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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报道，日前，由中宣部印刷发行局、湖南省
委宣传部和长沙市委宣传部等联合主办的 “百年红色印
刷”系列主题活动在长沙开幕。 展览以“百年奋斗 红色印
记”为主题，通过一件件凝聚着红色精神、饱含革命信念
的红色印刷实物，回顾印刷历史，追寻红色足迹。 活动现
场，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向长沙授予“中国南方书刊印刷基
地”称号。

“百年红色印刷”活动在长沙举行

据《文汇报》报道，前不久，古装仙侠剧《玉骨遥》杀青，
剧中衣袂飘飘的“仙气”主角引发网友广泛关注。 据统计，
过去两年来，“热度”最高的 100 部影视剧中，网络文学改
编的达 42 个，占比超四成，几乎撑起了“半壁江山”，在这
其中，有国风元素的影视剧又占了较大比例。 评论家欧阳
一菲认为，最近几年主打古风、国风的网文改编剧，正逐渐
摆脱“网文大 IP+顶流爱豆”的“一招鲜，吃遍天”简单粗暴
模式，逐渐转变为尊重“故事为王、情怀至上、角色担当”的
影视创作规律，文化气息上更饱满、更地道，与年轻受众也
更易产生情感共振。

网文 IP 改编国风剧升温

数字经济产业增速加大

据新华网报道，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税收数据显
示， 上半年， 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4.2%，两年平均增长 20.8%，比一季度提高 3.6 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总体水平 5.7 个百分点，反映出数字经济发展态
势向好，正逐步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这其中，电
子数字出版物零售、计算机软件零售、通信设备修理业销
售收入增速较快，两年平均分别增长 19.6%、19.8%、19.1%。

据人民网报道，在一些网络平台，泛知识类内容播放
量占比达 45%；某短视频平台的数据显示，通过短视频学
习某种技能，已成为具有代表性的用户使用方式，知识类
视频正持续走红。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知识类视频的走红，
一种新的广泛存在、 便捷易得的网络学习空间随之形成，
激发并释放着社会巨大的学习需求。借力知识类视频的蓬
勃势头，网络流量将更有营养，网络精神家园正能量将更
加充盈，普惠化、个性化的知识传播也将助力更多人创造
美好生活。

（谷雨/文 艺林/图）

知识类视频正逐渐成热点

经典国画礼赞国防成就
■ 周惠斌

1964 年 10 月 16 日，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在新疆罗布泊成功试爆， 我国因此继美国、苏
联、英国、法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第 5 个拥有核
武器的国家。消息传开，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群
情激奋。 画家吴湖帆深受鼓舞，以炽热的爱国
情怀，精心创作了国画《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
成功》， 祝贺并礼赞我国国防科技取得伟大成
就。

吴湖帆 （1894—1968）， 是民国时期集书

画、鉴赏、收藏于一身的书画大师，擅长传统山
水，兼及花鸟，作品上承宋元，博采众长，以雅腴
灵秀、缜丽清逸的画风独树一帜，被张大千誉为
“民国画坛第一人”。新中国成立后，以写实主义
创作方法表现社会主义的题材内容在美术界盛
极一时， 吴湖帆等一大批传统旧式画家面临着
如何用传统技法反映现实生活、 展现时代新貌
的困惑和挑战。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
消息公布后，吴湖帆无比激动，倍感振奋，创作
激情喷薄而出。他反复观看专题纪录片，细致分
析原子弹爆炸的经典照片， 经过数月构思和修

改，终于在 1965 年夏天完成了《庆祝我国原子
弹爆炸成功》这一名作。

此画是一幅创作于特定时代、表现特定事
件、具有超越时代特点的优秀美术作品。 画面
上， 吴湖帆充分发挥其善于描绘山水云气、层
峦叠嶂的特长，准确把握原子弹爆炸时的烟云
形态和整个场景色调，运用极具表现力的山水
笔墨，创造性地再现了原子弹爆炸时，一朵巨
大的蘑菇云瞬间腾空而起的恢宏场面。整幅画
层次分明，虚实有致，笔墨清润浓烈，敷色明快
艳丽，气势磅礴，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给人

以蓬勃向上、精神振发的深刻印象。
将核武器爆炸作为创作对象，以传统绘画

语言再现新中国国防建设成就，于吴湖帆而言
是第一次，在中国当代绘画史乃至世界美术史
上，也属绝无仅有。 严格来说，此画不是一幅传
统意义上的山水画，它体现出一位旧式文人画
家面对新时期的新题材，勇于探索、挑战自我，
积极主动地以质朴热情的笔触，大胆描绘从未
涉及的新生事物，凸显出与时俱进、融入生活、
不断创新的精神。

艺术离不开生活、离不开感动、离不开敢
为人先的探索精神。 艺术工作者如何走出书
斋，贴近现实，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关注社
会、观照当下，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艺术作品，
吴湖帆大胆实践、成功绘制《庆祝我国原子弹
爆炸成功》的故事，无疑为艺术工作者在继承
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提供了经典范例。

■ 本报记者 罗鑫

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
中体现，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
量源泉。从 1925 年宣城第一个党支部———
中共旌德三都农民补习学校支部成立到
1949 年 5 月中共宣城地委正式成立，从泾
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入选第一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到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建成
开放———在宣城，红色精神的传承，脉络清
晰，激人奋进。

红色资源串“点”成“线”

“春风吹绿了青弋江 ，夕阳映红了四
顾山 。 蓝山岭上柳青青 ， 云岭村外菜花
香……”这是新四军文艺战士孙琳创作的
诗歌《皖南之恋》中的诗句。 在位于宣城市
泾县云岭镇的新四军军部大会堂旧址外，
围墙上最新创作了一幅田园风景画，呼应
着这首诗歌，也被称作《皖南之恋》。

好山好水处处有， 没齿难忘是深情。
“新四军老战士们回访云岭时常说， 云岭
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青年时代的热血奋
战和纯真美好。 我们从孙琳的诗句中汲取
灵感，创作实景画 ，抒发新四军将士对皖
南的眷恋之情，也让参观游客更直观地感
悟新四军精神。 ”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办公室主任章霞告诉记者。

回首来路，宣城是富含红色基因的革
命热土。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10 月，南
方 8 省 14 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整编为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简称 “新四
军”。12 月 25 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1938 年 8 月 2 日进驻泾县云岭，中共中央
东南局也同驻云岭。 1938 年 8 月至 1941
年 1 月，中共中央东南局指挥新四军各部
在苏皖等地敌后战场上浴血奋战，给日寇
以沉重打击，壮大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
量，谱写了一曲曲气吞山河 、可歌可泣的
壮丽诗篇。

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根据省委部
署要求，宣城市深入挖掘红色资源 ，重点
挖掘新四军在泾县的红色历史资源，组织
党史专家对新四军党史资料进行研读、审
阅，对历史遗迹、文物进行实地勘察，收集
整理红色历史和先辈事迹 ；开设 《云岭三
年》《皖南事变及其历史启示》等专题精品
课程；建立中共中央东南局 、新四军政治
部旧址等现场教学点 ，开展 “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新四军精神”云直播月活动，累计
受众超 31 万人次 ；开展 “四一四百 ”实践
活动，即一个新四军文艺创作基地 、一部
皖南花鼓戏 《高高的云岭》、 一部纪录片
《浴血茂林》、一次“新四军精神”研讨交流
会，百村共唱红色革命歌曲 、百人共创红
色文艺作品、百人共讲红色故事 、百村共
绘乡村振兴画卷。

将红色资源串“点”成“线”，宣城市开
辟党史学习教育精品红色线路 30 多条 。
泾县依托国家 4A 级景区、 新四军军部旧
址纪念馆和皖南事变烈士陵园、王稼祥事
迹陈列馆、茂林赤坑山蜜蜂洞等著名红色
景点，打造“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新四军精
神”党史学习教育精品路线。 广德市依托
党建公园 、 英烈山烈士陵园等 “红色地
标”，打造“行走的红色课堂”。 郎溪县深挖
三桥 （毕桥 、沙桥 、夏桥 ）红色资源 ，打造
“一园、三馆、三阵地”格局，“一园”即 “革
命先烈纪念园”，“三馆” 即将县域党史还
原为萌芽、战史、英模三个展馆，“三阵地”
即在传承英雄事迹和保护革命旧址基础
上，把红色课堂打造为理论阵地 ，把红色
报告厅打造为讲习阵地，把红色广场打造
为示范阵地。

红色文艺打动人心

7 月，大型红色题材皖南花鼓戏《高高
的云岭》在安徽艺术剧场隆重上演。 “时代
宏大、叙说真挚、地方小调唱腔婉转，青弋
江、杜鹃花等意象在舞台上有机地 、艺术
地糅合，这些都深深打动了我。 ”落幕后，
现场掌声不断，观众王晓媛说。 据了解，该
剧由宣城市文化和旅游局、泾县县委宣传
部、泾县文化和旅游局联合打造 ，时间跨
度为 1940 年至 1990 年，讲述了皖南泾县
革命老区人民扶养新四军后代，成年后的
新四军后代放弃城市优越生活 ， 扎根老
区、反哺老区人民 ，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
故事。

“为创作这台戏 ，主创团队多次深入
基层采风创作、几易其稿，历时近一年。 作
为演出单位 ，我们更是加班加点 、抓紧排
练、反复打磨 ，力争为观众呈现一台高质
量、高水准的精彩大戏。 ”泾县溪头都黄梅
戏剧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
前该剧已成功入选“2021 年安徽省戏剧创
作孵化计划项目 ”和 “安徽省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新创优秀剧目”。

在今年党的百年华诞之际 ，《新四军
军歌》陈列展在新四军军部大会堂旧址开
展，每一位游客来到这里 ，讲解员都会义
务教唱 《新四军军歌》。 时光回溯 82 年，
1939 年 7 月 1 日，在《新四军军歌》试唱通

过军部领导审核并确定歌名之时，日军 12
架飞机窜到云岭 、 中村一带上空狂轰滥
炸，《新四军军歌》 在炮火与硝烟中诞生。
同年 7 月 16 日， 中国共产党新四军第一
次党代会在云岭召开。 会议明确全体新四
军指战员学唱军歌 ，并 “使人人深切了解
军歌意义， 以军歌之精神为全军之精神，
并贯彻此精神于我军战斗中， 工作中，日
常生活中”。

“今年正值建党百年 ，我们精心布置
专题陈列展，深挖‘新四军精神 ’内涵 ，传
承红色基因，切实把党史学习成效转化为
‘提质增速、乘势而上’的工作动力。 ”新四
军军部旧址纪念馆馆长洪帮介绍， 今年 3
月至 7 月，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接待访
客 30 余万人次，其中散客达 20 万人次。

红色故事铸魂育人

“看 《觉醒年代 》这些影视作品的时
候 ，感受到在党建立初期 ，无数志
士付出的心血 。 今天收到大
学录取通知书的同时 ，看
见宣传册上鲜活的党
史小故事 ， 更觉身
处这个和平年代
来 之 不 易 ， 激
励 我 们 青 年
学子奋进新
征程 ！ ”日
前 ，宣城市
首 份 大 学
录取通知
书准时送
达 ， 宣城
中 学 2021
届 高 三 考
生 郑 羽 彤
在接到大学
录 取 通 知 书
的同时 ， 还收
获了人生一份特

殊的 “礼物 ”———印有当地党史教育素材
的红色宣传册。

“讲好红色故事，赓续红色血脉，更要
深植青少年一代———这是我们的责任和
义务，也是新一代年轻人的使命。 ”宣城市
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积极引导青少年学党史，把青少年作
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 ，宣城市印发 《宣
城市中小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实施方案 》，
将党史学习教育列入全年教育教学计划，
明确校园党史宣讲、中学生党史小论文评
选、少幼儿书画大赛等 15 项具体活动；在
省内率先谋划施行青少年群体创新“四加
法”，即“线上+线下”“校内+校外”“基地+
阵地”“活动+服务”；实行“3+1+N”全科覆
盖 ，将党史学习作为青少年 “最重要的一
课 ”；通过 “青年大学习 ”、黑板报 、校报校
刊 、校园广播站等渠道 ，将党史学习融入
课外活动；不断拓展学习教育方式，将 162
辆校车打造成“流动党史小课堂”，开设党

史主题微团课等。 目前，全市
已发动 4.6 万名团员、

10.3 万名少先队
员 参 与 党 史

学习教育。

宣宣城城市市在在党党史史学学习习教教育育中中开开展展““四四一一四四百百””实实践践活活动动，，即即一一个个新新四四军军文文艺艺创创作作基基
地地、、一一部部皖皖南南花花鼓鼓戏戏《《高高高高的的云云岭岭》》、、一一部部纪纪录录片片《《浴浴血血茂茂林林》》、、一一次次““新新四四军军精精神神””研研讨讨
交交流流会会，，百百村村共共唱唱红红色色革革命命歌歌曲曲、、百百人人共共创创红红色色文文艺艺作作品品、、百百人人共共讲讲红红色色故故事事、、百百村村共共
绘绘乡乡村村振振兴兴画画卷卷——————

红红色色血血脉脉生生生生不不息息

航航拍拍皖皖南南事事变变烈烈士士陵陵园园。。 （（资资料料图图片片））泾泾县县县县委委宣宣传传部部 供供图图

�� ▲��日日前前，，
宣宣城城市市首首份份大大学学

录录 取取 通通 知知 书书 准准 时时 送送
达达 ，， 考考生生同同时时收收到到印印有有当当

地地党党史史教教育育素素材材的的红红色色宣宣传传册册。。党党
史史宣宣传传册册由由宣宣城城邮邮政政公公司司在在市市邮邮
政政管管理理局局指指导导下下印印制制，，在在投投递递通通知知
书书时时附附赠赠给给考考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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