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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旅中国报道， 为庆祝起点中文网成立 19 周年，近
日，起点读书宣布将再次进行业务创新，向打造更完善的平
台生态而努力。 据悉，起点将以 19 周年为新的“起点”开展
多项业务创新。 在创作者层面，起点将启动“创作人计划”，
整合现有资源，承接作者、核心用户、行业 KOL 的短视频、
声音、图文等的内容制作与分发，从而扶植下游配音、自媒
体等行业，让更多内容创作者在起点可以创造营收。

起点网发布全新创作人计划

据人民网报道，近日，2021 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召
开新闻发布会， 第二十七届上海电视节将于 6 月 6 日至
10 日举行，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 6 月 11 日至
20 日举行。 据悉，今年电影电视节将首设“长三角联合放
映”，电影周首次将展映活动推送至江苏、浙江、安徽的五
个城市，让长三角地区影迷能够更好更便捷地欣赏到参展
影片。同时，电影市场将设立“长三角电影主题馆”，为长三
角地区创制的作品提供展示平台，深度对接长三角电影产
业资源，组织长三角电影公司及影视拍摄基地开展推介和
洽谈等活动。

上影节首设“长三角”主题

“磨印章”与“烧藏画”

■ 紫薇

吴冠中是江苏宜兴人， 当代著名画家、美
术教育家。 油画代表作有《长江三峡》《北国风
光》《小鸟天堂》《黄山松》《鲁迅的故乡》 等；中
国画代表作有《春雪》《狮子林》《长城》等；个人
文集有《吴冠中谈艺集》《吴冠中散文选》《美丑
缘》等十余部。吴冠中先生在画艺上精益求精，
堪称德艺双馨、佳话频传，其中最为耐人寻味
的，要数“磨印章”和“烧藏画”两则了。

“磨印章 ”的轶事 ，与吴冠中的画作向
来是艺术市场的 “宠儿 ”且多次刷新拍卖纪
录有关 。 这些辉煌记录不胜枚举 ：《周庄 》以
约合 1.97 亿元人民币成交；《狮子林》以 1.15
亿元成交 ； 《长江万里图 》 以 1 .495 亿 元 成
交……据雅昌数据不完全统计 ，吴冠中国画

从 2000 年至 2017 年春拍上拍数量 1092 件
次 ，成交数量 920 件次 ，成交额约 23.4 亿元 ，
平均 41.5 万元/平方尺 ，因此可以说 ，吴冠中
的画在现当代画家中可能是中国最贵的。

虽然作品频频拍出天价 ，但吴冠中的生
活却极其朴素 ， 吃喝住行与普通百姓一样 。
晚年吴冠中因健康的原因 ，不再能继续作画
了 。 一天 ，一位国内位知名美术馆的馆长携
厚礼来拜访他 ，一番客套后 ，这位馆长提出
想高价收购吴冠中的一枚印章 ，带回去给美
术馆作为“镇馆之宝”。 吴冠中拒绝了：“我都
不画了 ， 印章已无任何价值 ， 不必再馆藏
了。 ”并将礼物退还给对方。 此后的几天，吴
冠中一直郁郁寡欢 ，妻子朱碧琴问他是不是
有什么心事 ，但他都称没事 。 有天吃过早饭
后 ，朱碧琴发现丈夫正蹲在阳台上 ，用手使

劲地朝水泥地上磨蹭什么东西 ， 走过去一
看 ， 惊讶地发现吴冠中正在磨自己的印章 。
“你这是干什么呀 ， 好好的印章为什么要毁
掉？ ”朱碧琴不解地问。 “不用了就把它磨了，
省得以后有人利用它去害人 。 ”联想到几天
前发生的事 ， 朱碧琴立即明白了丈夫的用
意———他是怕以后有人利用印章制造赝品 。
再一看 ， 吴冠中身边还放着另外好几枚印
章，好些印章都跟随了他许久。 作为爱人，朱
碧琴自然比任何人都懂得这些印章对吴冠
中的意义 ，但她更懂得丈夫要毁掉它们的心
思，于是便说：“让我帮你一起磨吧。 ”吴冠中
点了点头 。 于是两位老人蹲在地上 ，用了大
半天将几乎所有的印章都磨平了。

“烧藏画 ”的轶事 ，则发生在吴冠中先生
72 岁的那年。 1991 年 9 月，时年 72 岁的吴冠

中在整理家中藏画时 ，将自己不满意的两百
多幅作品全部烧了 ，而 “烧掉自己不满意的
画 ”这一行为 ，是吴冠中的习惯 ：早在 1966
年，他就把回国后画的几百幅自己不满意的
作品全部烧了 。 对于这一举动 ，吴冠中给出
的解释是 “保留让明天的行家挑不出毛病的
画 ”。 他说 ：“作品表达得不好 ，一定要毁 ，古
有‘毁画三千’的说法，我认为那都是少的！ ”
这一方面源于吴冠中对自己画品质量的高
要求 ，另一方面还是受了他在法国经历的影
响 。 在法国留学期间 ，吴冠中在学习和游览
美术馆的间隙 ，总会走上街头 ，观察那里的
风光、建筑和民风民俗。 有一次，他在巴黎街
头遇见了几个靠帮别人画肖像为生的画师 。
他们帮别人画出肖像后 ， 只要顾客不满意 ，
他们就把画作撕掉重画 ，一直画到顾客满意
为止 。 吴冠中那时还年轻 ，心中把绘画视为
一门神圣的艺术 ，从未想象过要把自己的画
作撕掉。 看到了这样的事之后，他才知道，其
实画是可以撕的 ，毁了这一幅 ，是为了画出
更好的下一幅出来。 只有狠下心来烧了自己
不满意的画 ，才有力量和信心创作出让自己
满意的作品来。

据人民网报道，近日，国家文物局与阿富汗信息与文
化部、巴基斯坦国家遗产和文化署分别签署《关于协同开
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
声明》），这是亚洲国家首次签署“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
双边合作文件。 据悉，今年 10 月，中方将在北京召开亚洲
文化遗产保护对话会。会上将发布“关于共同开展‘亚洲文
化遗产保护行动’的倡议”，发起成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
盟，发起设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首次签署

据中国文化传媒网报道，5 月 18 日， 在中国演出行业
协会主办、 酷狗协办的 2021 中国网络表演 （直播与短视
频）行业年度峰会上，“90 后”国风音乐人张逸辰为与会嘉
宾带来一曲苏州评弹《白蛇传—赏中秋》。网络直播表演内
容正掀起“非遗热”“国潮热”，除了张逸辰这样的非遗专业
人才外，许多汉服爱好者、国风达人也纷纷投入直播内容
创作。 酷狗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平台每个月有 1 亿多“90
后”“00 后”收听非遗音乐，让国风音乐正在成为非遗文化
表达新途径。 （谷雨/文 艺林/图）

“国风”成非遗文化表达新途径

红色精神
引领时代前进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文 ／图

人无精神则不立， 国无精神则不强。
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
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 、不懈奋斗 ，形成
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
厚滋养。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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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掘伟大精神
传承宝贵财富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在党领导江淮儿
女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光辉历程中，江
淮大地在不同历史时期， 孕育形成了一系
列伟大精神，是安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是江淮儿女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在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熠熠生辉。

在革命战争年代，江淮大地发端并孕
育了大别山精神、新四军精神、老区精神、
渡江精神。 坚守信念 、对党忠诚 ，胸怀全
局、甘于奉献，军民同心 、团结奋斗 ，不畏
艰苦、勇当先锋 ，大别山精神见证了英雄
儿女为人民解放和中国革命胜利付出的
巨大牺牲、作出的重大贡献 ；跟党举旗的
坚定信念、英勇果敢的钢铁意志 、众志成
城的赤诚团结、步调一致的自觉纪律……
新四军精神在熊熊烽火中锻造，凝聚起抗
日救国的宏伟力量；信念坚定、永跟党走，
不怕牺牲 、无私奉献 ，军民团结 、生死与
共，求真务实、自强不息，老区精神积淀着
光耀千秋的红色基因 ；坚定信念 、革命到
底，军民团结、奋勇争先 ，攻坚克难 、勇于
牺牲，渡江精神彰显着“将革命进行到底”
的坚强决心。

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阶段，江
淮大地发端并孕育了淠史杭精神。 自力更
生、顽强拼搏、牺牲奉献 、科学求实 ，淠史
杭精神凝聚起皖西人民的澎湃力量，白手
起家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最大的灌区
工程———淠史杭工程，让汹涌江河变成安
澜清波，造福无数百姓。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上，江淮
大地发端并孕育了王家坝精神 、 小岗精
神。 舍小家、为大家，不畏艰难、自强不息，
军民团结 、风雨同舟 ，尊重规律 、综合防
治，顺应自然、人水共生，王家坝人的无私
奉献和牺牲，换来了整个淮河流域的稳定
与繁荣， 并在一次次与洪水的斗争中，逐
渐找到了顺应规律、 人水和谐共生之路；
改革创新、敢为人先，小岗村人实行“大包
干”冲破思想桎梏 ，闯出一条中国农业发
展新路，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阐释伟大精神
焕发时代光芒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火热开展，金寨县
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胡遵远愈发忙
碌起来， 他组织研究室同事打造 10 余堂
精品党史辅导课， 并把包含课程介绍、主
讲人等内容的 “菜单 ”提供给县直单位和
乡镇街道，让他们自主选择、“点单”预约，
收到普遍好评 ，《英雄大别山 辉煌鄂豫
皖———深刻理解大别山精神的核心要义》
等辅导课场场爆满。

“大力挖掘红色资源 ，深入阐释革命
精神 ， 是我们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
任。 ”胡遵远说，大别山精神在团结人民、
战胜敌人、征服困难 、取得胜利的长期革
命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坚定
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仰，汇聚了强大的生
机与活力，推动中国革命顺利前行直至取
得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 就是一部
中国共产党人积淀与传承动人的伟大精
神、 赓续与拓展瑰丽的精神谱系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
灵魂， 革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的沃土， 民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的根基！”安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教授陈书华说， 传承弘扬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需要追根溯源，真正搞清楚
“从哪里来”，才能更加坚定“到哪里去”。

江淮大地孕育形成的一系列伟大精神，
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提供了丰厚的精神
滋养。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程中才认为：“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加强对安徽红色精神历
史背景、深刻内涵、时代价值的研究和宣传
教育，坚持不懈用红色精神滋养初心、淬炼
灵魂，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让红
色精神焕发熠熠生辉的时代光芒。 ”

弘扬伟大精神
汇聚磅礴力量

近日，大型淮北梆子戏《王家坝》
剧本研讨会在合肥举行。这部由阜阳
市演艺有限公司出品的大型剧目入
选 2021 年度安徽省戏剧创作孵化计
划，旨在弘扬王家坝精神、唱响新时
代奋进曲、献礼建党 100 周年，剧本
选题受到与会专家一致赞同。

百年党史，壮丽华章；
伟大精神，历久弥新。一百
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中，各种伟大精神虽然孕育的时代
背景与具体的内涵有所不同，但其彰显的中
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矢志奋斗的精气神却
一脉相承，从未改变。 胡遵远说：“虽然历史
的车轮已经驶入新时代，我们不再面临枪林
弹雨，不再需要爬雪山、过草地，但是在奋进
的征程中， 我们还会遭遇很多困难和阻力，
还会面临很多矛盾和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继
续弘扬大别山精神等革命精神，始终做到对
党忠诚、一心为民、勇于奉
献、不懈奋斗。 ”

话剧 《万世根本 》以
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实行
“大包干 ”为背景 ，艺术再
现这一开启中国农村改
革序幕的重大历史事件 ；
安徽博物院推出 “烽火江
淮———安徽革命史陈列 ”

展 ， 集中呈现革命战争年代江淮儿女在
各种伟大精神激励下 ，英勇奋斗 、迈向胜
利的光辉历程 ； 天长市系统整理当地流
传的新四军英雄故事 ， 组建 “一刻钟宣
讲”小分队，深入基层宣讲新四军精神和
抗大精神……一段历史 ，一座丰碑 ；一种
精神，一种力量。我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
努力把江淮大地发端孕育的伟大精神挖
掘展示出来、创新传播出去 ，激发江淮儿
女建功立业的自豪感 ， 砥砺全省人民奋
进新时代的自信心 ， 汇聚起同心共筑中
国梦的磅礴力量。

本栏图片 ：安徽博物院老馆 “烽火江
淮———安徽革命史陈列”展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