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晋文婧

6 月 12 日，由安徽省公共图书馆联盟
主办，安徽省图书馆承办的“安徽省公共
图书馆联盟馆藏珍贵红色文献展”在省图
书馆开展。

红色文献一般是指 1921 年 （最早可
以追溯到 1912 年）至 1949 年出版发行或
内部编纂的各种反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革命发展历程的文献资料。 这些珍贵文献
包括图书、报刊、连环画、手稿、日记、书信
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档案资料。 本次展览
举办前， 联盟成员馆开展了一次文献普
查， 借此摸清馆藏红色文献的存藏状况。
全省有 23 家图书馆报送了 1000 多种红
色文献，此次展出书刊 68 种，报纸 12 种
和连环画 32 本。 其中很多文献是首次从
库房走进展厅、走进大众视野。

觉醒的号角

今年 3 月，电视剧《觉醒年代》热播，
很多年轻观众为之刷屏，当代青年与百年
前的青年“对话”，也关注到这样一本令人
热血沸腾的杂志———《新青年》。 本次展览
中，亦有一本 1916 年发行的《新青年》，吸
引了很多年轻读者与之合影留念。

《新青年》是 20 世纪中国最重要、最有
影响力的一份杂志。1915 年 9 月 15 日，《新

青年》 月刊创刊于上海， 陈独秀创办并主
编，由上海群益书社印行。 创刊时初名《青
年杂志》。1916 年 9 月，自第二卷起改名《新
青年 》。 自 1915 年 9 月 15 日创刊号至
1922 年 7 月终刊共出 9 卷 54 号。 1923 年
6 月重新出版《新青年》季刊，是中共中央机
关刊物，迁广州出版，由瞿秋白主编，卷期
号另起。1926 年 7 月（第五号）最终停办。月
刊、季刊、不定期刊总计出版了 63 期。

我国近代报刊始于 19 世纪， 报刊几
乎以剪辑的形式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历史
事件，形象鲜活，当时思想宣战也主要以
报刊为载体。

在安徽境内比较知名的报刊如《安徽
俗话报》（1904 年）。 该刊物由（芜湖）安徽
俗话报社出版发行。 《安徽俗话报》是 1904
年 3 月 31 日由陈独秀发起，半月刊，社址
在芜湖科学图书社内。 该报以引导群众通
达学问、 明白时事为目的， 包括论说、新
闻、历史等 13 个栏目，语言通俗、文献丰
富，是辛亥革命前安徽地区出版的第一家
革命刊物，也是当时国内有重要影响的白
话报刊之一。 陈独秀先后发文 50 篇左右，
其中署名“三爱”的有 48 篇。 又如《溶岩》
（1934 年），这是省立安徽大学时期，由进
步学生团体———溶岩社创办的刊物。

本次展览还展出了毛泽东所著的《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展出版本是 1927
年 12 月由中共华中五地委宣传部 、（盐

城）韬奋书店盐阜分店出版发行的。 本书
是 1927 年 3 月毛泽东为了回答当时党内
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 全文用
大量的事例就八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近现代以来，革命的先行者们创刊或
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刊物和
著作。 省图书馆馆长林旭东介绍，其中不
少红色文献诞生于安徽，记录了当时的思
想启蒙和斗争历史，书写了百年党史中的
安徽篇章。 《安徽俗话报》和《熔岩》、《新青
年》等刊物，代表了早期新思想在安徽的
传播，吹响了民族觉醒的号角。

战斗的武器

革命年代， 我党创办了很多机关刊
物，它们是人民的喉舌，也是战斗的武器。
在省图书馆及各地图书馆，均有珍藏。

《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
一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22 年 9 月
13 日创刊于上海。此次展出的《向导》周报
出版年份是 1926 年，出版地为广州。 《向
导》周报以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评论国内外时政为主要内容，着重时政评
论。 中共早期领导人是其主要撰稿人，其
中尤以陈独秀和蔡和森为代表。

《前锋》杂志，是中共中央 1923 年 7 月
1日于上海创办的一份机关刊物。 省图书馆
藏有《前锋》杂志创刊号（1954 年人民出版
社影印件）。 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在广
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党
的统一战线方针。 同年 7月 1日，由瞿秋白
主编的《前锋》杂志于上海创刊。它侧重于对
中国革命的一些专门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研
究， 以详细的统计数字和实际资料为根据，
阐述自己的观点，体现了党刊注重理论联系
实际的作风。 创刊号除了发刊词性质的“本
志露布”和“寸铁”两个栏目外，其他均为专
题文章，其中陈独秀撰发刊词及《中国农民
问题》， 瞿秋白撰 《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
阀》《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帝国主义侵
略中国的各种方式》等文章，共产国际代表
马林以中文名“孙铎”撰《中国国民运动之过
去及将来》， 张太雷撰 《法西斯主义之国际
性》与《近代印度概况》，向警予撰《中国最近
妇女运动》， 毛泽东也撰写了 《省宪下之湖
南》一文，用的是笔名“石山”。

《拂晓报》，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彭雪枫
领导的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主办的机关
报，被誉为“叫破五更的报晓鸡”。 省图书
馆现藏有《拂晓报》1949 年发行的第 1470
期和 1485 期原件两份。 该报于 1938 年 9
月 29 日新四军游击支队从河南省确山县

竹沟镇东征的前夜创刊，彭雪枫亲自题写
报头并撰写发刊词———《〈拂晓报〉是我们
的良友》。 《拂晓报》创刊时期印量很少，创
刊号仅六十份，前期油印版也不过三四百
份，随着不断发展，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有
了很大提升， 不仅受到全体指战员的欢
迎，也吸引到了大量社会读者，发行量至
1500-2000 份仍不能满足需求。 从 300 期
开始，《拂晓报》 已发行到延安、 重庆、新
县、西安、阜阳、立煌及华北等地，报刊界
知名人士交口赞誉。 后来还远涉重洋，传
到了纽约、莫斯科及南洋各国的大都市。

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拂晓报》
等机关报，克服了人力、财力、物力等各种
困难，以其有血有肉的内容、入情入理的
宣传使全体军民受到巨大的鼓舞，真正起
到了传播革命道理、指引革命方向、团结
革命群众、扩大革命影响的积极作用。

历史的馈赠

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
立、抗日战争……近代以来，一系列重大的
历史事件接连发生，古今、东西思潮交汇碰
撞，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被图书馆界、
文献学界、历史学界称道的“红色文献”，记
载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记
录了新中国从诞生走向繁荣富强的成长足
迹，凝结着先辈们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蕴
含着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基因信息。 与古籍
善本一样，他们都是历史的馈赠。

从某种程度来说，红色文献书籍的保
存难度要高于古籍善本。 近现代时期，正
是手工造纸向机械造纸和印刷阶段过渡
的时期，用纸多为酸性化学浆纸，易老化。
而古籍所用的宣纸大部分采用植物纤维
制作，纸张呈中性或碱性。 工业纸一般寿
命低于“纸寿千年”的宣纸。 同时，由于革
命年代的特殊性，很多红色文献资料发行
量较少，所以目前图书馆珍藏的这些红色
文献无比珍贵。

林旭东介绍，目前，省内各级图书馆
注重红色文献的系统收藏，提供安全的存
藏条件，在做好原生性保护的同时，通过
缩微拍摄和数字化等再生性保护方式做
好备份保护，并有效减少环境或人为因素
对红色文献的破坏。 省图书馆将组织联盟
成员馆共同编印红色文献馆藏书目，充分
揭示宣传红色馆藏。 值此全国上下喜迎建
党百年之际，全省图书馆正联合起来组织
红色文献研读活动，建议可在文旅融合基
础上增加红色文献研学游项目，更好地促
进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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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播报·

全椒举办广场舞展演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丰富城乡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6 月 17 日，
“舞动新时代 筑梦再出发”广场舞展演暨全椒县 2021 年
广场舞三级联赛活动在全椒县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共有
17 个节目，《健身腰鼓》《今夜无眠》《中国红》《祖国你好》
《五星红旗》《水兵舞》《红色娘子军联歌》等精彩的广场舞
表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舞蹈队员们以饱满的热情，舞
出了全民健身、健康和谐的文明新风，用自己的方式为祖
国献礼、为健康生活加油。 展演由中共全椒县委宣传部、
全椒县文化和旅游局、全椒县教育体育局、全椒县文联共
同主办。 (晓溪)

随着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
不断提高， 很多主流大片技术
升级 ，但 “硬工业 ”中的 “软实
力” 依然决定着电影的核心竞
争力———

··关注··

主流大片：
技术与艺术并重

·文苑微谈·

合肥举办少儿书画大赛

近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面展现合
肥市少年儿童的书法绘画水平和全民艺术普及成果，由合
肥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合肥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
办的 “红色百年 童心向党”2021 年合肥市少儿书画大赛
举办。 大赛第一期作品展近日在合肥市文化馆进行了展
览。 展览是整个少儿大赛的部分作品展，也是一次区县之
间的交流展，共展出 300 余件来自庐阳区、蜀山区、肥西县
等区县的少儿书画作品。 作品洋溢着对祖国的歌颂、对新
生活的赞美、对未来的憧憬。 （文讯）

怀宁排演黄梅戏《挑山女人》

6 月 13 日晚，由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主演的大型移植
创作黄梅戏《挑山女人》，在安庆市黄梅戏艺术中心首次
彩排。 《挑山女人》取材于真人真事，该剧讲述了上世纪
80 年代末， 女主人公王美英为抚养 3 个未成年的孩子，
毅然当起了挑山工，成了齐云山唯一的女挑夫。 17 年里，
她无论风雨、不计寒暑，用柔弱双肩扛起养家的重任。《挑
山女人》 最早是由上海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原创的大
型现代沪剧，自 2012年首演至今，荣获诸多奖项，累计演
出 279 场，观摩人数超过 28 万。 目前，该剧已被河南豫
剧、广西壮剧、山西蒲剧、安徽黄梅戏四大剧种改编移植。
据了解，该剧力争在今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亮相。

（吴良伦 王成杰）

白云生处： 电影产业一直走在科技发展的
前沿，总是和技术“捆绑”在一起。除了提高电影制
作的效率， 电影技术手段的革新还丰富了电影艺
术的表现力。 “大制作、大场面、大明星”的大片曾
一度成为票房保证和电影工业化标杆， 主旋律大
片的创作也不例外。 创作者在掌握了高科技的今
天，能够让创作回归“本心”才是最珍贵的。不要被
最新的、最炫的技术诱惑，为技术去设计场面或者
镜头。要把普通人的情感调动起来，从而跟观众达
到共情互动的艺术效果。

风起流云： 纵观近年来主旋律电影的叙事
方式， 越来越多的影片将大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
感受、经历有机结合：《1921》回到百年前的历史现
场，全景式再现平均年龄仅 28 岁的热血青年；《我
和我的祖国》 用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折射整个大
时代的变化；《金刚川》 展现了炮火下 “最可爱的
人”的群像力量。电影人必须常怀技术与艺术并重
的精品意识， 铭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的使
命担当。

芳草不曾歇： 电影技术的进步是推动电影
工业化之路的重要动力， 但是优秀的电影工业体
系不仅要求技术手段过硬，更要做到故事充实、流
程完善、制作精良、均衡发展，“硬工业”中的“软实
力”决定着电影的核心竞争力。电影发展乃至文化
进步，不能机械照搬“技术性指标”，要结合本国国
情和文化特色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 好的电
影工业体系，依赖于导演、编剧、制片、摄影、美术、
特效等各个环节同步成长，还需具备从“造产品”
向“创文化”的转型升级。

唐豆： 所有今天在电影院里进行的技术革
新，不管是 IMAX 或者是 CINITY，都是为了增强
大家在影院里的观赏效果。 《无限深度》有 1600 多
个特效镜头，但导演依然认为，在视听体验和选择
越来越多元的今天，观众之所以愿意走入影院，是
因为共同的情感体验。市场的多元竞争、观众的趣
味变化也在同步发生， 优秀的视觉效果始终需要
服务于好的故事内容。

（本报记者 晋文婧 整理）

一曲平凡英雄的颂歌
———评原创黄梅戏《初心》

■ 蒋小平

现实题材黄梅戏《初心》近期在滁州大剧
院和安徽大剧院公演，该剧由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朱万曙编剧、国家一级导演唐大康导演。 作
为献礼建党 100 周年的展演作品，这部作品并
非回望历史，而是书写当下，以 2019 年 8 月在
“利奇马” 台风中为保护村民而牺牲的时代楷
模李夏为原型，塑造了一个新时代平凡英雄的
形象。

《初心》据真人真实事迹编创 ，从事基层
纪检监察工作的李夏， 本可以调到县城应急
办工作，但他毅然放弃县城工作机会，扎根乡
村。在高阳村担任驻村党建指导员，他将一个
落后的党支部改变成一个先进党支部； 在扶
贫攻坚之际，他用真心、爱心帮助困难村民 ，

给他们温暖；作为纪检干部，他用细心和耐心
和处理对象沟通，让他们认识到错误。 2019 年
8 月， 年仅 33 岁的李夏在抢险救灾中不幸被
泥石流吞没牺牲。 如何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
创作一部舞台剧，极具挑战性。 众所周知，叙
写英雄人物事迹， 歌颂模范人物的戏曲不仅
难写，更难被观众认可。 困难在于，英雄模范
人物很容易写成概念化的“高大上”人物。 跳
出既往英模塑造模式， 需要创作者深入了解
人物，真正感受 、贴近人物内心 ，真实还原人
物。 为此，编创人员到李夏的家乡和工作过的
地方采风和实地走访，通过走近他的家人、同
事、帮扶对象等去感受 、体会 “大家眼中的李
夏”。 生活中李夏各种“平凡”的事迹感动了编
创者，他们又将这份感动融入了创作过程中，
从而使得这部作品拥有了最大的真实性。 剧

中大部分情节和细节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比
如李夏送给女儿写着包公诗句“清心为治本，
直道是身谋”笔筒、微信签名 “初心不因来路
迢遥而改变， 使命不因风雨坎坷而淡忘”、为
了走近帮扶对象学绩溪话、 参加山林救火等
等。 作品真实还原了李夏生前“平凡”的工作
和人生，让观者感受到一个怀着 “初心 ”的乡
镇干部最真实的工作生活状态。

为了赋予人物独具魅力的特性， 编剧在
真实基础上加工提炼， 将人物行动放置于真
实的乡村空间， 通过小事件展示人物的多个
性格侧面。 《帮扶》一场中，李夏只做了三件小
事。第一件事，捡村里垃圾。第二件事，看望有
病的汪冬花大妈， 请县农业站的技术员来指
导她杀虫种菊花，顺便席地而坐剥玉米，汪冬
花纠正李夏剥玉米方法。第三件事，冒着风雨

看望智障人士冯孝华，安慰其姐姐冯香兰，答
应帮冯孝华补办低保存折， 在风雨中背冯孝
华前往车站。 三件小事， 既有浓厚的生活气
息，更饱含着李夏对贫困村民的一片爱心。 可
以说，《初心》中的李夏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
没有振臂一呼的豪言壮语，然而他以真心、爱
心温暖村民， 使得这一平凡人物成为英模戏
曲系列中独特的“这一个”。

将没有“传奇性”的凡人小事搬上舞台，如
何吸引观众， 同样是编导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本剧以情感作为最重要的支点，赋予李夏两重
感情线，一是李夏对女儿的疼爱、对妻子、母亲
的爱。一是李夏对帮扶的贫困村民和工作对象
的感情。 全剧六场戏，每场都是事，每场都是
情，观众被感染乃至落泪。 剧作家对于普通人
性人情的书写，既是生活真实的呈现，更是艺
术对平凡英雄的重塑。

走在伟大复兴道路上的当代中国，有许多
像李夏这样既平凡又伟大的优秀共产党员，他
们的精神往往融化在平凡小事之中，没有“惊
天动地”，也没有“传奇色彩”。戏曲舞台如何表
现这些优秀人物， 既给人以精神的感染和鼓
舞，又在艺术上富有魅力、打动观众，《初心》给
予我们良多启示。

红色文献
记录峥嵘岁月

6月 12日， 安徽省公共图
书馆联盟馆藏珍贵红色文献展
在省图书馆开展。 我党在百年
奋斗历程中， 积累了宝贵的革
命经验和精神财富， 图书馆珍
藏的红色文献正是记录这些精
神财富的重要载体———

省图工作人员精心布展。 （资料图片）

展出的部

分红色文献 。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