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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文化传媒网报道，近日，国风新武侠剧《山河
令》在独播平台优酷会员播放收官之后热度不减，持续引
发国内外粉丝的狂热追捧。 这部现象级作品作为 2021 爆
款剧集，不仅创造多项纪录，而且在海外大受欢迎，成为文
化出海的最新代表。

（谷雨/文 艺林/图）

古装武侠剧再引文化出海

·藏者之乐·

据人民网报道，3 月 29 日， 国家文物局发布相关通
知，标明今年 6 月 12 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主题为
“文物映耀百年征程”，国家文物局将与重庆市人民政府在
重庆市共同主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期间举
行主场城市活动开幕式、主题论坛等相关活动。据悉，本次
活动宣传口号包括 “献礼建党百年 传承红色基因”“实证
中华文明 迈步崭新征程”等。

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主题发布

据人民网报道，近一段时间，在上海，“大师剧”已成校
园文化新风尚。各高校精心选取创校老校长、学术大师、育
人楷模等名家大师的人生经历作为创作素材，推出“大师
剧”。 同济大学《国之英豪》、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上海
外国语大学《寻找蒋椿芳》、东华大学《钱宝钧》、上海理工
大学《刘湛恩》……蓬勃兴起的“大师剧”，使校园文化变得
具体、细致而动人。 人们感慨，观演的是戏剧，传承的是文
化，传播的是大学精神，培育的是公民道德，树立的则是文
化自信和家国情怀。

“大师剧”成在沪高校校园文化新风尚

据人民网报道，近日，被誉为“中国画熊猫第一人”的
刘中，以及热爱和关心大熊猫、热爱美术、热爱公益的各界
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熊猫艺术发展基金”，旨在鼓励青少年
热爱中华文化，加强美术教育，提高审美水平，关注生态环
保。 据介绍，该基金成立后将广泛争取海内外热爱和关心
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和熊猫文化的团体、企业和个人的支持
与捐赠，主要用于资助青少年儿童在生态环保美术领域的
写生、创作、交流及学习；资助贫困和残疾少儿在美术方面
的学习、交流及发展等等。

“熊猫艺术发展基金”成立

··特别报道——————用活红色资源 讲好党的故事①①··

春江水暖鸭先知
■ 郑学富

清代画家华嵒的 《桃潭浴鸭图》， 纸本设
色，纵 271.5 厘米，横 137 厘米，现藏于北京故
宫博物院。

《桃潭浴鸭图 》整个画面是一泓水潭 ，上
端几株桃树虬曲苍劲，缓缓伸展 ，树态优美 ，
桃花烂漫，恣意盛放，宛如一片片红霞。 画家
以浓艳的朱砂色绘桃花，点染并用，用没骨法
随意点染，深浅相间，桃花夭夭，灼灼芳华，显
得灿烂夺目，鲜活生动。在花团锦簇的桃花间

垂下几枝绿丝绦，细长而柔软 ，随风摇曳 ，触
及清澈的潭水，荡起涟漪。 画家以浓淡不同的
墨笔勾写桃枝、柳枝以及岸边春草，笔法简括
而洒脱。 画的下端是一潭碧水， 湖石时隐时
现，其上的野生杂草极具生命力，顽强地生长
着。 潭水碧波荡漾，一只鸭子正在嬉水游泳，
不时地用嘴梳理着羽毛， 或扭头观望垂下的
柳条，欲啄又止。 画家重点刻画了鸭子，用小
写意，其笔墨松秀灵活，用松快的笔法勾勒出
鸭子羽毛，略加皴染，逼真地表现出羽毛蓬松
的质感；它拨动蹼掌、转颈而视的动态也被刻

画得十分真切。 活泼可爱的鸭子将画面上下
串通，融为一体，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此
图是华嵒用其独具一格的小写意画法绘出 ，
桃花、柳条和岸边的小草虽然用笔简练，但色
彩浓淡相宜，行笔张弛有度，浓浓春意直扑人
面，对野鸭毛羽、姿态细微之处的表现则反映
出画家善于捕捉大自然中的天然情趣， 并能
将之巧妙地安排在作品中， 给人以清新悦目
之感。

画面左上方有自题五言诗一首“偃素循墨
林，巽寂澄洞览。 幽叩渺无垠，趣理神可感。 剖

静汲动机，披辉暨掬闇。洪桃其屈盘，炫烨乎郁
焰。 布护靡间疎，丽芬欲（扌紊）敛。 羽泛悦清
渊，貌象媚潋滟。 纯碧系游情，爰嬉亦爰揽。 晴
坰荡流温，灵照薄西崦。真会崇优明，修荣憓翳
奄。 ”末款“壬戌小春写于渊雅堂，新罗华嵒并
题”，钤有“布衣生”“华嵒”印二方，另有“被明
月兮佩宝璐”等四方印。

华嵒（1682 年—1756 年），字秋岳，原字德
嵩，号新罗山人，又号白沙道人、东园生、布衣
生、离垢居士。 福建上杭人。 初寓杭州，后客居
扬州卖画，工山水、人物、花鱼、草虫，远师马和
元，近学陈洪绶、恽寿平、石涛，标新立异，机趣
天然。工诗善书，书法钟繇、虞世南，亦能脱俗。
从此幅《桃潭浴鸭图》就可看出，画面墨彩浓淡
相宜，笔法张弛有度，充分彰显了华嵒在书、画
方面的造诣， 整个画面充盈着浓浓的田园诗
意，让人如沐春风。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历史，铸就了伟大精神，形成了宝贵经验，使中华
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的伟大奇迹。 红色资源是辉煌党
史的直观体现，是学习党史的优秀教材。

为什么要用好红色资源

“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
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
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广大
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
值观。 ”

“要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人
们深入理解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必须坚持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

时间的指针拨回 2016 年和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在安徽调研和考
察，其间分别到金寨县红军广场和合肥
市渡江战役纪念馆参观， 发表重要讲
话，作出重要指示。

殷殷嘱托，铭记在心。 一处处传承
着红色基因的旧址，一件件镌刻着红色
记忆的文物，一个个彰显着红色初心的
故事，红色资源在广袤大地上镌刻下无
法磨灭的深刻印记，为江淮儿女在党的
带领下砥砺奋进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精
神源泉。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中国共产党
是谁？ 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 中国共产
党要带领全国人民往哪里去？宝贵的红
色资源是辉煌党史的鲜活载体、生动记
录， 是学习党史必不可少的优秀教材，
帮助党员群众更直接地触摸党的历史
脉搏、更直观地感受党的伟大功绩。

聆听百年党史回声，激荡奋进时代
强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在各地调研考察期间， 遍访革命故地、
红色热土， 反复叮嘱要用好红色资源、
传承红色基因。作为一名革命文物工作
者，我感到备受鼓舞。”渡江战役纪念馆
馆长程红说，“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都
是一个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蕴含着丰
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我们要努力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让更多群众走
进纪念馆，从辉煌党史中汲取开拓奋进
的智慧和力量。 ”

安徽有哪些红色资源

从开天辟地的建党伟业，到改天换
地的建国大业，再到翻天覆地的改革宏
业，在广袤的安徽大地上，一个个重要
历史节点发生的重大事件、一个个勇立
时代潮头浪尖的英模人物、一个个江淮
发端孕育的伟大精神，都是百年党史的
光辉篇章，都是学习党史的宝贵红色资
源，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为人民
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生动诠释。

重要历史节点发生的重大事件。 鄂
豫皖苏区坚持 28 年红旗不倒， 新四军
在皖南开辟抗日战场，刘邓大军千里跃
进大别山，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摧枯拉
朽，小岗村“大包干”拉开中国农村改革
的序幕……江淮大地是一片红色的热
土、奋进的热土，在党领导江淮儿女进行

革命斗争、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
历程中， 留下了众多红色遗址和红色故
事，孕育了宝贵的红色精神和红色文化。

勇立时代潮头浪尖的英模人物。中
国共产党早期优秀代表陈延年、 陈乔
年，大别山革命老区培养的一大批红军
将领，“两弹元勋”邓稼先，小岗村党委
原第一书记沈浩……各个历史时期，那
些从安徽走出去或在江淮大地建功立
业的优秀共产党员，在各自领域书写辉
煌篇章，留下闪亮的名字，成为中国共
产党员的光辉代表，更成为江淮儿女的
典型形象。

江淮大地发端孕育的伟大精神。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坚守信念胸怀全局的
大别山精神，抗日战争时期英勇果敢的

新四军精神，解放战争时期将革命进行
到底的渡江精神，改革开放时期敢闯敢
试敢为天下先的小岗精神……作为中
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江淮大地发端孕育的伟大
精神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极大
丰富了民族精神、 时代精神的内涵，成
为鼓舞激励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
走向胜利的强大动力。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充分发掘和用好用活安徽红色资
源，发挥其政治价值、教育价值、社会价
值、经济价值，对于凝心聚力建设新阶
段现代化美好安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 ”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程中才
说，“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革命遗址遗迹
保护利用、红色文化宣传教育、红色文
化研究阐释以及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强
化红色文化引领作用，讲好安徽红色故
事， 在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中滋养精
神、铸魂育人。 ”

如何用活红色资源

学习党史知识、 弘扬红色文化，走
深走实更要走心。只有深入挖掘红色资
源，创新展示红色资源，用好用活红色
资源，才能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才能汲取永不衰竭的澎湃动力去创
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深入挖掘红色资源， 创作文艺作
品，传播红色文化。 安徽发生的重大党
史事件、涌现的重要党史人物、发端孕
育的伟大精神， 都是文艺创作的源头
活水， 都是教育引导党员群众的宝贵
财富。 从艺术再现小岗村农民实行大
包干的话剧 《万世根本 》，到热情讴歌
革命老区金寨县“立夏节”武装起义的
舞剧 《立夏 》；从深情讲述 “两弹元勋 ”
家国情怀的黄梅戏 《邓稼先 》，到宏大
表现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美术作品
《千里跃进大别山 》……近年来 ，我省

文艺工作者深挖江淮红色资源富矿 ，
忠诚履行职责使命， 创作推出一大批
讴歌党 、讴歌祖国 、讴歌人民 、讴歌英
雄的精品力作，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教
育引导人民的优质教材。

创新展示红色资源， 阐释伟大功
绩，传承红色基因。 安徽拥有各类不可
移动革命文物 3318 处， 其中国保单位
25 处、省保单位 121 处；各类可移动革
命文物达 1.1 万多件（套），其中珍贵文
物 2869 件（套）。 把这些丰富的红色资
源展示出来、传播出去，才能展现党的
伟大历史贡献，才能发挥赓续精神血脉
的重要作用。 从“烽火江淮———安徽革
命史陈列”展，到“向往———‘我’与安徽
改革开放四十年”展，再到“决胜———全
面小康路上的安徽”展，近年来，安徽博
物院新老馆相继推出一系列革命文物

精品陈列展览，线上线下相结合，参观
互动相统一，生动鲜活地展现在党的领
导下， 江淮大地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翻天覆地的巨变。

用好用活红色资源， 开展红色旅
游，普及党史知识。 参观游览是最轻松
地传播红色文化的有效方式， 江淮大
地更是红色旅游资源的富集区， 全省
拥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31 个，全
国 12 个红色旅游区涉及安徽省有大
别山红色旅游区、鲁苏皖红色旅游区 2
个。 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用优质的红
色旅游线路和产品， 吸引党员群众主
动走近党的辉煌历史， 追寻革命先辈
的光辉足迹。 从大别山中铭记红军将
士英雄事迹的金寨红军广场， 到长江
江心洲上见证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斑驳
舟楫， 再到小岗村里记录中国农村改
革历程的 “当年农家 ”茅草屋 ，越来越
多的人们正在踏上一段红色之旅 ，了
解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接受革命先
烈的精神洗礼， 让一颗澎湃的心留住
激情燃烧的红色记忆。

探寻江淮大地的

百年党史，壮丽华章。 宝贵且丰富的红色资源是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本版从今日起推出系列报道，挖掘
江淮大地红色资源，解锁辉煌党史的“红色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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