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中国文联、江西省委宣传部、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出品的

40 集红色文化演讲节目《闪亮的坐

标》深耕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以影

视演员倾情讲演的方式， 回顾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史， 讲述百年征程

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故事，讴歌党、

讴歌祖国、讴歌英雄，目前已经入选

国家广电总局庆祝建党 100 周年重

点广播电视节目。 节目可谓是广大

电视人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的一次生动实践。

《闪亮的坐标》在形式上就让人

眼前一亮。 通过数字媒体技术和精

工细作的舞美营造， 节目以短小精

悍的表现形式展现了背后的宏大题

材，让观众在观看和聆听中不由自主

产生共情，思想得到净化和升华。 节

目采用现场录制的方式进行呈现，现

场观众清一色为青年学生，我们能够

看到他们激动的泪光， 坚毅的眼神。

从网络播出平台的留言中也可以看

到广大网友对英烈的拳拳之心。 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

让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道理， 实现了

形象和直观的推进。

《闪亮的坐标》除了形式上的精

益求精、 推陈出新之外， 在内容编排

上，故事角度的选取也具有独特的艺

术追求。 节目中介绍的很多英雄是观

众耳熟能详的人物， 他们的事迹广泛

被中、 小学教科书和各种读物、 故事

片、纪录片所宣传介绍，那么在短短十

几分钟的节目中， 如何能够真正让观

众感知新的信息量、 形成内心深处的

共鸣、达到入耳入脑入心的宣传教育

效果，是创作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节目呈现中，我们可以看到制

作团队的匠心营造达到了融英雄的豪

迈坚毅于婉约细腻的艺术效果。 在介

绍革命先驱李大钊事迹的篇章中，节

目从李大钊与女儿李星华父女间的对

话出发， 介绍了李大钊先生作为收入

丰厚的北大教授为资助青年学子的革

命运动， 牺牲后在家里却只找到了一

枚大洋的感人事例； 在 “浴血忠

魂———杨靖宇篇”中既介绍了杨靖宇

将军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又介绍了

杨靖宇妻子郭莲的事迹和夫妻共赴国

难感天动地的家国情怀；在“共同的

选择———方志敏篇” 中，选取方志敏

与爱妻缪敏隔空对话的视角，舞美造

型师将舞台搭建成一个反动派的监

狱， 在两位讲演人之间构筑起一道黝

黑的高墙，同时舞台追光打向两位讲

演人， 让光明与黑暗形成强烈的对比

和巨大的反差，给人留下了印象深刻

的视觉效果。

《闪亮的坐标》出品方不仅从

形式和内容上对节目进行精心打

磨，而且十分重视传播效果。节目各

环节都遵循互动性、移动性、碎片化

等新媒体传播规律， 整合传统电视

媒体、新闻网络媒体和短视频平台，

形成全媒体矩阵播出， 网络的全程

覆盖， 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相互打

通、相互赋能、相互连接的跨屏整合

传播，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节目组

还重点研究了不同年龄群体受众的

习惯，邀请许还山、陈宝国、刘佩琦

这些有广泛拥趸的“老戏骨” 以及

佟丽娅、万茜、陈数等有较多粉丝、

自带流量的影视演员加盟节目。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闪

亮的坐标》让百年英模的英雄气概

通过电波持续不断地回荡在神州大

地、回荡在更多观众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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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渡赤水纪念馆：

镌刻长征史上动人篇章

北京警方日前通报了 “吴亦凡事

件” ，详情让人大跌眼镜，原来在都美竹

与吴亦凡之间， 有人冒充双方进行诈骗，

现在涉嫌诈骗者已经被刑拘，吃瓜群众的

围观到此也告一段落。

现在的社交媒体特别流行截屏，此前

孙一宁爆料王思聪， 也是用截屏的方式，

包括郭麒麟，也有聊天截屏内容被广为传

播。 这些截屏内容，无一例外都引起了网

友的围观。

使用社交软件， 进行一对一的聊天，

这是隐私行为，是要受到保护的，一般人

若要公开聊天内容，往往要争得聊天对象

的同意，并抹去聊天对象的名字，而能够

以截屏的形式被公开发布的内容，常常都

是搞笑、好玩的信息，无伤大雅。

但对于公众人物来说，聊天内容的泄

漏，是娱乐八卦的一大重要来源，公众对

于名人明星保护隐私的权利，也并非特别

地重视与关心，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公众

人物的确是需要让渡一部分隐私权与名

誉权，用于供公众监督甚至是消遣的。

由截屏制造的娱乐狂欢， 经常会超越

事件本身，成为一种网络娱乐现象，引发诸

多关于性别、财富、地位等多方面话题的讨论。 截屏之

所以总是能带来网络狂欢，是因为在吃瓜群众看来，虽

然有时间上的差异，但也约等于现场直播。截屏对话与

人物公众形象的反差，造成了强烈的戏剧冲突。

既然屏是容易被截的， 那么想要不被截屏也简

单，就是屏里屏外保持一致。 镜头前什么样，现实生

活里就什么样， 如此， 就会养成尽量在屏幕上说真

话、说实话的习惯，就算被截了屏，也只能让吃瓜群

众乘兴而来、鼓掌赞叹而归。

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当有些截屏存在一

些 P 图的痕迹时，哪怕再细微，也能被网友发现，但

即便知道截屏有伪造的可能， 由于具有很强的八卦

元素，也并不会很快归于冷寂，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娱

乐八卦新闻背后，有写手参与撰稿的原因。

截屏以及爆料的频出， 是 “吃瓜至上主义” 使

然。 如何评价“吃瓜至上主义” ，要一分为二地看，一

方面，吃瓜潮流会让当事人遭到一些伤害，比如对都

美竹的一些猜测与批评，另一方面，在一二轮吃瓜之

后，正确的声音和正义的力量会慢慢得以凸显，对弱

者的保护，也会得以强化。 吃瓜也是价值观传达的一

种形式，参与吃瓜，考验的是每一个人的智慧与善良

最终能不能战胜八卦娱乐心。

大雨过后，赤水河愈发汹涌，褐

红色的河水一路向北奔腾不息。 来

到贵州遵义习水县土城镇， 一座黔

北民居风格的建筑矗立于赤水河

畔，这便是四渡赤水纪念馆。步入大

厅，一组气势恢宏的雕塑映入眼帘，

生动展现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壮

阔场景。

1935 年 1 月至 3 月， 中央红军

纵横驰骋于川滇黔边境地区，避敌之

长，击敌之短，在赤水河上来回四渡，

以不足 4 万之师， 摆脱了国民党 40

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

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

“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

伴随着阵阵涛声， 人们走进四

渡赤水纪念馆， 倾听那段血与火的

交响。

四渡赤水出奇兵

站在四渡赤水纪念馆的观景长

廊，朝不远处山头上眺望，只见一块

写有“土城渡口” 四个鲜红大字的

纪念碑威武耸立。 86 年前，红军就

是从这一带渡过赤水河， 拉开了四

渡赤水战役的序幕。

习水县是四渡赤水的主战场，

保留了一、二、四渡渡口和土城青杠

坡战斗遗址、 红军总司令部驻地等

14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

12 处在土城镇。 2007 年，习水县在

赤水河畔土城古镇一渡渡口处，建

起了四渡赤水纪念馆。

纪念馆展厅里， 一枚手雷吸引

了记者的目光。手雷一头大而圆，一

头小而钝，外壁有 3 条深深的横沟，

正面刻着一颗五角星， 五角星内有

镰刀和铁锤。 这是 1982 年当地农民

翻地时发现的。经考证，这枚手雷制

造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苏区兵工

厂， 是中央红军在土城青杠坡与国

民党军交战时遗留下来的， 见证了

当年那场激烈的战斗。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

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

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

走新路， 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

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 纪念

馆里，一段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

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摘录，点

明了四渡赤水战役的精妙之处。

遵义会议后， 中央红军计划北

渡长江挺进四川， 却遭遇国民党重

兵围追堵截。危急关头，毛泽东等指

挥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 先后

四次渡过赤水河， 巧妙地跳出了国

民党军合围圈， 彻底粉碎了敌人将

红军消灭在川黔滇边境的图谋。

四渡赤水之战使红军长征由挫

折转向胜利，是战史上以少胜多、变

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 “我军一

反以前的情况， 好像忽然获得了新

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

……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

疲于奔命。 ” 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

刘伯承， 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详细记

述了这场出奇制胜的战役。

“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

兵真如神。 ” 由当地群众和纪念馆

工作人员组成的艺术团， 每到周末

和节假日都会举办 《长征组歌》音

乐会，《四渡赤水出奇兵》则是音乐

会上的压轴曲目。

军民鱼水一家亲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把

运动战特长，最高度发扬起来” ……

展厅里的复原场景， 再现了当年留

在土城的标语墙和宣传画。 如今，在

纪念馆背后的土城老街， 一些老房

子墙面上还能依稀看到标语印迹。

展柜里陈列着一只破损的陶罐

和两枚铜钱，看起来不起眼，却有着

特殊的意义。 1935 年 2 月，红军途

经习水县一个叫二郎坝的小村子，

战士们帮老乡挑水时， 不慎打破了

一个陶罐， 当即掏出仅有的两枚铜

钱作为赔偿。 老乡见多了蛮横的国

民党军队， 却从未见过这样一支纪

律严明、亲民爱民的部队，于是用竹

条把破陶罐精心编扎起来， 连同两

枚铜钱一起保存， 作为传家宝流传

至今。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

队，长征是播种机。 ” 在四渡赤水战

役中， 红军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胜

利， 还通过实际行动争取到沿途群

众的信任与支持， 有力地击碎了国

民党的反动宣传。红军所到之处，老

百姓争相筹粮筹款， 当向导， 送情

报，救护安置伤病员，还有不少人直

接加入红军队伍。

“这是我们馆藏的国家一级文

物。 ” 四渡赤水纪念馆研究室副主

任曹行燕指着 3 扇年代久远的木门

板说。 1935 年 1 月，中央红军在习

水县土城镇青杠坡与敌军展开激

战，军情危急，中革军委紧急召开会

议，作出主动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

的决定。 如何在赤水河上快速架设

起 3 座浮桥， 成为红军摆脱危机的

关键。

土城镇老百姓听到消息， 纷纷

卸下自家的门板， 扛到河边帮助红

军搭建浮桥。 当时红军“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有一条“上门板” 的规

定，但由于战事紧急，红军来不及归

还老乡的门板和木材， 便给了远超

市价的银元和物品作为补偿。 红军

离开后，老乡们又来到河边，把炸毁

的门板打捞起来， 修修补补继续使

用。 一位叫郑明福的老乡寻回了 3

扇门板。 71 年间，这 3 扇门板不知

修了多少次也舍不得换。 直到 2006

年筹建四渡赤水纪念馆时， 他的后

代把门板捐了出来。 “像郑明福家

这样的门板， 土城人民亲切地称为

‘红军门板’ 。 ” 曹行燕说。

纪念馆里还收藏着一件珍贵文

物———1934 年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人民委员会出版的毛泽东、 张闻天

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历

经 80 多年沧桑， 书籍纸面发黄，仅

封面和极少部分内容缺失， 大部分

内容保存完整。

“这件文物能保存至今，它的

背后是一段红军爱护百姓、 百姓拥

护红军的感人故事。 ” 四渡赤水纪

念馆副馆长刘军介绍， 红军驻扎习

水县期间， 一位叫张南薰的小学校

长，积极发动百姓为红军带路、提供

物资和住宿， 红军便把从瑞金带来

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赠给了

他。 红军走后，白色恐怖重新笼罩，

张南薰将书几次转移， 成功躲过国

民党的严厉搜查。 2006 年，习水县

征集革命文物时， 张南薰之孙张仁

海将书捐了出来。

一部红军长征史， 写满了军民

鱼水情深的故事。 “赤水河， 清又

清，我打草鞋送红军。军民情谊似赤

水，千秋万代流不尽……” 而今，这

首《我打草鞋送红军》依然在当地

广为传唱。

红色血脉永流传

沿着土城老街幽静曲折的青石

板路前行，不多时，一幢青砖黑瓦、

中西结合的建筑出现在眼前。 小楼

原为川南联防军司令罗平芝的别

墅，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期间，这里

是红三军团司令部驻地，彭德怀、杨

尚昆曾在此居住。如今，在这座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基础上， 建成了

中国女红军纪念馆， 这是全国唯一

一座以女红军为主题的纪念馆，展

示了 1927 年南昌起义到 1937 年卢

沟桥事变 10 年间中国女红军的感

人事迹。

女红军纪念馆英名墙上镌刻着

4113 位女红军战士的名字。 “她们

不仅参加战斗，还肩负着群众宣传、

扩大红军队伍、 筹粮筹款筹盐和护

理伤员等任务。 ” 讲解员王静对馆

里展出的 600 余张女红军照片十分

熟悉，穿过每一个展厅，她都将女红

军的故事娓娓道来。

“这位老人叫李小侠，是咱们

遵义籍的女红军。 邓小平主编的

《红星报》记载了她，陈云的《随军

西行见闻录》 也提到了她，1985 年

杨尚昆、 李伯钊夫妇来遵义时还专

门接见了她。 ” 王静指着一张女红

军的照片介绍说，1935 年 1 月，红

军第一次打进遵义，17 岁的李小侠

在城门口领头呼喊欢迎红军的口

号。 红军撤离遵义前，邓颖超、李伯

钊亲自接收李小侠加入红军。 后来

她按组织安排参加黔北游击队。 队

长王有发牺牲后， 李小侠在湄潭县

以教书作掩护，继续为党工作。新中

国成立后， 李小侠还参与过剿匪工

作。

86 年薪火相传，红军在长征路

上留下的印迹， 成为这座小镇宝贵

的红色财富。如今，四渡赤水纪念馆

已形成多元化的博物馆聚落， 包括

四渡赤水纪念馆主馆、 中国女红军

纪念馆、 红军医院纪念馆等馆群以

及红军总司令部驻地、 红军总参谋

部驻地、土城渡口纪念碑等 12 处文

物保护单位， 每年接待参观者超

200 万人次。 2020 年底，四渡赤水纪

念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每一件革命文物，都是我们

党光辉历史的见证。 我们要充分挖

掘革命文物的丰厚内涵， 用心讲好

文物故事，让更多人了解革命历史，

感悟长征精神。 ” 刘军告诉记者，四

渡赤水纪念馆多次组织人员到全国

各地征集文物， 深入挖掘文物背后

的故事， 并与当地多所学校开展馆

校共建合作，组建“小小讲解员” 队

伍， 让孩子们成为红色故事的讲述

者。 近年来， 利用 VR、AR 等新技

术， 四渡赤水纪念馆建设了虚拟展

馆，通过实景模拟、文物展示、语音

导览、互动分享等功能，让观众体验

丰富生动的线上展览， 把公共文化

服务延伸到千家万户。

程焕

在

截

屏

时

代

做

一

个

理

性

的

旁

观

者

韩

浩

月

贵州习水青杠坡战斗遗址发现

的红军手雷。 （资料图片）

四渡赤水纪念馆。 （资料图片）

毛泽东、 张闻天合著 《区乡苏

维埃怎样工作》。 （资料图片）

中国女红军纪念馆。 （资料图片）

2021年贵州布依族

“六月节”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讯 7 月 24 日至 25 日，由贵州省布依学会主

办的“六月节” 系列活动在贵阳市经开区毛寨村贵州

布依文化创意园举行。

此次“六月节” 系列活动包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布依族六月节文艺展演、布依族人文始祖

布洛陀广场落成仪式、 布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

布依族青年成长计划启动暨布依族形象大使推选等。

系列活动以“百年中国红·悠悠布依蓝” 为主题，旨在

展示民族文化、讲述贵州民族地区发展变化好故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布依族“六月节”

文艺展演，以全省各县（市、区）布依学会推选的节目

为主，40 余支演出队伍登台亮相。 既有《唱支山歌给

党听》《我和我的祖国》等歌颂党、歌颂祖国的音乐作

品， 也有传统或编创的体现布依族文化特色的舞蹈、

歌曲、非遗民族乐器演奏、民族服装走秀、杂技、舞台

剧、魔术表演、布依语说唱等。

贵州布依族“六月节” 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

演活动，以布依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包括

八音坐唱、铜鼓十二调、服饰、勒尤、布依戏等，展示布

依族丰富的文化内涵， 促进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保

护、创新和转化。

布依族青年成长计划启动暨布依族形象大使推

选活动上，青年代表重温入团宣誓，随后布依族形象

大使登台展演， 展现新时代布依族青年的时代风采。

布依族青年成长计划为期一年， 从 2021 年的 “六月

节” 开始，到 2022 年的“六月节” 结束。期间将组建由

布依族文化学者、艺术家、非物质遗产传承人、高校教

授、形象设计专家、活动策划专家、文旅项目负责人、

户外运动高级讲师等构成师资团队，在贵阳、安顺、黔

南、黔西南、六盘水、毕节等布依族聚居地区，开展民

族文化相关课程的培训，同时将派代表赴四川、广西、

广东等地交流学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黔风画语” 书画创作

及藏品联展举行

本报讯 7 月 25 日，“黔风画语”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院书画创作及藏品联展在贵阳举行。 著名作家、

水墨艺术家兴安等近 20 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81

级学子携书画精品、藏品参展，并与贵州省书画名家

开展研讨。

据悉，1985 年，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81 级的 43

名大四学子，远赴贵州镇宁实习了近一个月。期间，来

自不同民族的他们，为贵州独特的民族民间文化所倾

倒。 36 年后，已成为民族文化艺术精英的他们，以书

画创作及藏品联展的方式重聚贵州：全国知名的蒙古

族作家与水墨艺术家兴安老师带来了 20 余幅有关马

的作品和章草书法，让贵州观众一睹游牧文化、古典

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别样风采；一直在青藏高原深耕撒

拉族文化的韩麒老师带来了三幅行草书法；贵州本土

民族出版人孔燕君女士携 3 幅写意花鸟参展；土家族

出版人、 书画收藏家覃代伦拿出了他数年来收藏的

18 幅名家书画精品参展。

随后，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81 级学子前往镇宁

采风。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闪亮的坐标》：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张东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