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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文化传媒网报道，6 月 13 日，“《中国电影蓝皮
书 2021》和《中国电视剧蓝皮书 2021》首发式暨中国电影、
电视剧发展对话会”举行。 此次活动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
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等共同主办。 知
名导演、影视学者、出版社从业人员参加了发布会，就中国
电影、电视剧的当下格局、现状与未来发展等展开讨论和
对话。这两个“蓝皮书”是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与
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合作推出的年度“影响力影
视剧”案例报告，至今已步入第四届，成为广受学界、业界
好评的口碑书系。 （谷雨/文 艺林/图）

中国电影、电视剧蓝皮书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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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报道，近日，商务部、民政部和文旅部等 12
部门出台相关意见，鼓励商业与物业、消费与生活、居家与
社区等场景融合，实现业态多元化、集聚化、智慧化发展。
因地制宜发展品质提升类业态，鼓励发展特色餐饮、运动
健身、保健养生、新式书店、幼儿托管等品质提升类业态，
促进商文旅融合，拓展社交化、特色化功能，满足居民多样
化的消费需求，提升生活品质。

12部门发文促进商文旅融合

据文旅中国报道，6 月 13 日，腾讯影业、新丽传媒、阅
文影视联合举办“向融·日新”2021 年度发布会，本次年度
发布会是继去年腾讯影业、新丽传媒、阅文影视结成“三驾
马车”后二度同台，共发布了 70 个影视项目；除推出一些
热门作品外，还宣布联合打造包含《1921》《人世间》《心居》
在内的“时代旋律三部曲”，从不同时代、不同人物视角出
发，丰富展现理想意义和时代质感，共同讲好中国故事。

“三驾马车”推时代旋律三部曲

据文旅中国报道，近日，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周双喜发布的一则仅有 14 秒的短视
频，展示出了云锦中式婚服，吸引了超 3000 万抖音网友集
体围观，该视频点赞量达 230 多万。 66岁的周双喜觉得抖
音是新的宣传形式，“看的人确实多， 传播也快”。 数据显
示， 在抖音， 国家级非遗项目相关视频数量超过 1.4 亿；
1557 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抖音涵盖率达 97.94%。 其中，部
分因时代变迁、多元文化冲击、后继无人等面临濒危境地，
急需保护的濒危非遗项目，正在通过抖音等短视频平台重
新引发关注，获赞量超亿次。

影像非遗正在走向大众

特别报道··用活红色资源 讲好党的故事⑧⑧

红色热土传播伟大真理

1948 年 12 月 16 日，淮海战役进入第三
阶段，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进驻萧县蔡洼村，
就近指挥各纵队发动总攻。次日，淮海战役总
前委五位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
震林齐聚蔡洼， 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总前委
第一次全体会议，这也是唯一一次全体会议，
研究制定了淮海战役决战和渡江作战方案等
重大问题。会议期间休息时，在指挥部屋前的
石榴树旁， 随军记者陆仁生拍下了总前委五
位首长唯一一张合影， 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
自信和喜悦， 这张照片在党史和军史上留下
浓墨重彩的光辉一页。蔡洼由此被称为“英雄
会师地”和“淮海战役第一村”，萧县也被誉为
“胜利之城”。

“倾家荡产支持淮海战役！ ”镌刻在蔡洼
会议遗址广场上的浮雕， 生动再现了萧县乡
亲为解放军支前的感人场景。在淮海战役中，
亿万民众齐动员，参军参战，筹运粮草，抬送
伤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 “最后一
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
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
送到战场上。”当年老百姓们正是带着这样的
信念，冒着枪林弹雨，推着小推车勇往直前奔
赴炮火纷飞的战场，保证了大规模作战需要。

据景区讲解员介绍，淮海战役中，萧县组
织了支前民工 147203 人，担架 2536 副，筹粮
1243 万斤，把全县的人力、物力、财力汇成了
一股波澜壮阔的洪流， 为人民军队的胜利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淮海战役胜利后，毛泽
东亲笔题词称赞，这是“人民的胜利”。陈毅元
帅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
推出来的。 ” 在萧县县委县政府的精心打造
下，蔡洼现已成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长
三角旅游系统党性教育基地、 全国关心下一
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 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省党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等。

历史因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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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李兰凯 文/图

欢快的渔鼓 、舞动的色彩 、嘹亮的歌
声……日前，宿州市萧县老年大学的歌曲快
闪活动在该县红色景区蔡洼精彩开拍 ，150
多名师生组成合唱团、军乐队、腰鼓队、舞蹈
队 、模特队 ，通过民乐演奏 、独唱 、合唱 、舞
蹈、 渔鼓等展示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
共同演绎《唱支山歌给党听》，表达对中国共
产党的深情祝福，激发师生们在奉献中传承
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现场的游客们也
激情满怀，同声合唱，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
起，绘就了一幅昂扬奋进、携手前行的壮美
画卷。

红色文化绽放时代光彩

“拍摄歌曲快闪是我校‘学党史
颂党恩 庆祝百年华诞’ 系列活动的
一部分，通过融合红色文化和地方特
色文化，展示独特文化魅力，营造党
史学习浓厚氛围，影响和带动更多的
人铭记历史，不断前行。 ”萧县老年大
学校长张秀珍高兴地说。

加大对现有红色资源的保护力
度， 是确保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基
础。 萧县进行蔡洼旧址杨家台子文
物主体屋面翻修、 全委会议场景还
原、淮海战役图片布展等，修复萧宿
铜灵烈士陵园广场及生态停车场、
供水、供电、院墙等 11 项设施，摸排
整理 300 余处零星烈士墓地作为党
史学习教育基地， 更好地发挥红色
遗址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播功能。

用好红色资源宝贵财富 ，传承
发展是关键。 “乡亲们运粮忙支前，
稳推车轮紧步撵 ， 粮食弹药齐来
运，日夜兼程把路赶……”日前 ，主
流媒体推送播放萧县拍摄的《父辈
的胜利》， 再次把人们的思绪带进
战火纷飞的年代。为讲好红色故事
弘扬革命精神，萧县以发生在淮海
战役总前委会议旧址萧县蔡洼的
历史故事为主线，拍摄历史纪录片
《父辈的胜利》，以重要历史人物的
回忆访谈为主要表现形式，纪念淮
海战役那段红色革命岁月，启迪党
员干部群众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

下，不忘初心使命，牢记责任担当，
努力作为，接续奋斗。 影片将红色
文化和当地独特的剪纸文化相融
合，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
心灵震撼，获评全国党员教育电视
片一等奖。 据了解，为拍摄这部历
史纪录片，拍摄组辗转上海、江苏、
河南、安徽四省市，组织支前模范、
参战老兵 、青年党员 、离退休干部
等共 150 多人参与摄制 ，实地拍摄
了大量视频素材。

红色土地永不褪色， 在新时代
焕发新光彩。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萧
县充分发挥蔡洼、 萧县苏维埃旧址
等“红色基因库”作用，精心策划形
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党史国史知识
进课堂”“清明祭英烈”“重温入党誓
词”“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书画展”等
活动，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群众深悟
蕴藏的红色基因和革命精神， 立足
岗位，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
矢志砥砺前行。 同时，积极推进红色
教育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创新，努力
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影
响力。 “我们将百年党史、地方史有
效结合起来， 依托大量珍贵的历史
图片、文献资料和实物，利用声、光、
电现代科技，更好的服务人民、服务
社会， 让更多的人从淮海战役的光
辉历程中汲取精神养分。 ”蔡洼景区
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刘毓峰介绍。

红色精神照耀振兴之路

“萧县的革命史，要放在中国革
命历史的大背景下去认识。 要注意
红色资源的挖掘、整理，让后人对革
命历史有个完整而清晰的认识，确
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让红色精神
光耀振兴之路。 ”萧县博物馆原馆长
苏肇平说。

目前 ,萧县组织相关人员，深入
挖掘调研， 整理抢救珍贵的地方党
史资源资料，相继编印出版《淮海决
战在萧县》《萧县抗日烽火》等 10 余
部地方教材，为铭记光辉历史、传承
红色基因， 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
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提供丰厚滋养。

“能为党员群众和学生们宣讲
红色故事，奉献余热，我十分高兴！ ”
对于“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王於昌而
言，无论 20 余人的单位职工 、还是
4000 多人的校园听众， 他总能结合
宣讲对象特点，联系自身战斗经历，
通过讲党史、述军史、说发展，引导
党员干部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厚植
红色基因，传承革命精神，为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目前，王於昌已
开展红色教育宣讲 46 场。 萧县“五
老”人员李长钦、李鹏、周广耘等，
也在义务开展党史、 国史宣讲

教育，成为萧县传播红色
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重
要力量。

红色资源是鲜活
的历史，创新发展是
最好的传承。 去年
以来， 萧县主动
融入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扇形对接江苏徐州，与徐州
等周边地区 60 余家单位建立共享
的红色资源和文化教育传承机制，
规划建设县内 3 条全域旅游专线 ，
形成以蔡洼、萧县苏维埃旧址、萧宿
铜灵边区革命烈士墓、 陈履真烈士
墓等为轴心的红色旅游带， 谋划打
造长三角一体化红色精品旅游线
路， 让全县红色资源在互融互通中
绽放光芒， 释放能量。 通过不断创
新， 让红色文化直抵人心、 催人奋
进。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蔡洼淮
海战役红色旅游景区接待党政团体
394 个，研学旅行团体 119 个，游客
15 万余人次。 5 月 31 日，由文化旅
游部联合中宣部等四部门推出的
“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
路”，萧县蔡洼景区被列入“淮海战
役伟大胜利”精品线路。

用好宝贵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
因,汲取前进力量。 萧县百万人民根
植红色沃土，点燃红色发展引擎，抢
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坚
持“先进制造业为主体、新型城镇化
和农业现代化为两翼” 的 “一体两
翼”发展思路，打造联动徐州东向发
展“桥头堡”，形成“双城对接、一带
撬动、三轴驱动、多组团呼应、多产
业发展、多动力叠加”的扇形扩展格
局， 现已跻身全省县域经济 20 强、
荣登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百强、 上榜
2021 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百佳县市。
在红色精神的激励下，这座“胜利之
城” 正以昂扬姿态激荡强有力的振
兴之声。

淮海战役总前委蔡洼会议旧址（淮
河战役总前委五首长合影处）。

萧县老年大学师生在蔡洼景区拍摄歌曲快闪活动。
本报通讯员 牛金岭 摄

淮海战役总前委蔡洼会

议旧址历史场景复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