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0月2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丁春凌 视觉设计：黄丽娜 检校：高 峰 冰 晶文化新闻
WENHUAXINWEN

10

文化七日谈 QIRITAN

这是一场有
着特别意义的展
览。展出的千余
幅作品中，有的来

自70多年前的战火硝烟中，作
者已年逾九旬，布展人则是一
群00后的大学生。这是一场
专业上的传授和学习，更是
一次精神的接力和赓续。近
日，由鲁迅美术学院主办的
“抗美援朝美术作品暨创作
手稿展”巡展第三站来到鲁
美大连校区，在大学生中间引
起热烈的反响。在大学生眼
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展览，
而是一次缅怀先烈、向英雄
致敬的爱国主义教育。

核心
提示

憨憨的脑袋，翘起的耳朵，嘴
部清晰可见的獠牙，这就是距今四
五千年的红山文化中最为典型的
玉器——玉熊龙，它是辽宁省博物
馆的馆标。这只通体呈白色的玉
熊龙如今摆放在辽博“和合中国”
特展显著位置。和它一起摆放在
展厅的，还有多个造型精美、规格
不一的玉器。

以鸟兽为主要造型的玉器，不
仅反映着古人对自然的崇拜，而且
折射出古人与动物、自然和谐统一
的理念。

正在辽博举办的“和合中国”
特展，展陈着与“和合”文化有关的
文物、古籍 402 件/组(436 单件)，其
中一级文物 88 件/组，在辽宁省首
次展出的文物197件/组，外借文物
121件/组(177单件)。

展柜中，一头长近6厘米、高近
3厘米的青玉象吸引了不少观众的
目光。这头玉象采用圆雕工艺，站
立状，长鼻上扬后又下卷，口微张，
圆睛微凸，菱形大耳立于头部两
侧，耳上有一“山”字，四肢扁平，短

尾下垂。鼻有一圆穿，背部有一斜
对穿。身两面饰云纹，背饰水波
纹，尾饰草穗纹。

这头玉象 30 多年前出土于河
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作为商代
墓葬中出土的玉器，与玉象一并出
土的，还有玉鸮、弓背鱼形玉佩、鸟
形玉佩等。在此次“和合中国”特展

中，这些玉器都与观众见面。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刘宁说，

从史前到商周，动物造型玉器很
多，如红山文化有鸟、鸮、龟等，基
本模仿动物本体，惟妙惟肖。在西
周虢国墓地也出土许多动物造型
玉器，商周时期动物造型的青铜器
更是充满古人的智慧与想象，而且

动物题材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主题内容，绵延于各个历史时期，
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
院长、红山文化研究专家郭大顺表
示，红山先民较早使用玉器，但红
山先民的玉器并不是实用器，而是
作为礼器出现。

郭大顺说，红山文化玉器选河
磨玉为料、制作重磨光而轻饰纹，
特别是“唯玉为葬”的埋葬习俗，都
是围绕着一个目的，那就是使玉的
圆润、纯洁、光泽等本质得以最大
限度地发挥，史前时期的玉器是用
以通神的，所谓“以玉事神”。古人
在自然界众多石料中独选择玉作
为通神工具，是意识到玉在石料中
属于中性物质，玉所具有的温而润
等自然特性，因为沟通需要和谐，
可以达到天地神人沟通的最佳效
果。这种靠自然物的特性来达到
人与神之间沟通的纯真而神圣的
思想观念，是古人尊重大自然的
体现。

郭大顺表示，研究还发现，实
现人与神沟通的使者是巫，巫者既
然是玉器的主要使用者，也必然参
与玉器的设计制作。在这一过程
中，巫作为群体中智慧与德行的集
大成者，也同时赋予了玉器以道德
价值的观念，这同此后孔子时代

“以玉比德”的种种记载，自有其承
续的脉络可寻。

鸟兽形玉器带你读懂古人“和合”思想
本报记者 朱忠鹤

这是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听到的最有
“诗意”的新闻：在江西滕王阁景区，完整背诵
《滕王阁序》就可以免门票。这项开展近 10
年的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挑
战。新闻中说，黄金周期间，平均每天都有上
百名游客参与其中。

背诵诗文名篇免门票的活动在很多文化
名胜都有，背诵《岳阳楼记》可以免岳阳楼景
区门票；在山东曲阜，游客在 10 分钟内背诵

《论语》中任意 30 个段落，就可免费游览孔
府、孔庙、孔林景区一次。这是打文化牌提升
旅游景区知名度和吸引力的有益做法，也一
定会启发更多旅游企业和旅游相关部门在

“旅游+文化”上有更多创新举措。
名楼多仗名篇传。中国古代四大名楼岳

阳楼、滕王阁、黄鹤楼、鹳雀楼，都因有文学名
篇流传，才成为众多游人争相前往之地。这
阵子在背杜诗，最想一去的地方，除了成都的
杜甫草堂，就是杜诗里反复出现的襄阳仲宣
楼：“戎马相逢更何日，春风回首仲宣楼”“仲
宣楼头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

名山也都有名篇流传，最著名的当然就
是杜甫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其实，杜甫不仅写过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
山也都有专门的诗作：“西岳崚嶒竦处尊，诸
峰罗立如儿孙。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
洗头盆。”“南岳配朱鸟，秩礼自百王。欻吸领
地灵，鸿洞半炎方。”

反过来看，一处人文景观，如果未经神话
传说和诗文书画的浸染，就会缺乏应有的意
蕴和风采，“江山总要诗文捧”，徒有自然美
不行，还需要“人文化成”。几年前，采访我
省著名学者王充闾时，他提出了“文化赋值”

“两个增值”两个概念。他说，鉴于日常经济
活动、社会生活中，文化既表现为动力、资
源，又体现出一种助推器、触媒体、润滑剂作
用，直接影响着产品的生命力、竞争力，这种
机制与效应就是“文化赋值”。少了文化赋
值，任何风景名胜都不可能具备足够的魅
力。文化赋值是从外部赋予它价值，而文化
增值则在于把一个地方文化本身的价值发掘
出来，使它增值。

美丽辽宁，同样有大量诗意故事流传：朝
阳，是唐代诗人王昌龄吟咏“但使龙城飞将
在”的地方；绥中的姜女石与碣石宫，是曹操
吟咏“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地方；去北镇，
也会听到“幽州北镇高且雄，倚天万仞蟠天
东”的壮阔诗句。古人已经给美景进行赋值，
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使其增值。

而对于普通的旅行者来说，登楼登山之
际，或许我们也需要在心里提前做些功课，进
行一次文化赋值。名楼名山里，美丽中国的
每一处风景名胜里，都有着可信、可爱、可敬
的中国形象，既在眼前出现，更由你的历史文
化知识、你的文学积累发酵而成。唯有这个
赋值的过程完成，你才能够想象与先贤们站
立在同样的地方，拥有着同样登临远望的壮
阔感发，才能让你的每一次行走都同时拥有
脚下和心中的双重力量。

有位诗人说：“我们都可能成为诗人，当
你面对辽阔的世界高扬灵魂的旗帜，当你无
拘无束地让发自内心的欢笑、歌哭、呐喊和叹
息在人海中激起回声，当你的心弦因真情的
呼唤而颤动……是的，假如你能够感受到生
活中的诗意，你就永远不要悲哀，你可以和骄
傲的先哲们在一起，吟咏童话一般的诗。”

用诗意为美景加分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0月26日，
“爱在辽宁 助残圆梦”2022 年辽宁省残疾人
声音主播职业技能培训成果展示活动在沈阳
举办。

展示活动以沈阳市残疾人合唱团合唱原
创励志歌曲《超越极限》拉开序幕。活动现
场，为了更好地展现残疾人的声音风采，以学
员汇报演出的形式为主，现场近30名参加声
音培训的残疾人带来精彩的声音盛宴，通过
现场主持、新闻播报、有声书演播、口部操表
演等多种演播形式展现声音魅力。其中，由
多位视障人士参与录制的展示辽沈大地 40
年来农村改革发展，讲述几代人对土地的深
情以及新时代辽宁美丽乡村建设的新变化、
新成就的长篇小说《大地芳菲》有声书选段，
将现场活动推向高潮。

据悉，我省结合“互联网+”背景打造的
声音主播创新项目，解决了视障残疾人单一
的就业渠道难题，也从残疾人实际情况出发
挖掘出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和就业
岗位。

我省展示残疾人声音
主播技能培训成果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0月27日，由
沈阳市委宣传部、沈阳大学等单位联合出品
的原创诗画音乐剧《国之歌》建组仪式新闻发
布会在沈阳大学举行。

《国之歌》通过一位诗人栗雪剑的视角，
讲述了他面对国破家亡，奋起抵抗，以笔为
剑，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终于成长为一名坚强
的共产党员的故事。从九一八事变爆发打
响抗战第一枪到 14 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
争取得胜利，谱写了英雄的中国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英
雄史诗。

该剧由沈阳大学评剧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冯玉萍导演、李轻松编剧、任丽蔚等参演。

诗画音乐剧《国之歌》
落地排练

日前，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
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办公室
联合主办了 2022 年全国科学家精
神教育基地辽宁主题宣传活动。
在全国首批入选的140家科学家精
神教育基地中，我省中国航空学会
吴大观航空发动机精神教育基地、
沈飞航空博览园罗阳纪念馆、中国
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学
家精神教育基地等 7 家单位上榜，
覆盖了航空航天、钢铁、船舶等重
工业，具有明显的辽宁地域特色。

实景展示科学研究过往

每一处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都传承着红色基因，记录着历史
变革，是一部部润物无声的教科
书。步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锐意创新、协力攻坚、
严谨治学、追求一流”的标语跃然
眼前，这里就是以“秉承矢志·化物
报国”为主题的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往里面走，
一面由张大煜、张存浩等27位科研

工作者照片组成的“院士墙”十分
醒目。他们都在该所工作、学习
过，在科研中奉献自己的青春，共
同创造了研究所的辉煌。

场馆外有一尊我国催化科学
主要奠基人、大连化物所创始人张
大煜的青铜雕像，雕像后，“催化基
础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牌子熠熠生
辉。场馆内有一整面墙图板资料，
讲述了他的科学研究过往。1949
年3月，在党中央号召下，一批热爱
祖国的有志之士会聚大连，开启了
他们充满雄心壮志的奋斗篇章。
张大煜就是其中之一，“只要是为
新中国建设，理当在所不辞。”怀揣
着这样的报国信念，他在此开启了
30 多年的催化研究，研制出了“水
煤气合成液材料”等多种催化剂，
解了国家经济建设的燃眉之急。

坚守科研攻关 30 年的不只张
大煜一人。沈阳则是新中国飞机
设计师、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
奠基人顾诵芬主持歼-8 战机设
计的主场，他在航空工业沈阳飞
机设计研究所工作近 30 年，曾任

所长、总设计师。为大力弘扬科
学家精神，该所建成“顾诵芬图书
馆”，于2021年11月30日启用。

航空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
所是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第一个
飞机设计研究所，主要从事战斗机
总体设计与研究工作。走进沈阳
所顾诵芬图书馆，这里的展板、实
物展品、档案资料等集中展示了顾
诵芬的科研经历和学术成果，介绍
了他为实现航空科技自立自强作
出的重要贡献。

记者看到，馆内藏有顾诵芬主
持编撰的科研著作、航空工业科学
家的传记等书籍，还有航空领域相
关图书、期刊及科普读物等，馆外
丰碑广场上则矗立着顾诵芬主持
研制的歼-8、歼-8Ⅱ飞机，这一切
向我们生动地展示着顾诵芬在此
的工作和生活足迹。

七基地彰显辽宁地域特色

此次入选科学家精神教育基
地的 140 家单位，是全国范围内在

科学教育领域有所建树的博物馆、
重点实验室、科研企业等机构。我
省入选的 7 家单位为中国航空学
会吴大观 航 空 发 动 机 精 神 教 育
基地、中国医科大学校史馆、中
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沈阳飞机
工业有限公司沈飞航空博览园
罗阳纪念馆、航空工业沈阳飞机
设计研究所顾诵芬图书馆、鞍钢
重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重机厂
史馆以及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的大船之魂企业文化展示馆，它
们分布在沈阳、大连、鞍山等地，
所覆盖的产业为航空航天、钢铁、
船舶等重工业。

省科协有关人员说，科学家精
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重要组
成部分，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
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科
学家精神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
涵——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
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
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
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

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
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
精神。可以说，科学家精神就是具
有爱国主义情怀的科学家们长期
以来为国奋斗的精神积淀，又在不
同时代的探索与付出中不断发展
完善。

领着女儿参观沈飞航空博览
园罗阳纪念馆后，中煤沈阳设计研
究院工程师赵大勇说，国家要发展
不能缺少人才，国家要有竞争力就
不能缺少科学家，而科学家精神教
育基地，正好可以为我们的孩子提
供爱科学爱祖国的教育平台，让他
们了解科学发展的历程，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

记者了解到，我省七单位入选
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受到莘莘学
子的热捧。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学
生参观顾诵芬图书馆后，纷纷留
言，表达他们对航空精神的敬意，
向引领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的顾诵
芬致敬，向建设科技强国的科学家
致敬，向一代代踏踏实实的奋斗者
致敬。

我省七单位入选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讲好辽宁科学家工业报国故事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新旧战地日记“相遇”

“我们在这里举办‘抗美援朝
美术作品暨创作手稿展’结绳记事
活动，向英雄致敬，弘扬伟大的抗
美援朝精神！”张秋实同学站在鲁
迅美术学院大连校区艺术博物馆
门前说。人群里有志愿军后代、退
伍军人、老师、大学生等，他们在向
英雄致敬，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从布展开始，张秋实就和同学
们在一起忙。他说，以前从没参与
过布展，对展品位置、布展工具、布
展程序一无所知，是该项目负责人
满懿老师一点一点地教他们熟悉
展品、熟悉工具。布展中，他们小
心翼翼地托着每一件作品，不敢有
半点闪失。这些作品都是革命前

辈在战场上用生命和鲜血绘就的，
如柳子谷、满健《抗美援朝战争画
卷》手稿，柳青《三千里江山》手稿，
萧瑛《不朽的勇士》手稿，《苗玉春
带伤运弹药》手稿和萧瑛的“战地
日记”“战地速写”等。

今年 91 岁的萧瑛是一位志愿
军老战士，1950 年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1955 年回国。当年他在 38
军美术组，利用停火、休整的空隙
时间，随手将身边战友、军事物品
等记录在册。

在布展过程中，张秋实被萧
瑛 的“ 战 地 日 记 ”深 深 地 打 动 ，
其 中 有 一 页 是 萧 瑛 记 录 战友送
给他一本小册子：“瑛，你是我最
敬爱的同志，将这本小册子送给
你，希望你能把朝鲜战争所见所
得记录下来。写在这上面，并热

切地期望你在将来回到祖国的时
候，在和平的日子里，能从这里面
引起你深刻回忆，回忆起在反侵
略战争中，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为祖国为人民建立下的不朽功勋。
你的朋友……”

看到萧瑛的战地日记，张秋实
仿佛回到了 70 多年前那段硝烟弥
漫的岁月……他利用布展的空余
时间，用综合材料，完成了《战地日
记》的创作。画面上，有散落的日
记、有书信，还有五个血滴，这五滴
血是战士的鲜血、是英雄的鲜血。
特别大的血滴上，放了一篇日记，
日记上面有一个小标志，叫和平万
岁纪念章。

这幅作品让人感受到当年战
火硝烟的炙烤。这些被血水浸染、
泥雪覆盖的战地日记，以散落的方

式叠在一起，它不仅仅是萧瑛的个
人日记，它幻化成了所有永远留在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志愿军烈士们
的日记。这是一名大学生以自己独
有的表现方式，来再现志愿军将士
舍生忘死、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概。

满懿说，参观的大学生们驻足
在《战地日记》这幅作品前，再回望
萧瑛的战地日记感慨不已。这就
是传承！这既是一场专业上的传
授和学习，更是一次精神的接力和
赓续。

在展览上，油画作品《祭》也吸
引了众多大学生的目光。画面上，
一个年轻战士的脸庞，他平静安详
地长眠在战场上，他以牺牲生命完
成了和平祭奠。这幅作品是年轻
教师吴相闻看了这个展览后产生
了创作冲动而创作的。

画里画外表达00后敬意

展厅里，一张张英雄的面庞、
一尊尊英雄的雕像、一幅幅发黄
的手稿、一部部经典的作品深深
地感动着大学生！他们主动寻找
志愿军后代现场观展并聆听他们
讲述前辈的故事。在校学生张瀚
文、杜鑫、谷雨桐的前辈都曾在抗
美援朝战场上冲锋陷阵。张瀚文
看到展厅里满健创作的 15 米长卷

《抗美援朝战争画卷草图》手稿和
画家柳子谷、满健创作的27米长卷

《抗美援朝战争画卷》手稿时，激动
地说，太生动了，也许这里就有我
的爷爷和奶奶。张瀚文说，他的爷
爷张振福和奶奶程慧琴都是志愿军
战士，小时候经常听家里人讲爷爷
奶奶抗美援朝的故事。

展览期间，学生们聆听了沈阳
军区第二干休所的志愿军老战士
姜寿昌讲述影片《奇袭武陵桥》的
诞生过程。影片素材主要源于 38
军在奇袭武陵桥时典型的敌后侦
察战例。方连长的原型是当时带
队的侦察连长张魁印。这部影片
中的所有演员都是本色出演，因
为这是一个军事科教片，也是反
映抗美援朝战争比较早的一个片
子。通过姜寿昌的讲述，学生们
感觉影片更生动了。杜鑫说，画
展上，从画面上一个个鲜活的英
雄形象中，展示了中国人民志愿
军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恢宏气
势，感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时的艰苦卓绝和顽
强不屈的斗志。

满懿说，让学生作为志愿者参
与布展、讲解及结绳记事等活动，就
是在以实际行动来传递伟大抗美援
朝精神。只有真正参与，才能在潜
移默化当中受到感染、激励。

玉象（辽博供图）

隔空70年 00后学生布展致敬英雄
“抗美援朝美术作品暨创作手稿展”巡展走进大连

本报记者 杨 竞

“抗美援朝美术作品暨创作手稿展”来到鲁迅美术学院大连校区。（受访者供图）

玉熊龙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玉鸮（辽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