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3.6 万多处，国有馆藏可移动革

命文物超过 100 万件 / 套……

这是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交出的

“成绩单” 。

如何让革命文物焕发光

彩， 让红色基因融入人们的血

脉，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将持续

走向深入……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

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表示， 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全国文物系统要切实把革命文

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传

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努

力为革命文物绽放新时代光

彩、作出新贡献。

摸清资源家底

完善顶层设计

清明假期前后， 各地革命遗址纪

念馆、纪念地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后， 参观学习的人

数更是直线上升。

截至目前，全国革命文物资源家底

基本摸清，北京、上海等 20 个省（区、

市）相继公布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 革

命文物史实研究和价值挖掘得以深

化，革命文物保护级别得到提升，保护

管理状况显著改善。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

局长李群说，“十三五” 时期国家文物

局共实施 263 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革命文物保护项目，2021 年已批复

近 200 项， 各地加强革命文物管理维

护， 努力推动调查排查工作制度化、常

态化。 革命文物整体保护取得突破，中

宣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

局公布两批 37 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

区， 中央财政对片区整体陈列展示、长

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给予倾斜。 陕甘

宁、川陕、鄂豫皖片区建立省际协作机

制，整体谋划、协同推进。 国家文物局批

准创建延安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区，推动形成串点连线、连片打

造、整体展示的革命文物工作新态势。

同时，革命文物工作顶层设计不断

完善提升。 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实施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

年） 的意见》， 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方案》，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制定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

程实施方案， 全面确立新时代革命文

物工作的任务书和路线图。 革命文物

机构队伍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中央编

办批复国家文物局成立革命文物司，

17 个省（区、市）和部分革命文物大

市、大县增设革命文物保护管理机构。

部门协作、 央地联动更加密切， 财政

部、 国家文物局修订国家文物保护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 中央财政对革命文

物保护展示投入予以倾斜 ，2018—

2020 年共安排 17.8 亿元，支持实施闽

西、金寨、遵义等约 600 个革命文物保

护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8 年以来

累计投入 37.4 亿元支持革命文物基础

设施建设和烈士纪念设施维护； 各地

方重视程度持续提升， 广东 5 年计划

投入 15 亿元、安徽 2 年累计投入 2 亿

元用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文物工作党委领导、政府主导、

部门协作、 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日益

确立， 在革命文物工作中得到充分体

现， 推动形成革命文物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合力。 ” 李群说。

带动红色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

天安门、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烈

士陵园、 四九一电台旧址……日前，北

京市公布第一批革命文物目录。 北京居

民朱晓琳利用假期，参观了天安门。“从

革命文物的角度来看这些景点，参观游

览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 朱晓琳说。

在保护好革命文物的基础上，革命

文物展示展陈渐成体系。 目前，全国文

物保 护单 位革命旧 址开放 率 接 近

94%， 革命博物馆、 纪念馆总数超过

1600 家，“十三五” 时期平均每年推出

革命文物展览 4000 余个。

今年一系列革命场馆和展览将推

出。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等一批重大党

史旧址保护修缮工程即将完工， 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即将开放， 百年党

史文物大展全面布陈， 多角度生动展

示百年党史， 让人们深切感受艰辛历

程、巨大变化、辉煌成就、伟大精神。

值得指出的是，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与红色旅游、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深

度融合， 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

护。2014 年以来中央财政安排 16 亿元

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遗址保护

利用工程，红色资源成为井冈山、瑞金

发展的金色名片，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带动产业发展和群众就业，助力 54 个

贫困县脱贫摘帽。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有效推动当地民生改善，“半条被子”

故事发生地———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打

造 “红色文旅 + 绿色产业 + 古色瑶

乡” 宜居宜业宜游的发展模式，呈现美

丽乡村的诗意画卷，2019 年吸引游客

超过 60 万人次。 红色旅游的规模和热

度不断攀升，2019 年全国红色旅游人

数超过 14 亿人次、红色旅游收入超过

4000 亿元， 不少红色旅游目的地成为

民众出游的重要选项和网红打卡地，

年轻人成为红色旅游热的主力军。

李群说，文化和旅游部计划遴选推

出建党百年百条精品红色旅游线路，

让广大游客深刻感受红色文化魅力和

革命精神力量。

深入研究发掘

探索创新利用

为了让革命文物焕发光彩，让红色

基因永续传承，各地也展开了积极探索。

江西积极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江西段建设， 实施保护传承、 研究发

掘、数字再现等工程，建设 200 个红色

文化名村， 打造红色文旅融合品牌。

“江西省建设 11 个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完善‘八一起义’ 等 6 条红色旅游

精品线路， 构建全域一体的红色旅游

发展新格局。 加强红色培训，制定《红

色教育培训服务规范》 江西省地方标

准， 开发情景剧、 体验式红色经典课

程，打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苏大旧

址等一批现场教学点， 面向干部群众

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 江西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施小琳说。

陕西以创建延安革命文物国家文

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为抓手，全景式、立

体式、 延伸式宣传展示中国共产党革

命精神。 “陕西省深挖 1224 处不可移

动革命文物，特别是 26 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的内涵和故事， 建设照金

红色旅游小镇， 推动革命文化进校园

进课堂，引导中小学生走进革命旧址、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接受教育、 争当志

愿者和讲解员， 打造革命文物展陈精

品工程，5 年来累计办展 900 多个，仅

2020 年照金纪念馆接待学习参观 28.5

万人次、团队 1986 批次。 ” 陕西省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王晓介绍。

湖南打造红色展陈、 红色文艺出

版、红色旅游“三项品牌” ，不断深化

革命文物的价值挖掘和利用创新。 湖

南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张宏森说，

“我们要深入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工程， 让革命文物在新时代焕发绚丽

光彩， 成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

传统教育的‘源头活水’ 和‘亮丽风景

线’ ，让革命文物凝结的红色基因融入

人民的精神血脉。 ”

王珏

� � �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

行家……” 从上世纪 30 年代起，安娥

填词 、聂耳谱曲的《卖报歌》传唱不

息，那些在乱世中奔走求生、心向光明

的报童也从此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印

记。 4 月 30 日至 5 月 2 日，原创音乐

剧《新华报童》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

心首演 5 场。

《新华报童》由北京文化艺术基

金、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支持，北京

甲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

它取材自抗日战争时期的 《新华日

报》报童生活和宣传斗争，囊括 1938

年 《新华日报》 迁到重庆 、1941 年

“皖南事变 ” 等历史节点 ，展现了在

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与感召下，迷茫的

街头报童成为勇于与国民党顽固派

做斗争的爱国少年的故事。 导演甲丁

担任全剧艺术总监，曹瑜任制作人和

编剧，美花任总导演 ，何琪任音乐总

监，李炜鹏、齐齐、王哲等演员将参与

首轮演出。

《新华报童》是一部从青少年视角

出发、 意在启发青少年观众的作品，但

对现在的孩子们来说，故事发生的年代

难免有些陌生， 一个很有代表的例子，

就是主创团队常被自己的孩子问起

“报童” 到底是什么。 “作品一定要符

合当下的审美，要‘说人话’ 。 ” 总导演

美花说。 《新华报童》使用了颇具现代

感的视听语言。 比如， 在舞台呈现上，

为了凸显旧中国重庆的乱世感，台上竖

立了一个“铁笼” 的意象，奠定了这一

群生逢乱世的报童们的命运基调，而随

着剧情推进，压抑和飘零的设定慢慢变

成了打破桎梏的力量。

音乐方面，《新华报童》 融入了川

渝味说唱、硬核摇滚等当下的流行音乐

风格，充满了热血的少年感。 在艺术总

监甲丁看来， 各种碰撞并非有意作秀，

“合适” 才是最重要的。 重庆自有一种

风骨和江湖气，当地人说话时就有一种

说唱的感觉，在音乐中加入说唱、摇滚

的风格，正是出于类似的考虑。

关 于 是 否 在 剧 中 运 用 《卖报

歌》，团队也多番考量。 “《卖报歌》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肯定不能丢。”

音乐总监何琪说。 在一些片段中，观

众可以捕捉到它的元素和旋律，“但

是我们也不想让整部剧都依托这一

首歌。 ” 另外，《卖报歌》原本是为上

海报童创作，与全剧的发生地重庆有

出入，因此，它更多地包含着致敬的

意味，“整体的音乐呈现还是要从戏

剧、人物出发。 ”

高倩

� � � � 新华社电 “十三五” 国家重点

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

项目《共和国日记》大型丛书日前

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推出 1950 至

1965 卷、1979 至 1983 卷。

该丛书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等机构的专家

学者编撰完成，以创新的治史方式，

以编年体和记事体相结合的手法，

每年一卷，逐月、逐周、逐日记载共

和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包括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领

域，囊括中央、地方和基层等各个层

面， 翔实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取得

国家发展建设的辉煌成就。

专家表示， 这是一部全方位反

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大型丛

书，既有大事要事的钩沉，又有历史

细节的描摹， 重现亲历者的见闻感

受，且包含大量珍贵历史照片，生动

记录下社会变迁和百姓生活变化，

以文图并茂的形式留存共和国的永

恒记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献

价值和现实意义。 该书出版，为学习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提供了丰富史料。

据悉， 该丛书第一期共 60 卷

（1949 年到 2008 年）， 其他各卷将

陆续出版。

� � 新华社电 位于埃及首都开罗

的埃及文明博物馆 4 月 4 日正式向

公众开放。 该博物馆开放首日售票

超过 800 张。

埃及文明博物馆执行馆长艾

哈迈德·古奈姆受访时说， 该馆占

地面积约 13.9 万平方米， 主展厅

面积约 2000 平方米， 展出史前时

期、古埃及法老时期、科普特时期

直至现代埃及等各个时期的文物，

其中包括一具距今约 3.5 万年的

人体骨架。

目前该馆藏有各类文物 6.5 万

件，其中 1600 件对外展出。

� � � � 中国电影金扫帚奖举行到了第

12 届，《喜宝》、《荞麦疯长》、《月

半爱丽丝》三部影片被评“最令人

失望影片” ，郭敬明被评“最令人失

望导演” ，“最令人失望男演员” 产

了双黄蛋，分别是李现和黄景瑜，郭

采洁则独得“最令人失望女演员” 。

比较巧合的是， 在不久前郭采

洁任主咖的《吐槽大会》节目中，黄

奕吐槽郭采洁曾三次入围金扫帚

奖。 黄奕开玩笑地说，以这样的入围

频率，“不应该叫采洁， 应该叫保

洁” ，一语成谶，几天后金扫帚奖公

布名单， 郭采洁第四次入围并最终

获奖。

在被黄奕吐槽时， 郭采洁笑得

很开心，但“最令人失望女演员” 的

称谓从天而降， 估计很难让她开心

得起来，长期在烂片堆里打转，对一

名演员来说不是好事， 作为槽点开

开玩笑没问题，但在有了“最令人失

望” 这个名头后， 演员还应有所反

思，在反思自己的烂片体质的同时，

也要想一下如何面对批评。

郭敬明也是金扫帚奖的常客，

这次凭借《晴雅集》《冷血狂宴》两

部影片获得“最令人失望导演” ，已

经是他第三次得奖。 有声音认为，这

是金扫帚奖故意和他过不去， 也有

粉丝觉得，烂片那么多，为什么总颁

给郭敬明？ 对于一直坚持评委实名

投票并全部公开每位评委投票结果

的金扫帚奖来说， 其实更值得深思

的一个问题是， 郭敬明的电影究竟

意味着什么？ 标志着什么样的创作

倾向？ 起到什么样的示范效应？

这届金扫帚奖除了获奖名单

外，还有一个事件引人关注，就是在

颁发“最令人失望影片” 时，电影投

资人强歌突然主动上台领奖， 对他

投资的《荞麦疯长》表示失望，认为

当初他奔着马思纯、钟楚曦、黄景瑜

等演员投了这部电影是失败做法，

并将自己形容为 “最倒霉的投资

人” 。

《荞麦疯长》制片方否定了强歌

是影片投资人， 但随后金扫帚奖主

办方给出的影片出品方截图， 以及

相关合影， 表明强歌的身份确属其

中一家投资方。 这一争议事件，掀起

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声浪， 它一改此

前影片失败投资方通常保持沉默的

状况， 让投资方与制作方的矛盾被

直接放在了舆论场当中。 有评论声

音如此解读：如果资本发怒，烂片颤

抖的时候真的就到了。

金扫帚奖是很难评的一个奖项，

因为对于评委来说， 集中时间看完

如此多的候选影片， 是一件非常艰

苦的任务，不仅是时间的耗费问题，

更要承担审美被烂片所带来的伤

害；同时，金扫帚奖也是一个很好评

的奖项，因为评选出的结果，总是能

够得到大多数观众的认同， 观众苦

烂片久矣，“金扫帚” 为观众的不满

提供了一个情绪释放的机会。

评好电影的奖项有许多，评烂片

的奖项只有这一个。 批评总是让人

不舒服，但任何一个领域，缺乏了批

评的声音，都会缺少进步的可能。 对

待金扫帚奖， 电影人或许该学学王

宝强，他曾亲自赶往颁奖现场，领到

了属于他的“最令人失望导演” 奖，

当时他手握一把扫帚发表了一段很

长的获奖感言， 其中有四个字最真

诚，这四个字是“尊重电影” 。

我们应该珍爱金扫帚奖，只有

在批评与被批评、监督与被监督之

间， 才能逐渐形成一个好的生态，

而所有的声音，只要最终的目标是

奔着“尊重电影” 而去的 ，都值得

倾听。

时讯

评弹

奔着“尊重电影” 而去的批评

都值得倾听

一寒

埃及文明博物馆向公众开放

大型丛书《共和国日记》：

留存共和国永恒记忆

取材自抗战时期《新华日报》报童生活和宣传斗争———

音乐剧《新华报童》 致敬《卖报歌》

传承红色基因 创新表达方式 汲取奋进力量

革命文物绽放时代光彩

文化视野

GUIYANG

DAILY

7

2021年 4 月 8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吴剑平 / 版式：陈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