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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延安》《三家巷》《红岩》《青春之歌》……这
些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陪伴着新中国一代代人成长，其
塑造的周大勇、王老虎、江姐、许云峰、林道静等更是
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除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外，反映
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与新中国工业建设的 《创业史》《玉
门诗抄》 等作品也用文学的笔法描绘出时代生活的主
潮，为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鲜活样本。

在读者寻常可见的印刷本之外，饱含作者体温与编
辑心血的红色经典手稿也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揭开了神秘
面纱。让我们一同走进《初心与手迹——中国现代文学
馆馆藏红色经典手稿大展》，一睹作家手迹。

近距离感受创作过程

步入中国现代文学馆A座一层展厅，迎面红色背景
墙好似一本红色经典的图书封面，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的图标和“初心与手迹——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红色
经典手稿大展”展名赫然在上，背景墙左侧由上而下垂
挂的黄色纸带好似这本“书”的腰封，上面写着本次办
展的初衷与展览基本情况。

“为了发挥我们的馆藏优势，从去年开始我们就计划
举办一个以红色经典手稿为主题的展览。最初选择了
100 部手稿，后来经过精挑细选确定了 21 部。我们选择
的标准是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历史价值，又影响了一
代代读者的红色经典手稿，其中不少是自中国现代文学
馆1985年成立以来首次与读者见面。”中国现代文学馆
保管收藏部副主任慕津峰介绍说。

与以往读者阅读的规整干净的印刷文字不同，展览
中不少手稿都是发表前的原貌，上面改改划划，既有作
者本人的修改痕迹，也有合作者或编辑修改的；既有在
稿纸上修改的，也有在清样或印刷本上修改的，林林总
总，不一而足。

驻足 《李自成》 手稿前观览，“李自成进北京”的
标题下，第一章第一节“李自成驻跸阜成门外”正文
中，有多处修改，“申时刚过”被改为“刚交申时不
久”，“有泉水、池沼的地方”在“的”字前增加了“和
清溪奔流”，反映出作者姚雪垠在文字细微之处的讲
究。《小兵张嘎》手稿则改动不多，厚厚的一沓8开稿纸
上，作者徐光耀深蓝色的钢笔字迹规规整整，赏心悦
目。《清江壮歌》是马识途上世纪60年代初根据亲身经
历创作的一部反映上世纪40年代清江地区惊心动魄地下

斗争的小说，与百岁老人马识途今天的书法相比较，可
以看出作者书写演变的轨迹。

能从手稿中解读出的信息还有很多。“通过研究馆
藏的 《青春之歌》 手稿，我们发现林道静颓废、犹疑、
压抑、痛苦的‘负情感’在出版之后弱化了，革命意识
更加坚定。这反映出作者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创作变化
和当时的文学和历史思潮。”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
张元珂介绍说，“ 《红岩》 手稿是典型的集体创作，上
面的笔迹很多，经过一遍一遍的修改，渣滓洞看守所中
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忍和阴暗更加突出，江姐的英雄形象
更加高大，典型化的文学手法尽显。”

除了修改痕迹外，《李双双小传》手稿第一页还保留了
一张珍贵的“杂志发稿签”，上有“人民文学1960年第3期第

18篇”“大题横排头长字占15行”“正文横排老五号字”等内
容，并标注了每面排几行、分几栏等信息，为我们直观了
解铅与火的印刷时代杂志的出版流程提供了样本。

捐赠故事感人至深

机智敏捷、威武不屈的雨来是不少人童年时代心目
中的小英雄，有关他的发生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战故事与
作者管桦童年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管桦从小听闻当地抗
日儿童团团长带领一群天真无邪的儿童站岗放哨、给八
路军送鸡毛信、上树瞭望敌情的故事，将这些故事艺术
加工后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名篇《小英雄雨来》。管桦生
前将这部作品的手稿本捐赠给家乡河北丰润还乡河畔的
管桦陈列馆和雨来纪念园。

由于当地保管展示条件有限，为了让这部珍贵的手
稿得到更好的保护利用，管桦夫人李婉在中国现代文学
馆的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于2006年将《小英雄雨来》的
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捐赠仪式上，李婉表
示：“虽说这些手稿字画能卖不少钱，但我们从来没有
这么做。我们知道管桦心里想的是什么。”

“很多名人家属不把作家手稿视为自己的私产，而
是当作国家和民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没有他们的慷慨
捐赠，很多手稿可能会淹没在市场中被个人收藏，这将
给学术研究和文化展示带来很多不便。”慕津峰说。

如果说《小英雄雨来》的捐赠故事充满温情，那《保卫
延安》的捐赠故事可谓“厚重”——这部手稿足足有两尺
多高、十几斤重，其创作过程也充满传奇色彩。

1947年，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延安保卫战打响，新华社
战地记者杜鹏程被派到前线，辗转在西北战场，后来创作
出当代文学史上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力作——

《保卫延安》。在战争中，他积累了近百万字的报告文学
书稿，又历时4年反复修改才出版，出版后又修改过3次，
已知的修改过程有 16稿之多。上世纪 90年代初，杜鹏
程夫人通过舒乙将这部凝结着作者无数心血的珍贵手稿
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这次展出的红色经典手稿有些是作者本人捐赠
的，比如 《清江壮歌》《上海的早晨》 等；有些是出版
社捐赠的，比如《玉门诗抄》等；有些是作家亲属捐赠
的，比如 《小英雄雨来》《李自成》 第四、五卷等。不
管捐赠者是谁，文学馆、博物馆等专业收藏机构无疑是
手稿最好的归宿。”慕津峰说。

自“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优秀电视剧百日展播活动”启动以
来，各大卫视纷纷上线展播优秀献礼剧，10月 22
日，由张若昀、王鸥等主演的谍战剧 《谍战深海
之惊蛰》 在湖南卫视黄金档开播，宣告第三轮展
播进入高潮。

该剧根据知名编剧海飞的小说 《惊蛰》 改
编，以 1941年的上海为背景，讲述在艰苦的抗战
形势下，混迹社会底层的陈山因长相酷似军统特
工肖正国，被日本特务头目荒木惟选中，迫使其
成为一名日谍，打入重庆军统内部。对日本人残
酷行径的愤恨和不灭的民族意识，驱使陈山一步
步与敌人展开斗争。在优秀共产党员张离的感召
下，陈山在上海与重庆的双城辗转和多重间谍身
份的转换中，光荣完成多项任务，最后成长为真
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该剧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细腻刻画了人物的
心路历程和成长过程，凭借强大的演员阵容，特
别是对民族精神的展现和剧情的年轻化表达，成
功吸引了大批观众。剧中对革命先烈的形象进行
了传神的刻画，他们在烽火乱世中燃烧的青春，
如同一声惊雷，震撼了国人，用热血传承不朽的
革命精神；也如同一道闪电，照亮民族前进的路
途，通往光明的未来。张若昀、王鸥、阚清子、孙艺
洲等演技与人气兼具的年轻演员，担起本剧大梁，
贡献了出色的演技。在以往的演艺生涯中，他们
以诸多深入人心的作品和人物形象证明了自己的
演技，在网络舆论场既有观众缘，也有流量，更
有讨论度，为这部剧引来了更多关注。

这部剧还将故事的着眼点放在特殊年代中不
同行业的小人物身上，他们背景、出身不同，文
化程度不同，但每个人都刻下了鲜明的人生轨
迹。无论陈山还是张离，都有自己的信仰和坚
持。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重大时刻，他们甘愿
以自身为火种，燃起民族觉醒和复兴的烽火。剧
中人的爱情、亲情、信仰和民族大义相互交织，
共同构筑了一段真实又艰难的历史进程，使观众
观之难忘，思之奋进。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牵头，联
合长江经济带 11 家省级卫视创制
的6集电视纪录片《长江之恋》日前
与观众见面。它以 4K 高清画质，
带领观众领略长江沿岸的美景，如
三峡一带江水的奔流而下，汉江平
原的一望无际，太湖的落霞与孤鹜
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更为可
贵的是，它聚焦了长江流域沿岸在

“长江大保护”政策下，民众的生动
实践带来的旧貌换新颜，也有机融
合了长江沿线的历史、地理、人文
等一系列元素，记录和展现了两岸
古风与今韵交织、保护和发展并存
的图景。上海文化与旅游局局长
于秀芬说，“这部纪录片展现了中
华儿女对长江的恋恋深情，是一部
了解长江的百科全书，也是一曲赞
美长江的时代恋歌。”

该片播出后受到专家一致好
评，播出期间观众热情点赞，52 城
收视0.15，豆瓣评分高达9.0。

“我们脚上沾有多少泥土，心
中就沉淀了多少深情。”制片人、总
导演刘丽婷说，在国家广电总局的
部署下，长江沿岸各省市电视人联
动，5个月的拍摄期间，大家分为8
个摄制组，走遍了长江全境，总
行程超过10万公里。“我们在一步
步的行走中，积累了越来越多对
母亲河的爱意，同时也积累了对
每一位长江守护者的爱意。”

片中的长江守护者都是普通
又伟大的人：洞庭湖渔民何大明
一直以捕鱼为生，当他发现洞庭
湖面临生态危机，就和其他渔民
自发成立了洞庭湖生态保护协会，义务巡湖。因为触及
某些人的利益，他签下了生死状，万一在保护行动中遇
到危险，妻儿由其他队员照顾。中华鲟是“长江中的大熊
猫”，上海市水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刘健参与了抢
救中华鲟的工作，坚守丛林20多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
所研究员王丁被称为“江豚爸爸”，为了保护长江的水生动
物，他把 40 年职业生涯完全献给了白鳍豚和江豚，他说：

“江豚的保护不仅仅是物种保护，实际上是通过对这个物
种的保护来保护整个长江。这也是我们参与《长江之恋》
后想尽力传达给观众的信息。”英国探险家阿什·戴克斯是
徒步长江第一人，他用352天从长江源头走到入海口，全程
6500 公里，“长江其实有很多变化，树木变得更加郁郁葱
葱，江水也变得越来越干净了。”他说，“《长江之恋》所表达
的跟我的所思所想非常契合。”

观赏以长江为题材的纪录片，会带给观众巨大的历史
感、亲切感和代入感。在《长江之恋》之前，曾经有过同题
材的《话说长江》和《再说长江》，分别诞生于1983年和2003
年，影响极为深远。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辑部主任李跃
森认为，3部纪录片一部比一部更具有鲜明、自觉的生态意
识，可贵的是，“《长江之恋》中的生态意识是站在国家战略
的高度上来表现的，同时又跟普通百姓息息相关。”

《长江之恋》在记录、传播长江的壮阔之美以及长江
守护者的情怀与坚守的同时，更希望唤醒人们心灵深处
对于自然、生命的亲近与敬畏。世界自然基金会任文伟
说，现在很多环境问题的产生，很重要的原因是工业化、
城市化割裂了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做的工作从根
本上说是要改变人的行为和企业的行为。改变人的行为
需要更多跨界合作，让人们重新思考人与环境的关系。《长
江之恋》就是在以一种可行的方式，重新唤起我们对长江、
对水的感情。”

本报电（记者郑 娜） 由北京客家海外联谊会、福
建海峡电视台 （海峡卫视） 等联合摄制的大型人物纪录
片《客家新丝路》（第二季） 日前在北京开机。

该片以“奋斗新时代”为主题，共 20 集，将专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20位客家侨领，他们在经济
民生、技术科研、文化传播等领域皆有突出贡献。该片
将通过生动的人物故事，辅以真实的影像资料，展示

“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展
现客家人的精神风貌、文化传统和创业成就。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海外客家人在促进在地发
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外合作交流等方面的
作用日益凸显。该片将让海内外观众更好地了解“一带一
路”倡议合作共赢的定位以及客家人“拼搏奋斗”的精神。
该片采用4K超高清拍摄，拟于2020年在海峡卫视播出。

“再相逢要多久，我宁愿走回头……岁月悠悠，念
也悠悠……拥抱永远的乡愁。”同唱这首歌却彼此看不
见的著名歌手费玉清和年轻歌手许魏洲一曲唱罢，分别
从“Y”型舞台的两翼按下“Yes（是） ”键，再走到交
汇处拥抱在一起，东方卫视 《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
节目的第一对合体配对歌手顺利诞生。

这个节目被称为“潮流代际音乐节目”，由华语歌
坛享有盛誉的著名歌手和当下走红的新生代歌手配对演
出，期望碰撞出火花，让新生代歌手感受前辈歌手的艺
德、艺能、艺商，继承发扬；同时，前辈歌手也能从新
生代歌手身上汲取新鲜的音乐理念。

节目在全国首创盲选无彩排合唱模式。8位前辈歌
手和8位新生代歌手，通过盲选实现新老配对，结合各
自的音乐理念进行组合。配对的过程热烈而充满悬念，
令大家感觉看的仿佛不是合唱而是球赛。参与节目的前
辈歌手李克勤说，他出道30多年，从来没有试过在舞台
上跟一位完全不知道是谁的歌手合唱，而且不经过彩
排，新鲜又有惊喜。参与节目的前辈歌手任贤齐也表示
很喜欢这个节目的舞台和形式。

节目现场出现了从“60后”到“00后”年龄跨度非常大
的观众群。除了舞台是“Y”型，话筒上也有金色的字母

“Y”。节目组表示，“Y”代表“Young（年轻）”，寓意让金曲

重回青春时刻，唱出每个人的青春样；“Y”也代表“Yes”，
他们有信心打造一档“合家欢”节目，让男女老少观众
都用遥控器按下“Yes”键，搭建一个强有力的桥梁，
让音乐成为黏合社会情感的纽带、打开代际心门的钥
匙。东方卫视中心总监王磊卿说，期待 《中国梦之声·
我们的歌》 能够“破圈”，用好听的音乐、动人的情感
传递所有人的心声，一起致敬时代、拥抱青春。

本报电 （记者郑 娜）“唱响新时代民族华章——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成立 60 周年庆典音乐会”日前
在北京音乐厅举办。音乐会全面展现了中央民族大学
音乐学院成立 60 年来在民族音乐文化教育方面的深厚
积累与成果。

整场音乐会分为上下两场，大气磅礴、色彩斑斓。
上半场由8个节目组成，涵盖中国民族音乐和西方专业音
乐领域，均为中小型合奏、合唱形式，全面展现了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大格局。下半场呈现了4个节目，用宏
大交响乐队与民族器乐、声乐结合的形式，表达对盛世中

国及中华民族的礼赞。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音乐

高等教育学府。它承传了1941年“延安民族学院”红色
基因，具有“民族传统、变革创新”的属性特征。在60
年发展历程中，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为中国民族音乐
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民族音乐人才培
养、民族音乐创作与表演、民族文化的理论研究等方面
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题图：音乐会上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音乐演出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供图

触摸红色经典的温度
——探访《初心与手迹——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红色经典手稿大展》

本报记者 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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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初心与手迹——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红色经典手稿大展》

本报记者 张鹏禹

传统和潮流在这里交汇
本报记者 苗 春

前辈歌手李克勤（右）和新生代歌手周深现场演唱
东方卫视供图

前辈歌手李克勤（右）和新生代歌手周深现场演唱
东方卫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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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新丝路》（第二季）开机

本报电（小 章） 11月 4日至 7日，由浙江省绍兴市
委、市政府，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主办，绍兴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承办，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协办的“文献名
邦 书香绍兴——越地历史文脉展”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展览以历史时代和学术脉络为纲，分为“越绝不绝尚
有人（先秦至两汉）”“身向山阴道上行（三国两晋南北朝）”

“一夜飞度镜湖月（隋唐）”“绍祚中兴驻跸地（宋元）”“阳明
蕺山双峰峙（明）”“浙东自古贵专家（清至民国时期）”6个
单元。展品荟萃国家图书馆和绍兴图书馆所藏从先秦至
民国各时期有关绍兴的代表性传世珍本72种，其中宋元版
6种，明刻26种，明清稿钞本25种，图文并茂地梳理绍兴历
史文脉，展示绵延2500多年的绍兴文化史，反映了绍兴文
化的历史深度、人文厚度和学术高度。

越地历史文脉展在国图举办

《长江之恋》剧照：人们在金沙江边种树 百度图片

张若昀主演《谍战深海之惊蛰》 百度图片

《红岩》手稿 胡 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