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红卫

出身风筝世家，自 1982 年师从祖父杨同科

学习潍坊风筝扎制技艺，先后在北京、深圳

等地进行扎制和放飞表演。 1992 年她回到

家乡潍坊市杨家埠村，专门从事风筝制作。

在近 40 年的创作实践中，她传承“扎、

糊、绘、放” 的传统制作技艺，大胆创新，将

杨家埠年画技艺移植到风筝制作中， 逐步

形成了线条流畅、色彩鲜艳的绘画特点，扎

制的风筝骨架周正，飞行性能优良。

近年来，杨红卫多次应邀前往德国、澳

大利亚、美国、新西兰等国家传播杨家埠风

筝故事，传授风筝传统制作放飞技艺，共培

训学生万余人。

据了解，山东潍坊与北京、天津、南通

并称为我国四大风筝产地。 潍坊国际风筝

会至今已连续举办 38 届，成为蜚声海内外

的风筝盛会。

新华 / 传真

“一带一路” 年度汉字

将发布

记者从有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一带一路”年

度汉字发布活动将于 5月 15日在山东曲阜举行。

据悉，从 2016 年起，中国公共关系协会联

合权威机构、 专家学者共同发起并举行 “一带

一路” 年度汉字发布活动， 今年通过不同传播

渠道征集了“合、驰、济、安、长、通、韧、互、同”

等 9 个候选汉字。 该活动旨在用一个字阐释

“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厚内涵，挖掘和展现“一

带一路” 建设的独特成果，加深对以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

神的认同。

为加强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友好交往，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在已出版 6 个语种版本 《论

语》的基础上，策划开展了“一带一路”《论语》

译介工程， 陆续翻译出版 5 种语言的中外文对照

本《论语》，并计划在 5 月 15 日活动当天推出译

介工程的最新成果。

本次发布会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 尼山世界

儒学中心和山东济宁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

郑海鸥

甘肃省———

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

甘肃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石窟

寺保护利用工作的实施意见》。 《意见》指出，到

2022 年，甘肃省石窟寺重大险情全面消除，国保、

省保石窟寺安防设施全覆盖。

据了解，甘肃省石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宏大、

体系完整，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于一

体，素有“石窟艺术之乡” 的美誉。但是，甘肃境内

石窟寺也存在安全风险依然较高、 系统考古研究

不足、基层保护力量薄弱、展示利用水平不高等问

题。

《意见》提出，要加大石窟寺抢救性保护力

度。 2021 年 9 月底前完成甘肃石窟寺保护利用专

项规划编制。 分类开展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炳灵

寺石窟等 3 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工程、20 处

国保单位石窟寺重大保护工程及 30 处中小石窟

寺抢救性保护工程，2022 年底前全面消除石窟寺

重大险情。

同时，坚持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并重，

加强日常养护和监测预警工作， 依托敦煌研究

院建设甘肃石窟寺监测中心， 定期开展文物健

康评估，主动开展预防性保护，全面提升石窟寺

保护能力。

《意见》还要求深化学术研究和价值挖掘。

以敦煌研究院为主体，发挥敦煌学研究实体带动

作用，联合相关高校和专业机构，形成多学科合

作研究模式，整合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

力量，培养和壮大石窟寺学术科研队伍，推动敦

煌学研究高地建设。

宋喜群 王冰雅 尚瑞佳

内蒙古发现

契丹大字摩崖石刻

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赤峰学院了解到，辽契

丹文化研究学者在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小牛群

镇白石台沟村的一处崖壁上发现石刻文字， 文字

专家初步断定是契丹大字。

赤峰学院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汪景

隆等学者发现了该处摩崖石刻。据汪景隆介绍，这

个崖壁上的石刻文字有竖排两行 20 余字，虽经千

年风雨，大部分字笔画清楚，有类似汉字的偏旁结

构。经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副院长、北方民族古

文字研究专家吴英喆辨认、分析，初步确认此处为

契丹大字摩崖石刻。

契丹文字分大字和小字两种， 契丹大字创制

于公元 920 年， 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令参照汉

字创制，应有 3000 余字。 目前发现的契丹大字资

料以石刻为主要内容， 但由于笔画繁复、 难以辨

认，目前释读出来的内容很少。

汪景隆说：“在辽代的北方兴安岭原野中，用

石刻记事很难得， 这处契丹大字摩崖石刻是目前

唯一发现的一处崖壁石刻， 因此更显此处史料的

珍贵。 ”

民族民间文化

关注

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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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纪录片《李大钊》呈现李大钊生前惟一影像，央视总台导演闫东———

揭秘尘封75年的珍贵影像

邱伟

风筝世家的女传人

杨红卫在制作风筝

绘制风筝图案

制作风筝骨架

生前仅留下 20 幅照片

回忆起这段往事，闫东告

诉记者， 一切都历历在目 。

1999 年， 中共中央决定在李

大钊同志诞辰 110 周年的时

候， 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届

时，中央电视台将播出电视文

献纪录片《李大钊》。 闫东随

后被任命为这部纪录片的导

演，那一年他 35 岁，刚刚拍摄

了文献纪录片 《共产党宣

言》。 这次，闫东又要跨越一

个世纪的历史长河，走进另一

位年轻先驱者的生命里。李大

钊是中国传播、研究、实践马

克思主义的第一人，1927 年

走上绞刑架时， 他还不到 38

岁。

满怀崇敬之情投入纪录

片《李大钊》的创作，闫东发

现最大的困难是影像资料极

度匮乏。 李大钊生前，仅留下

20 幅照片。 文献纪录片要以

文献资料为基础，进行电视化

的艺术加工，对电视编导来说

最需要的是画面，是活动的影

像资料。

纪录片开始拍摄后，摄制

组精心安排了十多位专家学

者进行访谈， 希望发掘出李

大钊生平的一点一滴。 在这

个过程中， 闫东特别留意李

大钊影像资料的线索。 很快，

闫东得到了一个让他有些惊

喜的发现。 在受访专家中，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玉贞

当时要赴莫斯科参加学术会

议。 采访结束后交谈时，闫东

问李玉贞此次前往莫斯科，

能否帮摄制组寻找李大钊的

影像资料。

李玉贞告诉闫东，1924

年 6 月，李大钊率中国代表团

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

五次代表大会，这是非常隆重

的大事， 在共产国际的档案

中，可能存有当时的影像。 这

让闫东看到了希望。 一年前，

因为拍摄纪录片 《共产党宣

言》， 闫东曾到莫斯科采访。

苏联解体后，很多档案资料开

放了， 在莫斯科的资料馆、档

案馆， 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

地、操着各种语言的学者和纪

录片人到这里“淘金” 。

李玉贞欣然同意帮助查

找资料， 她精通英俄两国文

字， 是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

关系问题的专家， 发表过李

大钊的研究文章。 闫东内心

中不免有些激动，“李大钊在

历史中未留下过哪怕是一秒

钟的影像资料， 而这个被认

为是永久的遗憾， 或许要由

我们来改变。 ”

莫斯科“淘金”无声影像

1999 年 9 月， 李玉贞抵

达莫斯科后，就赶赴俄罗斯国

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查阅

资料。 那些天，每到北京时间

午夜 12 时、 莫斯科时间傍晚

6 时，身在北京的闫东就要打

一通国际长途电话询问进展。

李玉贞在莫斯科首先查访到

李大钊的一些历史资料，然而

在共产国际五大的电影资料

中，李玉贞反复查找，始终没

有发现李大钊的镜头。

在电话里， 闫东分析说，

李大钊在国内写了那么多文

章介绍苏俄的胜利，在共产国

际五大结束后，李大钊还在莫

斯科停留了几个月，在这期间

他一定会带着对中国革命未

来的憧憬四处走访，所以寻找

影像的工作可以进一步扩大

范围。

李玉贞答应，一定尽最大

努力。 就在李玉贞回国前几

天，一位俄罗斯专家提供了李

大钊影像的重要线索。李玉贞

立即根据线索前往莫斯科郊

外的档案馆。在浩如烟海的档

案资料中， 李玉贞一遍遍搜

寻，终于查找到一张年代久远

的卡片索引，上面写着：李大

钊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

学发言。

时隔 75 年， 李大钊惟一

一段生前活动影像被找到，李

玉贞激动不已，她急切地拨通

了国际长途：“闫东， 找到

了！ ” 闫东又惊又喜：“李老

师，您再看看，是不是他？ ” 李

玉贞肯定地回答：“没错，我

看到了李大钊的名字。 ” 李玉

贞让闫东赶紧准备外汇，因为

转录一分钟影像资料需要花

费 700 美元。 闫东当即回复，

尽快把钱送来。 但在当时，中

央电视台还没有驻莫斯科的

记者，闫东于是找到中央电视

台总编室，请求紧急协调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驻莫斯科记者

站支借外汇。 最终，在中国驻

俄罗斯大使馆的国庆酒会上，

国际台的记者把钱交给了李

玉贞。

李玉贞旋即返回档案馆，

成功翻录了这段珍贵的 35 毫

米电影胶片。 胶片记录的是

1924 年 9 月 22 日 ， 俄 共

（布） 中央和共产国际在莫

斯科国家大剧院举行了有几

千人参加的 “不许干涉中

国” 协会群众大会。 在大会主

席台上， 中共代表李大钊身

着立领正装，胸前戴着徽章，

看上去意气风发。 李大钊的

精彩演讲不时被掌声和欢呼

声打断。 在场的苏联摄影师

清晰地记录下这些历史画

面， 虽然是只有几个镜头的

无声影像， 但李大钊演讲时

动情的神态和豪迈的动作都

表现得淋漓尽致。

填补历史空白引发关注

1999 年国庆前夕， 李玉

贞带着极为珍贵的李大钊生

前影像回到北京。闫东迫不及

待地把刚下飞机的李玉贞接

到了台里，他又第一时间请来

了 李 大 钊 的 长 子 李 葆 华 。

1927 年 4 月李大钊遇害时，

李葆华尚未成年。 整整 72 年

后，在屏幕上看到父亲在莫斯

科国家大剧院挥动手臂演讲

的镜头，已是耄耋之年的李葆

华流下了热泪。

1999年 10月， 大型文献

纪录片《李大钊》在李大钊诞辰

11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播出，纪

录片片头播放了最新发现的李

大钊生前影像， 填补了历史中

的一段空白， 在观众中和党史

研究界引发了极大关注。

纪录片播出当晚，李大钊

的孙女李虹代表全家给中央

电视台写了一封信：“多少年

来，我们一直思念着从未谋面

的祖父……今天，我们终于看

到了祖父李大钊的影像———

亲切、平实而伟大———这就是

我们的祖父。我们被血脉相承

的感觉震撼了！ ”

如今，回望这段难忘的经

历， 闫东依然心绪难平，“感

谢当年所有相识、不相识的参

与者，如果不是大家的不懈努

力，这段影像不知要尘封到何

年。 ” 闫东感慨地说，当年这

部纪录片的创作，就好像是自

己这个 35 岁的党员与 38 岁

英勇就义的李大钊冥冥之中

的一次倾心相谈，让他获得了

无穷的精神财富。在此之后的

20 余年里， 闫东又相继创作

了 《百年小平》《长征》《不

朽的马克思》《伟大的历程》

等 30 多部重大题材纪录片，

九次获得中宣部 “五个一工

程” 奖。“当你走进李大钊，就

一定会被他的精神所感染。这

段 ‘追寻李大钊’ 的创作历

程， 让我悟出了很多东西，伴

随我一直走到今天。 ”

近日， 李大钊生前惟一的影像在互联网上广为流

传。 画面中，李大钊在异国他乡激情演讲的生动形象让

无数网友感受到这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真实魅力。 这

段只有几秒钟的历史镜头出自 1999 年播出的文献纪录

片《李大钊》，记者日前采访了拍摄该片的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导演闫东， 揭开了这段珍贵影像在尘封 75 年后

得以重见天日的幕后故事。

李大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