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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理想

阅读红色文学经典，欣赏红色文艺演出，观看红色题材影片……我省
文艺战线深入挖掘江淮红色文化资源，不断推出红色文艺作品，为人民群
众提供源源不断的红色精神食粮，带领人们学习百年党史，触摸红色记忆，
赓续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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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用活红色资源 讲好党的故事⑩⑩

据新华网报道，近年来，众多主旋律影片以精深的
主题表达 、精湛的艺术表现 、精良的技术制作 ，赢得口
碑与票房的双丰收。不少业内人士表示：中国主旋律电
影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 获得越来越热烈的
市场反馈； 一批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红色经典正在成
为 “新主流 ”大片 ，同时 ，他们也表示 ：不管技术如何迭
代 ，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初心不变 ，那便是为时代 、为
人民而创作 ；只有这样的作品 ，才能突破圈层 ，打动各
个年龄阶段的观众。

据新华网报道，近日，第 20 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
文比赛法国预选赛以在线视频形式举行。 14 名选手参加
激烈角逐，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生安娜·巴拉温
德尔荣获一等奖。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致辞说，“汉语桥”
把中法两国青年紧紧连在一起，架起了连接中国与世界的
文化之桥、友谊之桥、心灵之桥。他鼓励选手们继续努力学
好中文，做促进中法友好的使者。

据新华网报道，日前，香港贸易发展局宣布，第三十一
届香港书展将于 7 月 14 日至 20 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本届书展以“心灵励志”为主题，期间将举办超过 600 场的
线上线下文化活动。贸发局相关人士介绍，香港书展是香港
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本届书展将有超过 730家公司参展。

据新华网报道，近日，中国动漫博物馆在浙江杭州开
馆。 动漫博物馆位于杭州市白马湖畔，总建筑面积 3 万余
平方米，集展陈、收藏、教育、体验、学术等多功能于一体。
馆内陈设以“动漫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拥有“动漫你的
遐想”“动漫你的回忆”“动漫你的今天”“动漫你的未来”四
大展区。 （谷雨/文 艺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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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主旋律”成为“新主流”大片

前不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在国家体育场盛大举
行，展开一幅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史诗。 那
一首首或发端于江淮大地、或由安徽籍音乐
家创作的歌曲， 在江淮儿女的心中久久回
荡，激发强烈的自豪感———

心向党

致敬百年风华

红色主题底色鲜亮

6 月 28 日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在国家体育
场盛大举行。 第一篇章“浴火前行”，鄂豫
皖苏区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重温激情
燃烧的革命岁月； 第二篇章 “风雨无阻”，
“七一勋章”获得者、皖籍著名作曲家吕其
明的交响乐《红旗颂》，回顾热火朝天的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第三篇章 “激流
勇进”，在安徽农村采风催生的歌曲《在希
望的田野上》， 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标志；第四篇章 “锦绣
前程”，皖籍作曲家舒楠的歌曲《不忘初心》
《新的天地》，激励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
的雄心壮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文艺演出《伟大征程》中，那一
首首或发端于江淮大地、或由安徽籍音乐
家创作的歌曲，在江淮儿女的心中久久回
荡，激发强烈的自豪感。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鲜亮的底色。 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夺取的一次次伟大
胜利，是一部红色的鸿篇巨制，是一条红
色的文化血脉。 红色主题，是永不过时的
篇章，是精神赓续的原乡，更是文化艺术
创作的源头活水。

党的文艺战士赖少其创作的红色版
画，文学家陈登科的小说《淮河边上的儿
女》，画家鲍加的油画《激流———刘邓大军
挺进大别山》，安徽话剧院的话剧《万世根
本》，安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的黄梅戏《邓
稼先》，电影《邓小平登黄山》，电视剧《觉醒
年代》……百年党史，壮丽华章，我省广大
文艺工作者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坚
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 、以精品
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作为始终不变
的精神追求和创作原则，各个艺术门类在
不同历史时期持续推出讴歌党 、 讴歌祖
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红色作品，
弘扬红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成为江淮
文艺百花园中最耀眼的花朵。

红色文艺精品迭出

舞剧 《立夏 》、黄梅戏 《陶行知 》、庐
剧 《崔筱斋 》、淮北梆子戏 《永远的大别
山 》…… 6 月初 ，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和
旅游厅 、省文联共同主办的 “安徽省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新创优秀
剧目展演 ”拉开帷幕 ，从全省范围内遴
选 40 部围绕庆祝建党百年 、 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等主题创作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
通过线下剧场和线上直播方式与观众
见面 ，那些挖掘红色资源 、歌颂江淮儿
女的剧目尤其受欢迎 。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
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从开天
辟地的建党伟业到改天换地的建国基业，
从翻天覆地的改革大业到惊天动地的时

代宏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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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文艺创作的珍贵素材。

报告文学《一条大河波浪宽》，首度呈
现新中国 70 年治理淮河的恢宏画卷；广播
剧《渡江小英雄》，以“渡江英雄”马毛姐为
原型， 讲述解放战争时期安徽群众踊跃支
前的动人故事；黄梅戏《邓稼先》生动再现
以邓稼先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为实现
强国梦付出的艰辛努力和作出的巨大贡
献；民歌剧《大别山之恋》以波澜壮阔的大
别山革命历史为背景， 展现老区人民永远
跟党走的坚定信念；电视剧《上将洪学智》
生动讲述洪学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

人民军队的培养下， 成长为一名军队高级
领导干部的人生经历……党的十八大以
来， 我省文艺工作者深挖江淮红色资源富
矿，不断创作红色文艺精品，让光荣的红色
记忆留在人们身边， 把党的辉煌历史刻进
人们心里。

安庆市推出黄梅戏《蝶恋花》《太阳山
上》，阜阳市创作电视纪录片《天地广阔》、
电影《守望》，黄山市创作革命历史短视频
《红旗漫卷黄山 》、 电视专题片 《万山红
遍》，池州市推出广播剧《凌霄花开》、纪录
片《稻田里画家 》……特别是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 全省各地用好红色资源，讲
好党的故事，不断组织创作彰显地方特色
的红色文艺作品， 让学习形式丰富多彩，
党员干部接受教育更加积极主动。

“艺术党课”春风化雨
4 月下旬 ，由省委宣传部 、省直机关

工委主办，安徽演艺集团承办的 “安徽省
直机关党史学习教育系列艺术党课 ”启
动， 充分运用我省红色教育资源可视化
教材 ， 以全省重点打造的彰显徽风皖韵
和时代特征的党史题材文艺作品为主要
内容，创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在艺术熏陶中接受精神洗礼。

歌颂 “时代楷模 ” 高尚人格的话剧
《我的父亲·李夏》，描写新时代乡村振兴
带头人故事的黄梅戏 《有凤来黟 》，塑造
新四军生动群像的黄梅戏 《青春作伴 》，
展现我党我军隐蔽战线英雄故事的音乐
剧 《龙潭三杰 》，弘扬大别山精神的交响
组曲《八月桂花》……9 部党史题材“艺术
党课 ”题材内容丰富 、艺术形式多样 ，目
前已在省直单位及各市县机关演出 30

余场次。 安徽演艺集团总经理李梅梅说：
“我们聚焦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等重点
群体，突出安徽红色文化资源特色 ，撷取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特别是进入
新时代的典型事件 、 人物和成就 ， 打造
‘艺术党课 ’系列作品 ，将艺术欣赏与党
性教育完美结合 ， 进一步创新了党课教
育形式载体。 ”

从 《红梅赞 》《青春作伴 》到 《共产党
宣言》，近年来，省黄梅戏剧院推出 “红色
题材三部曲 ”， 青年演员袁媛均在其中
“挑大梁”，被同行们称为 “红色题材黄梅
戏的看家人”。 “对于青年演员而言，出演
黄梅戏红色题材是挑战，更是机遇。 每一
次排演的过程 ， 都是接受精神洗礼的过
程。 ”袁媛说。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除了炫目的艺

术舞台 ， 乡村社区的基层文艺工作者同
样承担着挖掘地方红色资源 、 创作红色
文艺作品、传承红色基因的重任。 来安县
半塔镇是新四军二师师部所在地 、 著名
的半塔保卫战发生地 ， 该镇文化站站长
王祖道深入采访老革命和战斗亲历者 ，
采撷新四军浴血奋战以及军民心连心的
故事 ， 编排了快板书 《罗炳辉将军赔衣
裳》、歌曲《新四军来到半塔街 》等群众喜
闻乐见的作品 ， 并组织文艺积极分子成
立 “红色文化宣传轻骑兵 ”，常态化到各
个村庄社区开展演出 ， 深受当地农民群
众欢迎。 王祖道说 ：“群众的掌声就是最
大的褒奖 ，我们 ‘轻骑兵 ’小分队将不断
推出接地气的文艺作品 ， 引导群众感谢
党恩，珍惜当代幸福生活。 ”

��黄梅戏《《邓稼先》》剧照。。 （（资料图片））

��话剧《《万世根本》》剧照。。 （（资料图片））

▲ 皖南花鼓

戏 《青春·李
夏》剧照。 （（资
料图片））

荨�电视剧 《觉
醒年代》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