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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红色文化品牌，让红色根脉厚植人心
不少代表和专家建议：保护利用开发好红色文化资源，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革命先辈先
烈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留下的、不可复制的历史遗
存、宝贵财富，具有重大的政治价值、教育价值、文化价值。 ”

上海复兴中路上， 一幢旧式砖木结构石库门里弄建筑正
紧锣密鼓地修缮。去年 11 月，该建筑完成平移，将于今年 5 月
交付，7 月 1 日前对外开放。 这里，是又新印刷所旧址。

又新印刷所，寓意“日日新，又日新”。 1920 年，《共产党宣
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这里印刷。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所
走过的光辉历程、所创造的历史伟业、所铸就的伟大精神，垫
实了这座城市丰厚的文化和精神沃土。

以“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为引领，一批革命旧址修
缮开放，一批展览展陈功能得到提升，一批理论课题研究实现
突破，一批活动项目蓬勃开展，一批文艺作品深入人心，上海
“红色文化”的金字招牌愈加鲜亮。

此次全国两会期间， 多名在沪全国人大代表聚焦这样一
个话题：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加强红色资源保护
利用，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
志、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砥砺品格，更为当下开展的党史学习
教育提供鲜活场景，讲好党的故事。

形成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大格局
“加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有利于更好地传承弘扬红

色基因、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 ”

杲云代表此次拟提交一份关于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
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法》的议案。 他认为，要使红色文化资源
体现的革命精神和红色基因得到传承， 必须落实到合理利用
上来，充分发挥其纪念、教育作用，打响红色文化品牌。

他建议，践行“红色经典、现代表述”理念，综合运用实物、

照片、模型、绘画、雕塑、影像等多种形式，借助声、光、电等现代
科技手段，加强数字开发利用，推进“互联网+红色文化资源”，

进行全景式、立体式、延伸式展示。 整合红色文化资源、自然人
文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形成联合展示体系。 特别是，鼓励
社会资金参与红色文化挖掘、品牌宣传和文化输出等，在全社
会形成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大格局和良性循环。

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红色文化特质，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熊月之用“闳、深、雄、奇”来概括：“壮
美、优美，相互映照，共同汇成了上海红色文化的美妙乐章。 ”

更好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肩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在京参会的不少代表

认为，进一步加强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对于打响红
色文化品牌，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弘扬城市精神品
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
室主任严爱云表示，中国共产党孕育、发起、诞生、出征过程中
凝结的精神，是红色文化的起点，是我们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再出发的精神家园。

“历史不可复制，但精神永续传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
务副校长徐建刚表示，在上海，江南文化是底色，海派文化是
特色，红色文化是亮色。三种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被不断赋予
新内涵，融合形成最富特色的上海文化。

红色基因，让中国共产党从上海走出并发展壮大。 今天，

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
肩，赓续精神血脉，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更
好地感悟信仰之力、理想之光、使命之艰、担当之要，更好汲取
开拓前进的强大勇气、智慧和力量。

将红色文化传承与党史学习教育结合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将红色文化传

承与当下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 这也让不少与会代
表有了新思考。 目前，全市已建成 12 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147 个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以藏品研究成果为
基础，发挥各类活动阵地和载体的作用，引导大家熟悉红色故
事、了解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理念。比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通过红色基因库数据采集，进行红色文化数据标注，加大红色
文化产品开发，形成全国红色基因库，讲好初心故事。

陈靖代表此次在相关议案中建议： 要依托红色遗迹遗址
与红色资源，组织主题教育培训，依托各级党校、各高校马克
思主义学院，加强对红色文化理论与党性教育课程的开发，制
定红色教育课程开发的规范性标准和标准化大纲， 将红色文
化和革命传统教育全方位融入学校教育、 干部教育和群众教
育，强化教育引导和实践养成。

这在上海，也有了新探索。 在静安区，依托上海毛泽东旧
居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一条主题化、精细化的红色研学线路
“初心足迹：毛泽东在上海”成为青年人进行党史学习教育的
热门新路线。

采访中，有代表提及了这样一支队伍———“上海红色历史
纪念地遗址发掘项目”团队。他们坚守十年对上海红色文化资
源进行深入学术研究与广泛实地调查， 并基于此形成了上海
红色文化基因图谱。“希望不断完善补正，更加完整、科学地反
映上海这座伟大城市的红色革命历史。 让更多人了解上海这
座城市的风貌与历史，使红色记忆、历史进程转化为现实教材
和精神养分。” 团队负责人、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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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王宛艺

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激发创新创造伟力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奉献更多精品力作，委员们形成共识———

传承红色基因、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奉献更多精品力作， 是奋斗在
文化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们的光荣使命和
责任担当。昨天，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开幕， 委员们就这个话题围绕各自工作实
践展开交流。 博物馆要发挥好红色基因库
作用， 以红色经典美术作品助力党史学习
教育深入人心， 用温暖的现实主义创作挖
掘平凡英雄的闪光点……讨论中， 委员们
渐成共识： 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激发创新创
造伟力。

安来顺：“传承发扬
红色文化需要载体，最
直接的资源和根脉在博
物馆中”

“博物馆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保存者和
记录者， 也是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
与者。在建党百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作为红
色基因库的博物馆， 在延续中华民族精神
命脉，坚定人们信心和决心，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扮演着重
要角色。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文学院
教授安来顺这样说。

安来顺说， 近年来我国红色资源保护
利用方面成效显著： 印发 《关于实施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2018-2022 年 ) 的意
见》， 国家文物局成立革命文物司， 全国

15 家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成立革命文物处
等， 进一步充实了红色基因库。 “传承发
扬红色文化需要载体， 最直接的资源和根
脉在博物馆中”。

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为新时代提供新
滋养新能量？他建议，一方面要鼓励博物馆
激发潜能、进行文化创新，比如将数字资源
利用、 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作为常态化服
务，吸引更多受众；另一方面，跨领域、跨学
科整合资源，进一步挖掘和传承红色文化。

他所任教的上海大学，2019 年便参与
发起成立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 设立理论
研究部， 在部分革命旧址和高校设立初心

讲坛。 同年全国红色文化战略联盟也在上
海大学成立，开展理论探讨、学术交流、文
物征集、成果展示、思政实践和文化创意传
播等。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武汉
大学、中山大学等 23 家全国高等院校马克
思主义学院以及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井
冈山革命博物馆等 25 家革命纪念馆成为
首批理事单位。 “博物馆不再‘单打独斗’，

与高校、党史研究机构优势互补，有利于挖
掘和弘扬红色文化。 ”安来顺说。

吴为山：“以精品力
作汇聚成时代长卷，生动
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红色经典美术作品依托丰富的历史
素材，运用绘画、雕塑等形式再现党史上的
重大事件、杰出人物和优秀党员，融党史题
材和艺术之美于一体， 生动再现了建党百
年的光辉历程。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
馆长吴为山建议， 在党史专家和全国美术
家、理论家、评论家共同努力下，进一步做好
红色经典美术研究、创作、展示和传播。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美术经典发挥着
独特的作用。为此，他建议加强对红色经典
美术作品的研究， 演绎好其背后的党史故
事和独具匠心的艺术手法， 也要研究创作
者的创作历程和心态， 探讨如何继承蕴含
其间的精神。

“比如中国美术界第一位共产党员韩
乐然， 长期从事党的组织、 联络和情报工
作， 一生以多种形式投身抗战宣传和隐蔽
战线工作， 不仅是艺术人生， 也是充满理
想的革命人生。” 吴为山透露， 今年中国
美术馆将举办庆祝建党百年大型主题展
览， 以各个时期的精品力作汇聚成时代长
卷， 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还将主
办 “首届全国党史美术创作研讨会”， 以
研究促进创作。

围绕建党百年精心创作， 打造新时代
的红色经典美术作品是艺术家的责任与使
命。作为雕塑家，吴为山身体力行投身主题
创作。 他为新落成的香山革命纪念馆创作
了大型主题雕塑《毛泽东同志在香山》和大
型主题浮雕 《共商国是———第一届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百万雄师渡大江》。

“艺术作品不仅要存在于博物馆、美术
馆中，还应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拓展
传播渠道、创新传播方式方面，吴为山建议

在社区、机场、地铁等覆盖面广、传播性强
的场所进行多样化宣传， 延伸经典美术作
品触角。此外，可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观众
体验， 增强经典美术作品对当代青年的吸
引力和感召力。

王丽萍：“上海是一
座红色之城，应有更多无
愧于这座城市的作品”

为建党百年奉献精品力作， 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上影集
团编剧王丽萍正笔耕不辍， 以她擅长的现
实题材创作， 挖掘生活中平凡英雄身上的
闪光点，以小人物切入书写大时代，颂扬新
时期广大基层党员永葆初心、 勇担使命的
奋斗历程。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 二
十多年来，这位“金牌编剧”以上海城市生
活为蓝本，写下《媳妇的美好时代》《保姆》

《生活启示录》等深受观众喜爱的电视剧作
品。“深入生活，以人民为主角，书写百姓生
活，反映人民心声，用真情讲好中国故事。”

王丽萍道出自己的创作秘诀。

目前， 她正在修改完善现实主义题材
作品《我们的邻居》剧本，这部剧已经“磨”

了三年多， 故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延
续到当下， 从几户人家的命运折射邻里关
系的变迁。 “特别是疫情期间，邻里关系有
了更特殊的意义。热心的邻居们互帮互助，

社区干部、志愿者们为居家隔离的居民、不
会网购的老人们提供各种帮助， 左邻右舍
传递着温暖和爱， 折射出大时代的温度和
普通个体的获得感。 ”

为此，王丽萍坚持深入生活，到社区、

居委会走访采风， 和不少基层干部成为好
友。 “现在的邻里关系很有意思，居民楼里
都有了微信群，邻居们一起团购，帮忙照顾
家人，邻居关系反而更近了。 ”在王丽萍的
新作中就有这些好邻居的身影， 火热的生
活是她取之不竭的灵感来源， 平凡英雄们
的故事值得被书写。

“上海是一座光荣的红色之城，应该有
更多无愧于这座城市的作品。 ”创作之外，

由王丽萍发起并主持的 “上海影视四季沙
龙” 已步入第八个年头， 激励海派影视创
新，擦亮上海文化品牌。 她透露，今年沙龙
还将举办“党在我心中———影视人创作谈”

专题。 “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应当努力为我

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奉献。 ”王丽萍说。

冯远征：“红色文化如
何更吸引年轻人？优秀传
统和创新精神缺一不可”

就在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前几天，北京人
民艺术剧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的重点剧目正式揭开面纱———话剧《香山之
夜》 聚焦 1949 年 4 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前夜的历史时刻，展现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
的历史必然。

“这是毛主席形象首次出现在人艺舞台
上，也是我们打破常规、创造性地呈现红色
题材剧作，以全新艺术形式为观众带来思想
和艺术的审美享受。”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人
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冯远征在接受记者专访
时这样表示。

创新突破体现在哪儿？他一一细数：《香
山之夜》采用“戏中戏”架构，全剧只有两位
演员，他们身兼历史人物、演员本身、历史讲
述者，带领观众进入那个“香山之夜”。 在冯
远征看来，这种突破也正是北京人艺创新精
神的体现。“红色文化如何更吸引年轻人、走
进大家心中？ 优秀传统和创新精神缺一不
可。 ”

1949 年 3 月 25 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同志进驻北京香山。 北京人艺特别将《香山
之夜》的首演安排在 3 月 25 日，以纪念 72

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 冯远征说，该剧也是
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揭示了中国共产
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使命。

除了关注宏大历史题材，北京人艺也从
过去一年的战“疫”实践中汲取灵感，创作了
接地气的《社区居委会》，将视角对准基层党
员干部和普通老百姓。 冯远征介绍，今年北
京人艺还将继续开展送戏下基层，以舞台上
的“社区居委会”慰问广大基层一线工作者。

今年全国两会上，冯远征关注艺术人才
培养问题。 他寄语青年演员，不仅要有精进
的表演技巧，更要深刻理解文艺工作者的职
责和使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
献人民。

2021 年，北京人艺将迎来新的节点，剧
场“东扩”竣工、新剧场启用。冯远征提前“剧
透”：《茶馆》 等保留剧目， 以及历史剧 《杜
甫》、现实题材剧《古玩》等一批精品剧目即
将上演。

■本报记者 周渊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 百?来， 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光辉历程、 所创造的历史伟业、 所铸就的伟大精神， 垫实了这座城市丰厚的文化和精神沃土。

①中共一大会址。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②③④依次为上海茂名路毛泽东旧居、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 中国社会主义青?团中央机关旧址。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⑤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 （《新青?》 编辑部） 旧址内景。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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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19 ?五四运动到 1949 ?上海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