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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小剧场临近社区、 贴近
观众，节目内容多样、演出形式灵
活， 越来越成为大众喜爱的文化
休闲场所———

··关注·· ·文苑微谈·

近日， 安徽博物院联合全省博物馆联盟推出

了“红心向党———百件革命文物图片联展”等一系

列展览，线上线下同步推送，为观众们立体式展现

江淮大地的革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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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剧场大舞台

芳草不曾歇：近日，庆祝建党 １００ 周年安徽优秀
曲艺节目展演在合肥经开区某小剧场举办。 相声小品、
琴书大鼓，传统与现代交融，吸引了社区居民和一些刚
参加完中高考的学生前来观看。 城市小剧场可以“小而
美”，并形成特有的创演制风格。 各地的小剧场尚处于
起步阶段，但剧场虽小，意义却并不小。 小剧场的出现，
为市民提供了更丰富的文化产品， 也正提升着一座城
市的文化气质。

白云生处：剧场戏剧与传统戏剧相比，有着独特
又富有魅力的艺术表现力， 而中国的小剧场戏剧与西
方相比又有着较为浓厚的本土色彩。 文艺舞台要与现
实生活有很强的关联性才能凸显其生命力。 与作为城
市地标的大剧院相比，小剧场更具有一种生活气息。 在
本土化的磨砺过程中， 也能够创造更符合地域语汇的
表达方式。 应当倡导专业院团、高校、社会团体等创作
本土化气息浓郁的小型剧目， 鼓励小剧场运营单位引
进优秀的歌舞表演、相声小品、特色舞台剧等，通过不
断丰富业态，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唐豆： 到剧场去看戏， 就像到电影院看电影一
样，正逐渐成为市民的文化消费时尚。 看场小剧场话剧
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也是周末休闲的时尚之选。 剧场
场地虽小，但一出好戏，满堂喝彩，观众与演员之间只
有一步之遥，举手投足间都是面对面、心与心的互动交
流。 近年来，演出行业面临一些变革，随着剧目品质与
内容表达不断升级， 各类艺术表演团体应该积极走出
剧院空间，在新的场所与观众建立新的链接。

风起流云：小剧场，顾名思义是相对于传统大剧
场而言的，其特点是表演空间小，一般设置几十至三五
百个席位，演员与观众比较接近。 蓬勃发展的小剧场代
表着城市的“文艺范儿”，作为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大
众文化需求的文艺现象， 小剧场已成为大剧场的互补
演出形式。 很多小剧场， 有固定的演出队伍和演出风
格，也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观众群体。 同时，一些点单式、
定制式的节目也让小剧场更有人气。

（本报记者 晋文婧 整理）

《苍生》被《中国共产党历史歌典》收录
歌曲《苍生》是霍山县纪委监委出品的“南岳清风”系列廉

政微电影主题歌，由该县音乐家吴南江、梁明作词作曲，著名歌
手韩磊倾情演唱。日前，该歌曲被中国音乐家协会、人民音乐出
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歌
典———歌声中的百年风华》收录。 歌曲主歌部分由四个乐句组
成，歌词清俊高雅，旋律苍劲悠长。 副歌部分也由四个乐句构
成。风格刚劲宏大，旋律饱满沉稳，表达了共产党人永葆革命青
春的心声。 据悉，该歌典精选了建党 100 年以来，10 个不同历
史时期 166 首广为流传的经典歌曲。 (文讯)

献礼影片《革命者》走进中科大
6 月 29 日， 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等联合摄制的庆祝建

党百年献礼影片《革命者》走进中国科技大学，向革命先驱致
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师生约 1200 人参加活动并观影。 《革命
者》由管虎监制，徐展雄导演，张颂文、李易峰、佟丽娅、彭昱畅、
秦昊等主演，7 月 1 日在全国院线正式公映。影片以 1912-1927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为背景，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
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
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探索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伟
大历程，多视角、创新性讲述了他和毛泽东等一批又一批仁人
志士和热血青年前仆后继，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
产党的热血故事。 （晋文婧）

《幸福来敲门》出版发行
由省广播电视局组织策划、 安徽新华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

的《幸福来敲门———安徽扶贫故事》近日正式发行。 作为反映新
时代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建设的融媒体出版物，该书以文字、图
片和视频等多种方式真实记录、 系统呈现发生在安徽大地上的
感人扶贫故事，每个故事配有一部精彩纪录片，扫码即可观看。
这些记录片为 “皖美呈现———影像安徽记录计划” 入选优秀作
品。该出版物立足“小切口、大情怀”，从扶贫工作者、回乡创业人
员、志愿者、当地基层干部、困难群众等多个角度讲述扶贫故事，
素材鲜活、富有烟火气，生动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安徽脱
贫攻坚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深远意义。发行仪式现场，省广电
局、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向省乡村振兴局宣教中心、省图书馆、合
肥市蜀山区琥珀街道安农社区捐赠了图书。 （李跃波）

《合肥党史故事（青少年版）》正式面世
日前，《合肥党史故事（青少年版）》新书发布座谈会在合肥

市政务大楼举行。《合肥党史故事（青少年版）》由中共合肥市委
史志室与合肥市教育局联合策划，党史工作者和一线中小学历
史老师共同撰写。该书受众主要为合肥地区四年级至八年级学
生，主要内容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合肥地区历史
故事，基本风格注重图文并茂、生动活泼，体例安排以时为经、
以事为纬，表现形式以叙事性故事为主，配套“合肥记忆”“知识
链接”拓展板块。 （许根宏）■ 本报记者 晋文婧

“瓜儿圆里格圆又圆，我和弟弟抬回家，
抬格里格抬回家呀， 做餐革命传统饭呀，红
米野菜煮南瓜呀， 继承红军好传统……”清
脆的童音，在舞台上久久回荡着 ，震撼着观
众的心灵。

6 月 30 日， 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
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安徽省文化馆、全省
文化馆联盟、合肥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唱
支山歌给党听”暨“永远跟党走”安徽省群众
大家唱·歌咏大会在合肥大剧院举行。 2100
余位演职人员、观众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回顾光辉历程，祝福伟
大时代。 歌咏大会以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曲

目， 重温了中国共产党从开天辟地、 改天换
地、翻天覆地到惊天动地的伟大历程。

17 个主题鲜明、演出精湛、感染力极强
的合唱节目为广大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参演人员中，有中小学生、企业职工、城乡居
民，以及医生护士、消防官兵等遍布在各行各
业、守护在百姓身边的党员同志们，他们用最
充沛的情感、 最嘹亮的歌声来表达对祖国的
无限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崇敬。

合肥市西园新村小学北校西园校区学生
演唱的《井冈山下种南瓜》，用欢快活泼的歌
声歌颂了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那
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安庆市四叶草女声合唱
团带来的《山野的风》，优美的和声与韵味十
足的黄梅戏有机结合，独具一格；阜阳市汇鑫

小学学生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表达了
江淮儿女对党和国家的殷殷祝福； 合肥市消
防救援支队消防员们带来的 《我们走在大路
上》，唱出了新时代消防人的英勇气概……饱
满激昂、 激情澎湃的齐声合唱和雷鸣般的掌
声把现场气氛推向了一次又一次高潮。 活动
最后，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
旋律响起时，全场观众自发起立，不约而同高
声合唱， 用最真挚的歌声为党的百年华诞献
礼。 合肥市群星少年合唱团指挥王奇辉说，2
个多月以来，大家以饱满的热情、高昂的斗志
积极进行演唱排练， 力争以最精彩的表演向
广大观众汇报，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唱响爱国旋律，重温百年党史，传承红色
基因。 在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和旅游厅部署

下，5 月以来，全省各地广泛开展了群众歌咏
活动， 同时在线上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线上大
家唱、大家唱联动等活动，结合“红心向党 红
歌传唱”文艺进基层活动，传递党的声音，播
撒红色能量。 歌咏活动得到了全省基层群众
的热烈响应，先后数万人参与其中，经层层发
动、精心选拔，全省 16 市推荐了 58 个合唱节
目，专家遴选出 28 个节目参加成人组和少儿
组的展演，其中 17 个合唱节目参加了 6 月 30
日的歌咏大会活动。 群众合唱艺术是人民群
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表演者们用嘹亮的
歌声歌唱党、歌唱祖国、歌唱人民、歌唱美好
生活，掀起了江淮儿女同庆建党百年的热潮。

此次歌咏大会，国家公共文化云、安徽
公共文化云等平台进行了全程网络直播，北
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等 19 家省级文化
云平台并机直播。 省文化馆党支部书记、馆
长李晓东介绍 ，为热情讴歌伟大的党 、伟大
的祖国，充分展示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和深
厚的爱党爱国情怀 ，连日来 ，安徽公共文化
云平台上线 “永远跟党走 ”安徽省群众文化
活动专区，加大群众歌咏、广场舞、展览展示
等线上文化产品供给， 重温党的光辉历程，
弘扬党的优良传统 ，凝聚起团结进取 、奋发
图强的精神力量。

6 月 30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唱支山歌给党听”暨
“永远跟党走”安徽省群众大家唱·歌咏大会在合肥举行———

嘹亮歌声献给党

■ 本报记者 徐志纯

七一前夕 ， 安徽博物院 “红心向
党———百件革命文物图片联展” 开展 ,吸
引了很多观众驻足。 该展通过一块块展
板、一帧帧图片，重点展示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我省各地所存的部分革命文物。

多方合作

遴选代表性文物

革命文物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
的光荣历史，记载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
和感人事迹， 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
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
精神的生动教材。 安徽博物院党委书记、
院长胡敏介绍，“红心向党”图片展由安徽
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文物局）主办，安
徽省博物馆联盟、 安徽省博物馆协会、安
徽博物院承办，具体的支持单位有渡江战
役纪念馆、 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
阜阳市博物馆、皖西博物馆、岳西县文物
保护中心和歙县博物馆等 14 家单位。

据胡敏介绍，本次展览是从全省首批
革命文物名录中遴选而出的 100 件可移
动革命文物，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重
点，充分挖掘珍贵革命文物的精神内涵与
时代价值。 整个展览，除了制作展板在安
徽博物院进行现场展示外，还制作了讲解
视频，同步在安徽博物院的官网及微信公
众号上进行展览，同时，安徽博物院将这
些音视频材料上传供全省多家博物馆联
盟成员共享，这样做一是让缺乏条件进行
布展的博物馆能及时推出优质展览；二是
因为革命文物的概念有一定特殊性，安徽
博物院在制作此类革命文物展时，会提前
做好“功课”，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阐释、
革命文物的划分等， 都会进行严格把关，
力求准确。 “暑假将至，大量青少年会走进
各地博物馆看展览，只有说法正确、权威，
才能更好地引导和教育他们，特别是在革
命文物这方面，阐释更需要谨慎和准确。 ”
胡敏说。

内涵丰富

既有“高度”也有“温度”

据安徽博物院学术研究部副主任冯

超介绍 ，“红心向党 ”展览分为 “志存高
远 ” “家国情怀 ”和 “民心所向 ”三个单
元 ，他们在策展时 ，既注重对共产党人
理想信念等精神层面的阐释 ，也注重对
共产党人情感生活的解读。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 ，“志存高远 ”
单元下面，分为 “牢铸信仰 ”“心系民众 ”
“勇立潮头”三组 ；“家国情怀 ”单元分为
“赤热亲情 ”“革命豪情 ”“鱼水深情 ”三
组 ；“民心所向 ” 单元分为 “入党光荣 ”
“奋勇立功”“永跟党走”三组。

今年以来 ，热播电视剧 《觉醒年代 》
一再刷屏 ，观众们通过 《新青年 》杂志这
条主线 ，看到了从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
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段波澜壮阔
的历史 。 在 “牢铸信仰 ”里 ，第一块展板
展示的就是《新青年》杂志第 8 卷的第 1
至 6 号封面 。 《新青年 》1915 年 9 月 15
日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刊 ，初名为 《青年
杂志 》，1916 年 9 月 1 日出版的第 2 卷
第 1 号改名为 《新青年 》，后来从第 8 卷
第 1 号开始 ，《新青年 》成为上海共产党
组织的机关刊物 ，因此 ，展览选取了 《新
青年 》杂志第 8 卷的第 1 至 6 号封面进
行展示 ，同时下方配合文字说明 ，让观
众们既对杂志的封面一目了然 ，也让他
们更好地了解这本杂志在那段岁月中
的特殊地位。

在 “赤热亲情 ”展板里 ，展示了几位
战士和革命者的家书。 如红二十五军战
士雷业和在 1932 年写给父母的家书
中 ， 他宽慰父母 ：“现在我身体强壮 ，本
身又不困难 ， 父母不要挂念 ”， 并希望
“二位哥哥在地方工作中要加紧斗争 ，
自己在前方也会加紧武装斗争的责任 ，
共同努力，夺取革命的早日胜利。 ”祖晨
烈士在写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 “斯时天
灾人祸 ， 皆促使人民自觉之导火索 ，将
来总有结局之日 。 一般倒行逆施之徒 ，
儿即命在旦夕之际 ，仍欲与之相较……
儿仍向前冲锋。 ”祖晨是宣城人，1927 年
参加北伐，1928 年初回宣城开展党的工
作和农民运动 ，1932 年 5 月底被捕 ，
1933 年 8 月 18 日在济南泺口英勇就
义，时年 32 岁。

革命者的家书 ， 既有脉脉温情 ，更
有不畏生死的豪情和革命必胜的信心 。
冯超介绍 ，这也是策划展览时的中心思
想：展览既要体现 “高度 ”，也要展现 “温
度 ”，让观众通过展览 ，既能看到革命者
们心存高远 、 舍身忘我的革命情怀 ，也
能让人们体会到他们对家人细腻温和 、
有情有义的另一面。

细节解读

产生情感共鸣

前不久，我省公布的全省首批革命文
物名录中， 包括 580 处不可移动和 3646
件可移动革命文物，据冯超介绍，本次的
“红心向党”展览，从首批革命文物名录中
遴选出 100 件可移动革命文物。之所以只
选 100 件，也是为了突出重点，更好地从
细节上展示、解读文物，让观众们看得更
加清楚和明晰。 “只有看得清、看得懂，观
众们才更易在心灵和情感上产生共鸣。 ”
冯超说。

在第一单元 “志存高远” 的第一组
“心系民众 ”中 ，有一幅印章图案引人注
意 ，印章为 “霍山六区五乡苏维埃政府
土地委员会长戳 ”，别小看这个 “戳 ”，它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31 年 11 月 ，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 ，而 1930
年 4 月 12 日 ， 为统一领导霍山地区的
红色政权 ，舒传贤领导中共霍山县委成
立了霍山县苏维埃政府 ， 政府下设土
地 、经济 、粮食 、武装等委员会 。 霍山县
苏维埃政府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安徽
省最早建成的唯一的全境赤色县城 ，后
成为安徽省红色区域中心 ，是皖西革命
根据地的核心区域 。 因此 ，这枚看起来
不起眼的小印章 ，实际上却传达出当时
当地的革命状况，十分珍贵。

在 “家国情怀 ”单元中的 “鱼水情
深 ”组里 ，有两双鞋的图片 ，这两双鞋不
是草编的 ，而是线编的 ，这是 1949 年谭
震林送给肥东瑶岗村民的线编鞋。 1949
年 4 月中旬 ，时任第三野战军副政委的
谭震林从安徽无为县驱车前往瑶岗参
加渡江战役总前委会议 ，讨论部署渡江
作战事宜。 会议结束后，因为着凉，谭震
林肠炎旧疾发作 ，无法行走 ，恰在这时 ，
中线指挥部来电请他立即返回无为 ，那
时的瑶岗只有一条不足一米的乡村小
道 ，军情紧急 ，两位村里的老乡用担架
把谭震林送到了公路 ， 再转乘汽车 ，分
别的时候 ， 谭震林看到老乡冒着雨 、赤
着脚 ，十分感动 ，便让警卫员从包里拿
出了两双鞋 ，对老乡说 ，我们当兵的没
什么好东西送给你们 ，这两双鞋就给你

们留做纪念吧 。 两位老乡没舍得穿 ，将
鞋珍藏 ，后来捐赠给渡江战役总前委纪
念馆。

胡敏介绍， 我省是革命文物资源大
省 ，革命文物数量多 、分布广 、延续时间
长， 涵盖了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因
此， 安徽博物院安排了各类红色展陈，如
“烽火江淮———安徽革命史陈列”“红心向
党———百件革命文物图片联展”和 7 月 1
日推出的“初心映江淮———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展”等等。这些展览，
既体现了我省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
的重要地位，也为更好地向观众们介绍那
段峥嵘岁月提供了全面而权威的资料，同
时在展陈方式上， 不少展览都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有些线上展览还为重
点文物配了音频讲解，满足了观众们多元
化的观展需求。

题图：部分展品。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