原料面临断供，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研究院首席技术专家青格勒吉日格乐带
领团队住在离家200多公里的工厂里，夜以
继日地攻关，开发出30多种铁矿资源应用
技术，解决了保障首钢钢铁系统稳定运行的
燃眉之急。

北京冬奥会前夕，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
曾晓芃带领团队两线作战，确保了涉奥闭环
无传播、无外溢。

共产党员，就是为人民群众
排忧解难的那一个

“这项变更登记直接关系着我们的下一
笔融资，能不能想想办法？”

电话那头，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电话
这头，是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
的工作人员匡玉婧。

“我们不能干等着，让企业和员工陷入
困境。”31岁的匡玉婧以“单身没负担”的
理由，申请“搬”进单位实行闭环管理。

她还和同事们加班加点，在4月中旬开
通了线上线下协同受理市场主体登记的工作
模式，全程网办新设企业1173户。

事后，同事们才知道，单位的行军床坏
了，匡玉婧一直睡在复印纸包装箱搭建的简
易床上。她说：“想想企业办事的实际困
难，我这点困难实在不算什么。”

共产党员的初心，辉映着新时代的精神

之光。
零下32摄氏度的天气，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公安局香坊分局瓦盆窑公安检查站中队
长魏玉刚和同事们挂满寒霜的眉宇，令网友
感动。

疫情防控中，魏玉刚数次累倒。同事们
含着泪劝他休息，可他总是塞上一把药片，
就返回岗位。

4月5日，他在卡口执勤时突然晕倒，
同事们赶忙把他送往医院。醒来后，他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抓起对讲机。直到单位强制他
休息，他才办理了住院手续。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魏玉刚常说
的话。他和同事们，成了守住哈尔滨南大门
的坚实支撑。

今年3月起，吉林省吉林市的王凤军一
家三口都在船营区的抗疫一线奔忙。

王凤军对儿子王俊博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是：“年轻人，多干点！”

“行！”年初递交入党申请书的王俊博毫
不迟疑，一肩挑起了执勤员、配送员、流调
员等多个岗位的职责。

“最难的时候，才能显现一个共产党员
的成色！”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谆谆教
诲，显现了共产党员风雨兼程、使命必达的
先锋本色。

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前夕，来自新
疆喀什的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学生努尔买丽开
木递交了她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听了先进模范人物和参与抗疫的师生
党员为我们讲述的奋斗故事，不仅受感动，
也使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记者 屈
婷 陈聪 郭敬丹 周立权 徐弘毅 王君
璐）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越是艰险越向前
——记奋战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一线的基层共产党员

艺人在丽江古城大研纳西古乐会表演纳西古乐（2022年6月10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