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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者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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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消夏图
■ 秦延安

入伏之后，正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节。 现
代人有电扇和空调用以降温消暑， 古代人，在
盛暑时去乡村、山野消夏避暑，成为一种习俗。
清代画家石涛的《江村消夏图》便是对此习俗
的最好阐释。

该图为纸本立轴 ，纵 96 厘米 ，横 50.5 厘
米，是石涛存世的山水画代表性作品之一。 该
画以山为王，构图新奇。 画面正中，一山突起，
异峰鹤立，气势恢弘，画面右上方，群山紧随，

用湿笔通过水墨的渗化和融和， 构筑出山地
清幽之境。 山后茅屋用淡墨勾勒，使其隐约山
水之间， 为作品场景中增添了平实清新而又
悠远简淡的气氛。 远处，层峦叠嶂，郁郁葱葱
的山林在简淡的笔墨中消失于天际， 平添出
一股悠远深邃之气韵。 画面前部，用浓重滋润
的笔墨，特写出各种杂树。 笔法或勾或抹，技
法不一，勾画出盘龙虬枝的松树，高耸云天的
云杉，拔地而起的白杨，还有挂满果子的果树
等。 树形不一，姿态万千，互为揖让，构筑出一
片阴凉之处。 树木丛中有飞瀑流泉窜出，河水

清亮，石上苔藓丛生，散发出清凉之气。 一消
夏者背对着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仰眺沉思。 远
山苍翠，村舍隐隐，山谷空幽，一桥飞架两山，
山风悠悠，让人心生凉意。

画面右上 ， 作者题云 ： “水郭江邨首夏
凉，绿荫深处旧茅堂。 新茶嫩笋消开日，更爱
荼蘼落雪香 。 夏五月客金斗之明教台 ，为吕
对先生博正……” 这是康熙三十四年 （1695
年）夏五月。 石涛应清朝工部尚书李天馥、太
守张见易二人的邀请 ，从扬州来到金斗 （今
合肥 ）的明教台 （亦称明教寺 ，或铁佛寺 ）进

行游览，该画正是作于此时。 正是夏至时节，
天气暑热 ，水郭江邨 ，绿荫深处 ，凉意浓浓 ，
正是避暑好去处。

纵观整个画作，场面宏阔，布局新奇，远近
相携，意境翻新，并加以局部特写，透露出一股
清新淡雅、空洞灵透之意。画中以浓墨破淡墨、
淡墨破浓墨之破墨法，表现出山川的氤氲气象
和深厚之态，使得整个山川入怀，草木入心，让
人顿生凉意。

石涛是明末清初著名画家，原姓朱，名若
极，广西桂林人，是明朝靖江王朱亨嘉之子。他
在幼年时遭逢巨变后出家为僧，驻锡于安徽宣
城敬亭山广教寺，后半世云游。 早年其画风疏
秀明洁，晚年用笔纵肆，墨法淋漓。 石涛与弘
仁、髡残、朱耷合称“明末四僧”。

三百多年前，石涛与友人坐于林间，以画
画消夏；三百多年后，后人们以赏画避暑。画中
有清风，心静自然凉，所谓大家，不外如是。 本版邮箱：ahrbwhsj@126.com

·边看边画·

据人民网报道，7 月 18 日，上海天文馆（上海科技馆
分馆）正式向公众开放，首日共接待观众 5828 人。 上海天
文馆建筑面积 3.8 万平方米，主展区分“家园”“宇宙”“征
程”三部分，鼓励人们感受星空、理解宇宙。 历时 5 年建成
开放的上海天文馆，标志着上海科技馆迈入科技馆、自然
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合一”的超大型综合性科学技术博物
馆集群发展新阶段。

上海天文馆向公众开放

据 《文汇报》 报道，2020 年上海动漫产业规模达到
200 亿元，占全国总产值的 10%，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 值
得关注的是，5G、VR、 区块链和云技术等高科技的整合
IP 成为文旅融合开发中的生力军。 虚拟偶像主播市场急
速增长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350%，有赶超真人主播的趋
势 。 据统计 ，上海有各类动漫公司 7.05 万家 ，同比增长
27%，庞大的企业群体全方位支撑起完整的产业链。

（谷雨/文 艺林/图）

上海动漫产业规模达 200 亿元

据新华网报道，近日，国图·津湾文创空间开幕仪式在
天津举行。此文创空间是国家图书馆全国首家多业态文化
创意空间，集图书馆、特色书店、文创产品、研学培训等业
态于一体。

国图全国首家多业态
文化创意空间在津亮相

据新华网报道，近期，由甘肃省委宣传部与兰州大学
共建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 据介绍，
研究院将在智库建设、文明探源、文化传播和基础研究等
八个方面开展工作，抓好黄河流域文化资源基础数据库建
设， 着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历史文化演变等重大主题，
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促进黄河流域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人文交流，加速推进“黄河文化”走出
国门、走向世界。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院成立

■ 本报记者 袁野 文/图

金寨 ，是一片红色的沃土 ，在这片土
地上诞生了数不清的红色故事，为后人留
下了无数遐想。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在
这个特殊的年份，金寨县众多的红色遗址
也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访客，大家在红色
遗址上瞻仰英烈，回顾那段峥嵘岁月。

金寨革命文物全省最多

1920年，金寨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
学习小组，红色的思想从此在大别上深处扎
根，一直到1949年全境解放，在金寨这块红
色的土地上，革命烈火生生不息、革命红旗
高高飘扬；曾经爆发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和
六霍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
32师、第33师、红25军、重建的红28军等12支
主力红军队伍；开辟了豫东南、皖西两块革
命根据地； 走出了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2支
长征队伍；坚持了敌后三年游击战；领导和
指挥了安徽乃至大别山区抗日民主救亡运
动；有力地支援了皮旅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
千里挺进大别山等战略的实施……在革命
战争年代，金寨先后有10万英雄儿女参军参
战，绝大多数血洒疆场、为国捐躯……解放
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有11000多人，占安
徽省烈士总数的五分之一。

“长期的革命斗争、伟大的革命实践，
给金寨留下了丰富多彩、积淀深厚的红色
文化资源。 ”说到金寨县的红色历史，该县
文体旅局副局长张静辉充满了自豪。 作为
全国闻名的革命老区，金寨的革命文物数
量为安徽之最，根据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
文物普查，该县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367
处。 共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80 处 (革命
遗址 215 处 )，其中 ，国保 3 处 9 个点 （革
命文物 2 处 8 个点）， 省保 10 处 42 个点
(革命文物 9 处 35 个点)，市保 17 处 23 个
点(革命文物 12 处 15 个点)。 因为独特而
丰富的红色资源 ， 金寨县被确定为全国
12 个重点红色旅游区之一 、30 条红色旅

游精品线之一，是以“千里跃进、将军
故乡”为主题的大别山红色旅游区的

核心区， 也是全国重点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

成立红色文物管理中心

在金寨县汤家汇镇，沿着蜿蜒的山路，
就可以到达六安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
共笔架山农校支部旧址。 1924年，詹谷堂、
袁汉铭等思想进步的师生在笔架山农校秘
密传播马克思主义， 詹谷堂在此发展了李
梯云、周维炯等5名“青年读书会”骨干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成立了中共笔架山农校支
部。 这些成员后来也大都成为立夏节起义
的领导人及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
力量。如今，农校遗址已在2020年下半年完
成了一期修复，修旧如旧。笔架形态的青山
对面，雄伟的农校大门再次立起，20间重建
的校舍错落有致地坐落在山坡上， 供游客
遥思那段峥嵘岁月。

“金寨县革命文物众多，过去因为县里
财力有限，很多文物处于散、乱、缺少管理
保护的状态。 从 2018 年开始，我县开始加
大对革命文物的保护力度， 如今绝大部分
革命文物都得到了保护、利用。 ”金寨县红
色文物管理中心副主任黄世招告诉记者。

金寨县目前成立了由县委县政府主
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的革命文物保护工作
领导组，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列入党委政
府重点工作。 公布《安徽金寨县革命旧址
文物保护规划 》《安徽省金寨县红色旅游
发展总体规划》，编制 3 处（9 个点）国保、
10 处（42 个点）省保、17 处（23 个点）市保
以及 100 余处县保单位的维修及环境整
治方案，36 处革命文物布展方案和 13 处
（51 个点）“三防”工程及 33 处白蚁防治方
案。 近年来，金寨县争取国家 、省级资金
1.6 亿余元对 100 余处文物进行维修 、三
防、布展等；此外，县本级还投入资金近 5
亿元，对县内众多革命文物进行了抢救性
保护和修缮。

金寨县还在全省率先成立红色文物
管理中心， 为 56 处重点革命文物配备保
护员；同时，扎实开展“文物‘法人’违法案
件”“打击文物犯罪”“文物维修工程”三项
治理（行动），确保革命文物安全。

合作共建“安徽红色文
化研究中心”

有形的红色文物需要
保护，无形的红色精神也

需要传承。 在金寨县的鄂豫皖红军纪念园
内，大别山红色电影展览馆成为当地又一
处网红打卡地。 在展览馆内，精心收藏、保
护、 放映了全国范围内从上世纪 30 年代
至今的 103 部红色电影，用极其生动的方
式向游客们展现胶片中蕴藏的红色精神。

“今天来这里参观一趟 ，真的是受益
良多。 《风雪大别山》 是我省第一部故事
片，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等以后有机会，我
一定要把这电影找来认真看一看。 ”从合
肥来此参观的游客驻足在 《风雪大别山》
展厅中，尽管大屏幕上放映的电影片段中
有不少黑斑，但大家仍看得津津有味。

“这几年 ，我们越来越重视红色精神
的保护和传承， 要把红色基因传下去，靠
的不仅仅是一砖一石的遗址，也要靠蕴藏
在文字中、音符中、胶片中的无形力量。 ”
张静辉告诉记者，近年来金寨县成立了金
寨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与安徽大学合作
共建 “安徽红色文化研究中心 ”，出版 《金
寨革命史》等红色书籍 30 余部，拍摄播放
《八月桂花遍地开》《洪学智》等影片，并在
今年开展了大别山红色民歌征集保护工
作，挖掘、整理、传唱大别山区鲜为人知的
红色民歌。

用活用好红色旅游资源

在花石乡大湾村，每到周末总是游人
如织，热闹非凡。 这座马鬃岭脚下的小山
村， 自从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前来考察
了解精准脱贫实施情况之后，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曾经多由贫困户居住的汪家
老宅，也摇身一变 ，成了当地最著名的旅
游景点。

汪家老宅，在明嘉靖年间由汪氏族人
修建，迄今已有 400 余年历史。 革命战争
年代，这里是六安六区十四乡苏维埃政府
的所在地，抗战爆发后 ，新四军第 4 支队
兵站、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 、中共鄂豫
皖区委都曾在汪家老宅办公。

如今的汪家老宅， 古建筑共保有 46
间，主屋展示大湾村的红色历史以及当
地的农耕民俗文化， 老宅的一部分
被改造成为民宿，民宿与民俗完
美融合，每一间客房的
设计风格均有不同。
“真是没想到， 大湾
村里还有这么雅致
的民宿 ， 虽然就

在景点旁 ，但这里一点都不吵闹 ，是个闹
中取静的好地方。 ”周末在此住宿的游客
告诉记者。

“革命文物是革命前辈留给我们的宝
贵遗产，如何将之用好用活 ，是我们文物
保护部门的重要责任。 在常年的保护工作
中，我们觉得仅仅是把文物保护好还是不
够的，如果能将文物融入当地的经济社会
发展， 让之服务于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
那比把文物‘供起来’，更有意义。 ”黄世招
告诉记者 。 因为革命文物有独特的严肃
性，在其中建设民宿 ，一方面要考虑到对
文物保护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顾虑是否影
响革命文物的严肃性。 对此，金寨县文保
部门多方论证，多次与省、市专家讨论，最
终才确定了在此进行尝试。 “我们专门为
汪家老屋的展览和民宿设立了规章，确保
民宿经营不会影响到革命文物的保护。 通
过一番探索，不仅宣传了大湾村的红色精
神，也为当地脱贫攻坚 、发展旅游产业贡
献了一份力量。 汪家老屋还成为全省十大
文物活化利用优秀案例。 ”黄世招说。

多年来， 金寨县坚持用活用好红色资
源， 让丰富的红色资源成为老区发展的重
要推力。该县坚持立足“两源两地”定位，编
制了 《金寨县红色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金
寨县红色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创建规划 》
和 《金寨县汤家汇镇红色旅游发展规划》
等，红色旅游发展规划体系已基本形成。

在加强保护的前提下，金寨县促进文
旅融合发展 ，打造红色教育基地 、红色旅
游目的地 、 红色旅游带动经济发展示范
地。 该县开发设计了“重走红军路”、唱红
色歌、吃农家饭 、干农家活等研学体验课
程。 “今年，我县推出了以‘传承红色基因
驶向两源两地’为主题的 4 条红色教育旅
游精品线路 ，借助红色资源的开发 ，让更
多的群众共享红色旅游发展的红利。 ”张
静辉说。 2020 年，金寨红色旅游接待游客
320 余万人次，创综合收入 13.3 亿元。三年
来，红色旅游带动该县 6184 户、22845 名
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金寨县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 该县扎实做好革命文物保护
工作，把红色地标打造成现场课堂，把红色故事打造成鲜活教材，
把红色旅游打造成心灵之旅———

巍巍大别山 浓浓红色情

新新农农校校一一角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