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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由新华社著

名记者穆青生前撰写的 《十

个共产党员》 一书， 经新华

出版社修订再版， 近日面向

全国发行。

穆青同志是我国新闻

战线的一面旗帜。 数十年

来，他恪守“勿忘人民” 的

信念，采写了大量脍炙人口

的优秀新闻作品。 该书讲述

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铁人” 王进喜，至死不忘

周总理嘱托的农民科学家

吴吉昌，红旗渠的除险英雄

任羊成等十名优秀的共产

党员的先进事迹，他们堪称

共产党人的楷模、中华民族

的脊梁。

1996 年该书经新华出

版社出版后深受读者好评，

此次再版发行， 增加了穆青

同志写作手稿以及十名共产

党员的部分照片。

《十个共产党员》一书

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再版发

行， 对于大力弘扬优秀共产

党员高尚精神与品格具有积

极意义。

新华社电 北京时间 3

月 15 日夜， 第 93 届奥斯卡

奖公布提名名单， 代表中国

香港“申奥” 的电影《少年的

你》 入围第 93 届奥斯卡最

佳国际影片。 上一部入围这

一奖项提名的中国电影，要

追溯到 18 年前张艺谋执导

的武侠电影《英雄》。

影片 《少年的你》2019

年在中国内地上映后好评不

断，豆瓣评分 8.3，收获 15.6

亿元票房。 该片曾获得第 39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

主角、 最佳新演员等 8 项奖

项，并入围第 69 届柏林国际

电影节新生代单元。 2020 年

11 月，该片入围第 33 届中国

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

除了《少年的你》之外，

同获本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

片提名的还有 《科莱采夫 /

集体》《酒精计划》《贩皮之

人》《艾达怎么了》。

据了解，第 93 届奥斯卡

颁奖典礼将推迟至 4 月 25

日举行。

在前两天刚结束的两会

上， 多位人大代表对娱乐行

业的建议引起广泛关注 ，

“建议整顿无底线追星 ”

“建议劣迹艺人惩戒期满后

可复播作品”“委员称影视

剧选角不能唯流量论” 等话

题登上热搜。有关抄袭剽窃、

流量明星、饭圈文化、畸形偶

像观等现象的讨论， 再次将

娱乐圈乱象推向舆论焦点。

多名代表对娱乐业的事

情提出建议， 说明娱乐业的

一些问题， 的确已经 “出

圈” ， 造成了别的诸多不良

影响， 比如愈演愈烈的饭圈

文化， 已经发展到远比饭圈

文化的发源地日本、 韩国更

为复杂，人为操纵的痕迹，不

仅让诸多缺乏辨识能力的青

少年成为被多方收割的对

象， 也损害了娱乐业的健康

肌体。

比如， 唯流量论让影视

作品出品方在选择演员的时

候，率先考虑有名气、无演技

的明星， 大大降低了作品的

质量， 也拉低了观众的审美

能力，流量明星作品的霸屏，

让本来就不清晰的评价体

系，变得尤为混乱。对流量明

星的追捧， 甚至影响到整个

产业的上中下游， 出现了有

人一边批评流量明星， 一边

却不得不启用流量明星的怪

现状。 这一状况如果得不到

纠正， 不仅影视产业会苦不

堪言， 也会让更多主流观众

产生不满。

还有，对犯错明星、劣迹

艺人一直缺乏明确的惩罚措

施以及惩戒期限， 使得一些

明星、艺人缺乏责任意识，没

能在公众领域起到表率作

用。针对这一问题，全国人大

代表赵冬苓提出 “分级惩

戒” 。 这一建议，表达了影视

业这几年来一直都有的呼

声： 不能让个别出事的演员

影响到其他无辜工作者的付

出， 同时也传递出舆论中的

一种主流观点： 对于犯错艺

人，不要一棒子打死，也不能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要给改

正错误的污点艺人以重新工

作的机会———这是法律的要

求，也是人心向善的体现。

整体看来， 代表对娱乐

业提出的建议， 都还是有的

放矢的， 但能否在短时间内

得到有效解决， 还有待从业

者给出积极的反应， 毕竟有

些娱乐乱象并未达到违反法

律的地步， 还有一些观念上

的东西，也不适宜用强硬的管

制措施进行打击，从业者如果

能够从自身做起，通过一言一

行来影响粉丝、受众，这是最

快的纠偏措施， 比起主管部

门、行业组织、公众舆论的制

裁与监督，要有效得多。

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

子，是在 50 亿票房电影《你

好，李焕英》中的张小斐，在

通过该片大大提升知名度之

后， 第一时间解散了全国粉

丝团与后援会，这样的举措，

并未给她造成任何损失，反

而赢得了一片掌声。 这一行

为也充分说明： 依赖实力的

演员，无需讨好粉丝，也不用

通过花样百出的后援手段来

赚钱，只要作品好，观众自然

会投票，喜欢她的观众，会由

此更加喜欢她。

无底线追星这个事，在

舆论的持续批评下， 已经有

了很大的改观， 此前流行的

那种堂而皇之买榜、买产品、

送礼等畸形做法， 开始有了

衰退的迹象。 批评无底线追

星， 对暂时没有收入来源的

青少年来说是好事， 追星要

学习明星身上的勤奋与努

力，消费明星也要量力而行，

明星与他们的作品是生活的

组成部分而非生活中心……

这些浅显的道理， 需要通过

反复的强调，才能深入人心。

希望等到明年两会的

时候，代表们有关娱乐圈的

提案会减少很多，把更多的

关注度让给社会民生热点。

明星们经常会说一句话 ，

“很抱歉占用公共资源” ，

其实这些明星能把自己的

私事处理好 、管好 ，别把公

共平台当成自己的演出或

抢夺利益的场所，就是对公

众最大的尊重。

定格历史瞬间 传承红色文化

我省 5 件美术作品入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时讯

评弹

《十个共产党员》一书

再版发行

《少年的你》入围

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别让娱乐圈乱象

损坏行业“健康肌体”

韩浩月

2020 年 9 月，中宣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征集党史题材美术作品的通知》，面向全国征集党史题材美术作品，得到

我省美术家的积极响应，踊跃投稿。

经遴选，我省 5 件美术作品入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陈，分别为马骏等创作的油画《解放贵州》、沈宁波创作

的中国画《赤水奇兵》、邓永平创作的中国画《娄山关大捷》、马骏创作的油画《强渡乌江》、宋次伟等创作的油画《图云

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它们将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永久收藏。

马骏： 作品须与时

代紧密相连

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硕士

生导师马骏创作的油画《强渡乌

江》，描绘的是红军于 1935 年 1

月强渡乌江江界河渡口的军事

行动。 画面上，滔滔江水中，踏着

竹筏强渡乌江的红军战士由近

及远、次第展开，在炮火的轰炸

下，浪涛汹涌，让人仿佛亲历了

当时的艰险；近景的红军战士坚

毅顽强的表情，持枪冲锋陷阵的

无畏，传递出必胜的信心 ，充满

感染力。

“创作这幅画的灵感，主要来

自一部黑白同名电影， 以及一部

回忆录式的大书《星火燎原》。 ”

马骏告诉记者，多年来，他创作了

许多反映现实社会和时代变迁的

作品，因此对相关史实的追寻，则

成了他长期以来的习惯与 “功

课” 之一。

此次为创作 《强渡乌江》，

马骏对这段史实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翻阅了大量资料、多次到

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战场追寻，

一步步重返历史现场 ， 最终把

“竹筏渡江 ” 等细节描绘在画

上， 显现这场战斗所具有的特

征。

完成后的作品定格了红军

从南岸冲向北岸强渡乌江的一

个瞬间 ： 红军的先头部队战士已

经踏上北岸的土地，大量的战士

还在冒着对岸敌人密集的炮火

英勇向前。置于画面左面飘扬的

军旗，虽然已经有些褪色，但依

然醒目。 马骏说，他意在通过这

些面积甚少， 但对比强烈的红

色，传达出峥嵘岁月中不灭的希

望。

马骏另一幅入选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馆展陈的巨幅油画《解

放贵州》， 是由他牵头的 5 人团

队创作完成， 作品规格为 250×

600 厘米， 再现了贵阳解放日那

天的情景。 画面上，解放军部队

精神抖擞地开进贵阳城，战士还

举着写有 “挺进西南解放贵州”

的横幅。 队伍两边，是夹道欢迎

的老百姓， 他们有的手持红旗，

有的吹着唢呐，还有的给解放军

递水……场面宏大， 画中包含了

128 个人物的塑造、19 个中间主

体形象的完成。 人物形态各异，

栩栩如生。

马骏介绍，为创作这幅作品，

他不仅搜集了众多历史资料，还

走访了多个八九十岁的老贵阳

人，了解贵阳的历史样貌和解放

时的情景。 在经过了繁杂的前期

准备工作后， 创作团队自 2016

年 6 月 30 日开始起稿， 仅仅画

草图就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在

总共 5 个月的作画时间里，他们

每天连续工作 12 个小时， 力求

在短时间的创作中达到史诗般

的效果。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之际， 我的两幅作品入选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陈， 为宣传

我省红色文化尽点力， 这是我的

荣幸。 ” 马骏说。

宋次伟： 这是一次

很好的艺术实践

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宋次伟担任主创的 200×500 厘

米的油画 《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

救护总队》，描绘的是抗战期间中

国红十字会在贵阳图云关建立抗

战医疗救护总队的一段史实。 作

品以史诗般的场景、炽热的情感，

讴歌了救护总队不畏炮火、 救死

扶伤的伟大精神。

宋次伟介绍，这幅作品创作

于 2016 年。 为创作这幅作品，

宋次伟翻阅了大量有关这段历

史的资料与回忆录 ， 多次到图

云关寻访 、 体会当年救护总队

的艰辛。 开始构思画面时，宋次

伟首先注意在场景上表现出贵

州的山地特征， 并以一些老百

姓的着装来体现贵州特点 ；而

整个画面以灰色调处理， 不仅

表现出贵州的气候特征 ， 也具

有厚重的历史感。

在人物塑造上， 宋次伟借鉴

了电影的造型， 并以群像雕塑方

式呈现，进行了排列组合、虚实处

理， 其中着力刻画了医护人员与

伤员形象。

细看画面， 其中有故事的铺

陈：那几位刚刚下车的热血青年、

爱国人士与医护人员热情握手，

想必他们是前来支援的； 人群中

还有马帮， 他们带来了丰富的物

资；有担架抬来的伤员，那一定是

刚刚在前线经历了一番激战；还

有痊愈伤员与战友及医护人员依

依不舍的告别……

宋次伟说，整个创作耗时一

年，他与两位助手全身心投入其

中。“我们一直以严肃认真的态

度对待这次创作，努力表现出中

国人、 贵州人英勇顽强的精神。

我们在创作过程中也有很大收

获， 这是一次很好的艺术实践，

让我们在绘画语言上得到进一

步提升，并且以绘画的方式传达

了正能量。特别是作品此次入选

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陈，

感到自己为宣传家乡也出了力，

这样的创作更加有意义。 ” 宋次

伟说。

邓永平： 完成了一

个心愿

遵义市美协主席邓永平创作

的中国画《娄山关大捷》，画面

着重表现娄山关的险峻，而并没

有着力渲染战斗场面，观众只从

画中霜雾笼罩的娄山关山脉和

还没有散去的硝烟中，看见了经

过激烈战斗过后留下的痕迹；在

大片的墨色中，飘扬的红旗格外

醒目，似乎在宣告这场“大捷” ；

战士、军马跋涉在垭口上，他们

与巍巍娄山关融为一体，成为这

一段红色历史的丰碑。 而占据了

大部分画面的质感坚硬的娄山

关，则表现出这段历程的艰苦卓

绝，更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坚韧无

畏的精神……

邓永平告诉记者，他接到中宣

部面向全国征集党史题材美术作

品的通知后就开始草图创作，花了

半年左右时间完成该作品。

娄山关战役作为遵义会议以

后红军的第一次胜利而名垂党

史。 作为遵义的画家，邓永平对这

些红色主题一直有着特殊的情

结，曾多次上娄山关写生，并且收

集了很多娄山关过去的照片资

料， 对娄山关整体的风貌有较为

深刻的体会， 特别是冬季的娄山

关，天寒地冻，霜凝满山，他觉得

这样的环境更适合表现 1935 年

那一场战斗的严酷。

邓永平具体创作作品时，着

力展现战争的艰苦，胜利的不易。

画面主要以山石表现骨气， 植物

则作为一个补充； 技法上以枯笔

和黑白为主表现主题和精神气

质，让娄山关的山雄伟挺拔，像人

一样有性格；在群山的上面，一抹

红霞，寓意通过遵义会议以后，红

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已经看见

了曙光。

“通过《娄山关大捷》这件作

品，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以我自

己的视角， 反映中国共产党及红

军 1935 年在遵义完成的这个伟

大壮举， 并将作品献给中国共产

党建党 100 周年， 这在我的艺术

创作中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

邓永平说。

沈宁波： 要为奏响

时代主旋律而画

遵义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师

沈宁波创作的中国画 《赤水奇

兵》，讴歌的是四渡赤水这一长征

史上光彩神奇的篇章。 他解读了

画面中所包含的一些象征意义：

战士们手举火把， 代表了党的正

确路线指引人民走向胜利； 画面

左上方年轻的战士牵起嘶鸣的骏

马，骏马抬起前蹄扬起头颅，象征

着红军战士昂扬的斗争精神……

沈宁波告诉记者， 从接到创

作任务到创作完成， 经历了创作

思路梳理、素材收集、小稿初绘、

起型布局、设墨烘染、细节刻画、

调整落款几个步骤， 整个创作耗

时半年。

“这次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创

作强调了作品的民族史诗性品

格，于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来说，在

创作中通过定格真实的历史瞬

间， 塑造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景是

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沈宁波

说，就此次创作而言，要求艺术家

要尊重历史， 同时积极发挥自己

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 创造艺

术真实。

在创作过程中， 沈宁波多

次到遵义会议纪念馆查资料 、

拍战争中用到的武器照片，聘

请学生当模特，两易其稿，最后

完成。

对于此次创作， 沈宁波深有

感触：“这样的创作， 需要我们画

家群体有对于历史的深度思考，

每一个参与的艺术家都应该对个

人的创作追求突破， 并具有为奏

响 时代 主 旋 律 而 画 的 创 作 情

感。 ”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马骏等创作的油画《解放贵州》。

宋次伟等创作的油画《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马骏创作的油画《强渡乌江》。

沈宁波创作的中国画《赤水奇兵》。邓永平创作的中国画《娄山关大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