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1920 年初的夜晚， 浙江义

乌分水塘村的一间柴房里灯火

闪烁， 一位身着长衫的青年正

站在案前翻译文稿， 桌上咬过

一口的粽子留下了墨汁的痕

迹。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一层展厅， 陈列着由艺术家张

峻明创作的油画作品 《陈望道

翻译〈共产党宣言〉）》，画作

还原了陈望道在柴房翻译 《共

产党宣言》的历史瞬间，重现了

“真理的味道有点甜” 佳话。 近

日， 张峻明讲述了作品创作的

幕后故事。

画中模特是陈望

道的小老乡

2018 年， 为纪念马克思诞

辰二百周年，中国文联、中国美

协筹划相关主题创作， 面对 26

个创作题目，张峻明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画陈望道。 “说来也巧，

早在 2015 年的一次 ‘一带一

路’ 主题创作中，我在第一站义

乌偶遇陈望道故居，了解他的生

平后非常受触动，决定就在这里

画一幅写生作品。 时隔三年，我

再一次选择了这一题材。 ”

张峻明前往义乌收集创作

资料， 与此同时中央编译局专

家也提供了不少资料。 张峻明

在创作中遇到最大问题就是模

特的选择。 “我对第一次的草

图形象创作不太满意， 尽管草

图审稿时专家对人物形象没有

过多的意见， 但面对手上仅有

的一张他青年时期的照片，我

还是想精益求精。 ” 2018 年的

春节假期， 张峻明无暇享受天

伦之乐，又一次南下义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张峻

明相信自然与人文环境会滋养

出独特的人物形象气质， 因此

他在义乌市委市政府的协调帮

助下， 从当地寻找扮演陈望道

的模特。 在换了五六个模特以

后， 来自当地婺剧团的演员小

应令张峻明眼前一亮：“这不正

是我梦寐以求的陈望道形象

吗？” 他的身材和外形酷似年轻

时候的陈望道先生， 经过化装

后更是“神还原” 。 “小应很专

业，当我把构思说给他：站姿、

右手握笔、头望窗外，暗示东方

欲晓的动态……他很快进入了

状态。 当时就有人跟我说，这张

画你成功一半了。 ”

陈望道母亲形象

偶然入画

为了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在柴房里夜以继日地工

作，废寝忘食。 一天，陈望道的

母亲特意为儿子包了粽子改善

伙食， 并叮嘱他吃粽子时记得

蘸红糖水。 等母亲收拾碗碟时

发现， 陈望道把本该蘸红糖水

的粽子蘸到墨汁上， 却浑然不

觉，成就了一段“真理的味道”

的佳话，广为流传。

在《陈望道翻译〈共产党

宣言〉》的画面中，陈望道身边

的母亲正在一旁拨亮烛火。 其

实她的原型是陈望道故居的管

理员。“这位管理员进入我的画

面很偶然， 当时屋子里烛光很

暗，我请她拨亮烛火。 ” 张峻明

说，就在此时，他忽然发现画面

增添了新的意境， 母亲的动作

饱含对儿子的关爱， 同时也寓

意薪火相传， 于是确定在画中

增加陈望道母亲的形象。 随后，

他又对陈望道母亲形象的衣

着、动态等进行了多次调整。

除了人物形象， 画中的诸

多细节也体现了画家的用心。

“比如桌子前方有陈望道先生

的被子、枕巾等，这是因为柴房

里条件特别艰苦， 他白天写字

用的桌子， 到晚上就是睡觉的

床。 墙上挂着蓑笠，是南方比较

常用的工具。 桌子上摆放着的

日文词典， 还原了我在陈望道

故居见到的词典实物。 ”

在创作中感悟信

仰的力量

1920 年 4 月底， 陈望道在

浙江义乌完成了 《共产党宣

言》的翻译工作，之后这本只有

28000 多个汉字的小册子，成

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信仰故事的

思想起点。“当我在陈望道故居

里漫步构思时， 看着今天这里

的陈设， 见到越来越多的人受

信仰的感召， 千里迢迢来到这

里，重温入党誓词，仿佛是对一

个世纪前那位伏案疾书， 追求

共产主义的青年人的遥远回

应。 ” 张峻明说道。

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

计学院副教授， 张峻明师从油

画大家靳尚谊、 詹建俊、 全山

石、钟涵先生，近年来创作了多

幅聚焦新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作

品。“这幅作品能够在党史馆展

出， 我感到很荣幸。 一个世纪

前，在民族彷徨之际，陈望道先

生高高擎起的马克思主义旗

帜， 同信仰一并汇入真理、民

主、科学、进步的潮流中。 一个

世纪后的今天， 这份信仰的力

量一脉相承。 这也激励着我坚

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 努力

攀登高峰。 ”

王广燕

《勋章：党和人民不会忘记》

一书出版发行

� � � � 新华社电 全面、生动介绍

“七一勋章” 获得者先进事迹的

《勋章： 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一

书， 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面

向全国发行。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之际，党中央决定，首次评选

颁授“七一勋章” 。 为深入学习

“七一勋章” 获得者的模范事

迹，传承榜样力量，新华出版社

组织策划出版了《勋章：党和人

民不会忘记》。 该书以新华社公

开播发的“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

征程·‘七一勋章’ 获得者” 栏

目稿件为基础，配有百余幅珍贵

图片，记录了 29 名“七一勋章”

获得者不忘初心、 心系人民、不

畏艰险、艰苦奋斗的感人事迹。

北京人艺新版《日出》

将揭幕曹禺剧场

� � � � 新华社电 由冯远征导演

的 北 京 人 艺 新 版 话 剧 《日

出》， 将于 9 月 2 日晚在曹禺

剧场首演，这也将是北京人艺

新落成的北京国际戏剧中心

的开幕演出。

据北京人艺副院长冯远征

介绍，北京人艺历史上曾有四版

对《日出》的演绎，此次新排这

部经典作品并用来启幕曹禺剧

场， 因为它不仅是曹禺的代表

作， 还曾是上世纪 50 年代首都

剧场建成后的开幕大戏。

冯远征说，新版《日出》是

一次多时空、多维度的舞台探

索：找回一些原来几版的删节

部分， 强化部分人物的表达，

重新解释压死陈白露的“最后

一根稻草” ， 前后两个表演区

在光影变幻中让不同时空的

人物同场交汇，展现人物的心

路历程。

广播电视行业组织联合会：

对违法失德失范艺人

实行“零容忍”

� � � � 新华社电 中国广播电视

社会组织联合会职业道德建设

委员会日前在京召开会议表

示， 所有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

制作机构应对违法失德失范艺

人实行“零容忍” ，对文艺娱乐

行业不正之风郑重说“不” ，绝

不容许任何艺人触碰道德底线

乃至法律底线， 绝不为错误的

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

观提供传播渠道， 绝不为一些

人混名气、博眼球、拿高薪提供

平台。

在这场广播电视文艺工作

者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座谈会上，

制片人张明智， 导演郑晓龙、阎

建钢，编剧刘和平、汪海林，演员

卢奇、许文广、英壮、丁柳元、张

颂文， 音乐家程矛等与会者认

为， 个别明星艺人德行不端、私

德不修， 视公序良俗为儿戏，更

有甚者无视国家法律法规，不仅

给行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也给

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有

的甚至演变成法律案件和公共

事件， 严重败坏了行业风气，引

发恶劣的社会影响。

与会者认为， 广播电视行

业组织要积极发挥作用， 重视

肩负的社会责任， 带动各委员

会和各会员单位、 个人会员自

省自查，抵制违法、失德失范艺

人，做到德艺双修、以德为先、

以德养艺。

�湖南 37 座古墓考古成果

“注释” 800 余年朝代变迁

� � � � 新华社电 陶器“套装” 组

合、东汉“货币” 铜钱、四叶纹青

铜镜……记者从湖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获悉， 今年 1 月 -7 月

底，考古队在湖南省永州市蓝山

县一项目建设用地抢救发掘战

国末期至隋唐时期墓葬 37 座，

时间跨度超 800 年，出土 200 余

件文物标本。

其中， 有的墓葬出土了鼎、

盒、壶等陶器组合，还有四叶纹

青铜镜；有的出土了纪年铭文砖

和铜钱、铜钵等铜器；有的出土

了挖墓坑的工具……记者了解

到，这些发掘的墓葬中，有的被

盗痕迹明显， 但是根据墓葬形

制、出土器物和纪年铭文砖等特

征，依然可以较为准确地判断墓

葬年代。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蓝

山考古队队长陈斌介绍， 这 37

座墓葬年代明确，为湖南南部地

区战国末期至隋唐时期墓葬分

期、文化因素分析等提供了新的

考古材料。 这些处在同一地址，

却分属不同朝代的墓葬从侧面

反映了当地风土人情 800 余年

间的变迁。

油画《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重现“真理的味道有点甜”佳话

走进邢窑博物馆

感受千年邢白瓷

民族民间文化

关注

� � � � 8 月 20 日，河北省邢台市临城县开展“走近邢窑文化、体验邢瓷

魅力” 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学生走进临城邢窑博物馆，参观丰富多彩的

藏品，了解邢窑历史文化，体验邢瓷制作技艺，拓宽视野增长知识。

邢窑是隋唐时期名窑之一。 2014 年，“邢窑陶瓷烧制技艺” 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新华 / 传真

张志忠为学生讲解邢窑陶瓷上釉知识。

学生在参观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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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张峻明在创作油画《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张峻明 /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