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北梆子戏《永远的嫁衣》上演
近日，淮北梆子戏《永远的嫁衣》在安徽艺术剧场上演，并同步

在线直播。 淮北梆子戏《永远的嫁衣》描述的是淮海战役中支前民
工的感人故事。 支前民工李振江和新婚妻子林秀儿来不及完成婚
礼就因为紧急任务而上了前线。 两人一路支前，一路摩擦不断，但
在摩擦中却产生了更为真挚的感情。 最后，林秀儿壮烈牺牲，至死
也没有完成婚礼，所穿的红袄成了永远的嫁衣。该剧生动再现人民
积极投身革命支援前线的感人情景。由省委宣传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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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定于 2021年 6月至 9月开展，《永远的嫁衣》
为展演作品之一。展演以剧场演出和线上演播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有戏安徽”“安徽文化云”“安徽公共文化云”为展演活动的线上演
播主平台。 （晋文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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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红色地图》编制完成
安徽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省委党史研究院、省自然资源厅、
省测绘局共同策划，省第四测绘院编制完成《安徽红色地图》。

《安徽红色地图》为对开双面印刷，打开这份地图，革命星火在
安徽的燎原之势，一目了然。 地图正面包括四个方面的专题内容，分
别为 （1919.5-1927.7） 中共安徽地方组织的创建和大革命运动；
（1927.8-1937.7）土地革命和苏区的建立；（1937.7-1945.8）坚持抗战
的中流砥柱；（1945.8-1949.9）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四个专
题通过 18幅地图，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了安徽各个革命时期
的重要事件。 《安徽红色地图》背面展示安徽籍开国将领和安徽省域
范围内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分布，其中包括国家级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 14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21处。

《安徽红色地图》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安徽留下的红色足
迹，是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对于广大党员深化学习党史、赓
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有着积极意义。 （高勇 许晓岩）

泉州申遗成功，我国世界遗产
总数升至 56项。 申遗成功是荣誉
更是承诺———

··关注··

初心如磐 书写 故事

守护好珍贵的文化瑰宝

·文苑微谈·

日前，中国书协、省文联、省
委党史研究院共同组织一批优秀
中青年书法家， 将众多皖籍革命
先辈和在皖战斗、 工作过的非皖
籍革命志士所写的家书和诗词，
用行、楷、隶、草等多种字体进行
创作展示———

■ 本报记者 徐志纯

实习生 黄港 文/图

8 月 1 日至 8 日 ，由中国书协 、省文联 、省委党史研究院共同主办的 “初
心如磬向未来———安徽省百名书家书写红色家书红色诗抄作品展”在合肥市
亚明艺术馆举行。这些用行、楷、隶、草等多种字体进行创作的书法作品，内容
为家书 45 封、诗词 75 首，展示出在那段烽火岁月中，革命者们坚定的革命豪
情和爱家柔情。

纸短情长 家国置心间

“群：先报告你一个喜讯，第二条战线已
于本日晨 6时开辟，据爱森豪威尔（盟军攻欧
总司令） 总部公告， 已分三路于法国北部登
陆， 大战今天才开始……左奇送来花生酱一
瓶，当可佐餐，再送来 5月份行政委员薪水六
十元，保健费四十元，共一百元，可以买点东
西吃。 惟不知近来呕吐情况如何？ 甚念……”
中国书协会员潘伟城介绍， 自己有幸书写彭
雪枫将军的家书， 这封家书是彭雪枫将军在
1944年 6月 6日写给妻子的， 信中既有对于
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看法， 更有对于妻子
的殷殷关切之情。

家书是家人亲友之间沟通信息、 表达情
感的工具，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在
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安徽无数志
士仁人告别家乡和亲人， 走向对敌斗争的前
线，走向硝烟弥漫的战场。 在战斗间隙，他们
将对亲人的思念付诸笔端， 写成一封封充满
亲情、激情与励志的家书。据省委党史研究院
第七研究室主任徐京介绍， 这次展览选取的
家书作者中既有中共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军
事家，也有开国元勋、著名将帅，更有安徽党
组织的创始人、领导人，还有为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 国家富强奋斗牺牲的革命

烈士。 他们在奔赴前线或者走向敌人的刑场
之前， 给家乡亲人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绝
命书。这些都是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重要
历史见证。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尺
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 驰驱甘入棘荆
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
败与功成。 ”前不久，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让
观众们重温了建党前后那段激情岁月，而这其
中，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位烈士的牺牲更是让人
痛心不已，他们的父亲陈独秀是我党早期的发
起人之一，这首诗词就是他在更早时期所作的
《题西乡南洲游猎图》。书写这首诗的书法家杜
鹏飞介绍，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陈独秀
对国家未来的思考与探寻。

徐京介绍，除了家书，能表达革命志士
心怀天下、豪情冲天的，还有他们所创作的
各种诗词。 这些诗歌中有古诗、现代自由诗、
民歌，形式多样、自由活泼，且能表达出这些
革命者的心胸和气魄。 在本次展览中选取的
诗歌作者有开国元勋和著名将帅，也有我省
党组织的卓越领导人，还有一部分著名诗人
和文教工作者。 “其中有一些诗歌作者是革
命烈士，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生命的绝
唱。 这些诗歌也成为安徽革命史的艺术呈现
和我省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京说。

芳草不曾歇：近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
商贸中心”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
录》，实证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辉煌
历史，展现了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 截
至今年 7 月 25 日 ，包括刚刚申遗成功的泉州 ，我国世
界遗产总数升至 56 项。 其中世界文化遗产 38 项，如长
城、布达拉宫、龙门石窟等 ；世界自然遗产 14 项 ，如九
寨沟、可可西里、三清山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4
项，包括泰山、黄山等。 近年来，世界遗产申报工作难度
与挑战不断增加。 以扎实、高水平的专业工作争取国际
组织和缔约国的理解和支持， 是应对外部挑战最为有
效的手段。

唐豆：翻开中国的“世界遗产”名录，从故宫到布
达拉宫，从峨眉山到苏州古典园林，无不是旅游胜地。 而
大运河、良渚古城遗址等地也因成为世界遗产，受到更
多关注。 通过旅游发展讲好这些世界遗产的故事固然重
要，但还应唤醒文化认同。 让文化遗产成为公众的共有
记忆和共同财产，是可持续保护的根本。 要鼓励社会参
与，坚持惠及民生。 一方面，通过推动遗产点向社会开
放、 实施遗产周边环境整治和居住环境提升等举措，改
善当地群众生活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建立遗产标识解
说系统、建设遗产展示馆等举措，丰富公众对遗产的认
知，激发全社会参与保护的自觉。

风起流云：在不少专家看来，泉州申遗成功，对于
中国城市的历史文脉传承保护有借鉴意义。 据媒体报
道，围绕本次申遗，国家文物局指导泉州加强考古和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支持国内高水平专业机构设立驻地工
作站或开展联合办学，组织实施一批文物保护、展示、利
用项目，使遗址风貌得到妥善保护。 申遗成功是荣誉更
是承诺，当地还需要细化遗产区、缓冲区管理要求和控
制指标，完善长效协调管理机制，加大遗产安全监管、日
常养护力度，探索活态遗产保护传承模式。 每一座城市
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脉传承，除了在申遗道路上持续发
力之外， 也应将城市的历史与当今的发展融为一体，遗
产申报是手段，保护传承是目的。

白云生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任重道远。 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既是一项殊荣，也对遗产的保护管理体系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据媒体报道，将世界遗产作为全人
类的宝贵财富加以妥善保护和永续传承，是中国政府作
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的庄严承诺。 作为世界遗产大
国，中国会在世界文化遗产领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
义务。 我们相信，世界遗产保护理念将会在我国民间得
到更为广泛的推广，而我们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
积累的经验与理念，也会通过各种形式分享给世界。

（本报记者 晋文婧 整理）

长篇小说《徽州儿女》在合肥首发
近日，由安徽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徽州系列长篇谍战小说《徽州

儿女》首发式暨研讨会在合肥举行。 《徽州儿女》是作家张万金向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献礼的作品，也是其继《徽州大宅》《徽州往
事》后推出的徽州系列小说第三部。 该作品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
徽州惨遭日军屠戮， 几位怀着国仇家恨、 经受战火洗礼的徽州青
年，在爱国热情的感召下走上革命道路，在隐蔽战线上把青春、生
命献给党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自己却倒在黎明之前的故事。
作品塑造了一个个为了信仰舍生忘死的英雄群像， 讴歌了在隐蔽
战线上普通灵魂牺牲自我的人性光辉， 展现了一幅幅弘扬革命精
神和民族情怀的英雄画卷。 （张理想）

记言录史 传递真情感

“我们举办此次书法展，是为了礼
赞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追忆革命先
烈英雄事迹。 ”省书协秘书长程多林介
绍，此次展览从今年初开始策划，充分
发挥新时代书法记言录史的功能，采
用浸入式感受、体验式书写、主题性创
作的理念， 构建以主题思想表达为中
心的集体创作模式。

本次展览的 120 幅书法作品是由
省文联、 省书协组织优秀中青年书法
工作者进行创作，他们运用行、楷、隶、
草等多种字体进行创作， 既展示了烽
火岁月中革命者们坚定的革命情怀，
也展示出书写者们高超精湛的书法功
底。 他们当中既有书法家，也有书法爱
好者，其中年龄最大的 62 岁，最小的
26 岁。“90”后书写者朱子豪表示，这次
书写革命者们的书信和诗词， 有一个
不同之处在于， 书写者本人也要写下
书写心得，“书写的过程， 是一个深入
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 更是一个学习
的过程。 ”

蒋光慈是五四运动中安徽著名学
生运动领袖人物之一， 他怀着极度悲
痛心情写下的《临列宁墓》感人至深。
省书协会员何后得在撰写该作品时表
示，写革命诗词必须要常怀敬畏之心。
作品采用小行书进行创作， 展现了工
稳、沉静、肃穆的一面。

杜鹏飞表示， 在书写陈独秀的诗
词时， 心里想到就是他在创作时的豪
迈激情，同时也能想起陈延年、陈乔年
兄弟为了革命无惧牺牲的坚强意志，
“陈独秀作这首诗时才 20 多岁， 正是
意气风发之时，同时，像陈家兄弟这样
一大批前仆后继的革命者为拯救国家
危亡、 以身许国的奉献精神也强烈感
染了我，刚开始创作时，纯用汉碑为风
格依托， 写了两遍后总觉得端庄有余
而灵动不足， 表达不出此诗中狂狷的
意象。 后来决定加入汉简的率意笔法，
稍觉满意。 ” 杜鹏飞说。

省书协副主席谢道佑本次书写的
是我省早期的领导人张恺帆所作的
《北撤途中》一诗，“我用楷书来写这首
诗，比较灵动，我觉得能很好表现出作
者那种不畏艰难挫折、 革命必胜的坚
定信念和乐观精神。 ”谢道佑说。

潘伟城介绍， 书写彭雪枫将军写
给妻子的信， 他采用的是小行草书，
“采用这种字体进行创作，因为它笔法
丰富、轻巧妙捷，能巧妙传递作者的心
理活动和艺术语言。 ”潘伟城认为，在
进行艺术二次创作时， 需要将书法技
艺与家书情感融为一体， 才能更好地
打动观众，引起共鸣。

题图：书法展览现场。

清心为治本 直道是身谋
———观新创徽剧《包公出山》有感

■ 翁飞

包拯为北宋一代名臣，千百年来，一直
以廉洁奉公、 刚正不阿的清官形象载于史
册。 历史上的包公戏，已有数十个剧种数百
个剧目流传民间，家喻户晓，脍炙人口。 艺术
的塑造性和历史的真实性，是可以互相关联
沟通的。 一部优秀的历史剧作，一定要深深
植根于历史的真实性之中。

安徽省徽京剧院的新创徽剧 《包公出
山》就是这样一部佳作。 故事主要取材于关
汉卿的元杂剧《包待制三勘蝴蝶梦》，这也是
一出家喻户晓的包公戏。 元剧的剧情是：“皇
亲葛彪横行霸道。 一天，他在街上无端撞死
王老汉，竟扬长而去。 王老汉三个儿子激怒
之下，围住葛彪痛殴，失手把他打死，被抓入
官府，按律须偿命。 包拯审案时，查明葛彪行
凶在前，王家三兄弟痛殴于后，又看到三兄
弟争相自认杀手，而王母更请求包公宽恕王
老汉前妻两个儿子，由她亲生儿子抵罪。 包
公十分感动，想起他在梦境里曾经救活了一
支落入蛛网的小蝴蝶，动了恻隐之心，于是

杀了偷马贼赵顽驴代王三儿偿命，又嘉奖了
王母，令全家团圆。 ”

而徽京剧院的新创徽剧 《包公出山》则
做了独具匠心的改编创作。 首先，编剧把故
事发生的历史场景定格在包拯中进士后辞
官不就、归乡侍亲直至父母双亡、守孝十余
年，终于 39 岁离开故乡、重新踏上仕途这段
时期。 正是在这十余年中，包公明确了一生
仕官之准则、方向。 所以剧中不但要表现包
公之“孝”，更要突出他的“道”———为官处事
之道。 在广泛阅读、深入思考后，编剧特别注
意到：包拯自述情怀的《明志诗》，认为：其中
“直道”二字，便是包公存身、立足、仕官、事
君之本。 也是本剧的主题、主旨所在。 其次，
为了衬托历史场景的真实性，编剧又请来两
位历史人物登上舞台，包拯的恩师刘筠和同
学好友文彦博。 刘筠和文彦博，是两位北宋
大名臣，他们的登台，对于剧情的起落波折、
和包拯的“直道”为官断案，起到了极好的烘
托作用。

在审案过程中， 当包拯得知案情真相
后，为帮助王氏一家脱罪，找到文彦博以寻

对策。 他认为把整件事情直书皇上，是权贵
葛彪打死人在先， 就能替王氏三兄弟求情，
赦免他们的死罪。 而深谙官场“潜规则”的文
彦博，却主张采取“迂回战术”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初出茅庐的包拯面对处之若泰的
昔日同窗、今日同僚，思忖着、疑惑着，不断
在取 “曲 ”还是取 “直 ” 的焦灼感中摇摆彷
徨，就在准备放弃“坚守”时，文彦博“献锦”
一事如当头棒喝唤醒了包拯，这个“直道天
下一根筋”犟到底的“包犟子”，在实践中重
新“肯定自我”后，再次获得了成长。

如果说这件案子的复杂棘手和文彦博
道出的官场“潜规则”，对包拯是一个不小的
冲击；那么恩师刘筠用实际行动对他的苦心
劝诫无疑是一股巨流， 把他推向了自我抉
择、审定的顶峰。 公案自然还没有解决，但文
彦博却因“献锦”一事牵连被贬。 刘筠已生退
隐之心，在离开之前，用偷马贼的尸体换得
王三兄弟无恙，并安排王氏一家离开这个是
非之地。 面对恩师的所作所为，包拯震惊、不
解……怎样才能做到 “不负朝廷”“致君泽
民” 而无愧于心？ “直道多不容， 枉道夫岂

可” ，包拯最终攻破了心中郁结的块垒，以
“不敢不守天下之直”的决心，说服了恩师刘
筠，感化了王氏母子，奏上他复出审案的第
一本奏疏，表彰王氏母子的大孝大爱，坚定
地开启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清官戏”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老百姓
爱看爱唱的传统剧目， 包拯作为清官的典
型 ，他所奉行的 “直道 ”就是符合民心的为
官之道，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法治之道。徽戏
号称“京剧之母”，音乐唱腔优美，表演艺术
丰富多彩，技艺精湛。 文戏具有载歌载舞、
委婉细腻的特点 ；武戏则粗犷 、炽热 、功夫
精深、善于高台跌扑而震惊观众；同时以浓
郁的乡土气息和风趣、 诙谐的语言吸引着
观众。 这在《包公出山》剧中也得到了充分
体现。

《包公出山》整体上看属于文戏，舞台画
面凝重而不失美感。 饰演包公的国家一级演
员董成，对艺术精益求精，每一段唱腔、每一
个舞台身段，都反复打磨几十上百遍。 这次
他在舞台上是徽剧的正生，从唱腔、举止，到
深度的心理自白，已经炉火纯青。 饰演文彦
博的青年演员张凯，是剧中的小生，作为徽
剧的后起之秀， 他在剧中也有不俗的表演。
这也说明安徽省徽京剧院在新时代顺应改
革大潮，着力培养戏剧新人，传承创新，后浪
推前浪。 安徽省徽京剧院此次排演《包公出
山》，契合了当下弘扬良好家风家训、传承中
华传统美德的时代主题，希望有更多的观众
观赏它、喜爱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