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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城
（1937年1月13日）

1937年1月10日，由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一行离开保安（今志丹），经安塞县的沿河湾等地，于13日进入延
安管辖的河庄坪、石疙瘩、李家飒、杨家湾地带。下午5时许，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达延安城。

1月13日夜，毛泽东电告在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周恩来、博古：“我们本日到延安。”

图说
延安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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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进驻延安城

西安事变发生几天后，驻延安的
东北军向西安一带集中。根据双方达
成的协议，由红军接管延安。1937
年 1月 10日，由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
关一行离开保安（今志丹），经安塞县
的沿河湾等地，于13日进入延安管辖
的河庄坪、石疙瘩、李家飒、杨家湾地
带。当天，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和延
安抗日救国会主任曹华山，副主任马
生有、高永祥等带领各界代表 200多
人赶到离城 10 多里的杨家湾去迎
接。下午 5时许，毛泽东等中央领导
人到达延安城。

进驻延安城后，毛泽东一行被迎
接到抗日救国会所在地（延安二道街
罗廷祯新修的院子，今药材公司）。当
时，毛泽东被安排住在罗廷祯院的东
房。随后，延安抗日救国会在“三仙园

饭馆”（由毕光斗、解福娃、高福禄、高
元、吴振兴合办的饭馆）设宴招待毛泽
东一行。1月 13日夜，毛泽东电告在
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西
安事变的周恩来、博古：“我们本日到
延安。”

第二天上午，在延安大操场（今大
东门以北处）召开了欢迎大会。会上，
毛泽东作了抗日动员，要求各界人士
今后要事事讲抗日，处处为抗日贡献
力量。

当时的延安城叫肤施，以佛教传
说而得名，自隋代起延续 1300余年。

“延安”则以境内的延水和取安宁之意
而得其名。宋元祐四年（1089），改延
州为延安府，治所在肤施。国民党的
延安专署设在肤施城内。1937年 2
月，肤施改为延安。 （石和平 供稿）

新华社台北电（记者 黄扬 赵博）
流水潺潺，鸟语花香，台湾南投草屯镇
群山间，一座名为“游漆园”的双层小楼
坐落其中。小楼中，73岁的黄丽淑和
她的四个学生正在漆画胎板上用心地
绘制图案。

2010年，从事漆艺数十载的黄丽
淑在南投出资筹建了“游漆园”，为漆艺
传授、集体创作打造一方天地。

“游漆园”四周溪水环绕，锦鲤悠游
其中。活泼好动的鱼群，让黄丽淑心生
喜爱之情，以此为基础创作了漆画作品
《悠》。画中没有刻意描绘池水，而是通
过鱼群的色彩参差、明暗不同，将“水清
鱼自现”的意境勾勒出来。

“我从传统中国画技法中获得了灵
感。”黄丽淑说，她在创作时利用了漆膜
视觉特性模仿水墨画的效果，来表现鱼
儿在水中的深浅度。这幅作品成为黄
丽淑的得意之作，悬挂于“游漆园”二层
展览室内。

在黄丽淑看来，台湾漆艺传承脉络
之中，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不可或缺。

她曾向台湾漆艺名家陈火庆拜师
学艺，也曾到日本研究莳绘、堆锦等技
艺。1994年学艺十载时，她来到福州，
被大陆的漆艺特色深深吸引。她认为，
相比于台湾漆画，大陆漆画风格“大气、
粗犷、强烈”，讲求感觉与意境，令她有
别开生面之感。

1996年，黄丽淑专门邀请福建工
艺美术领域的学者到台湾授课。她回
忆，自己当时付出很多努力十分值得，

“我觉得这是我对台湾漆艺传承作出的
贡献”。

“日本莳绘那种纤细的美感，和我
们民族的个性不一样。”黄丽淑说，台湾
漆艺承袭自大陆，当然应多多体现中华
文化的特点。

随着与大陆漆艺人交流互鉴愈发
频繁，黄丽淑发觉，不少大陆艺术家将
漆画与中华古诗词、历史典故相结合。
她也将“诗画结合”的思路融入自己的
创作。

她曾以唐代诗人王维的《鸟鸣涧》
为灵感，结合台湾夏夜竹林景色，创作

漆画《静夜空山》；也曾借由乐府诗“客
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创作漆画，表达
思念知交的心情……这些也都成为她
引以为傲的代表性作品。

如今，黄丽淑正带着四个学生研习
漆艺。她将文物专家王世襄的《髹饰录
解说》作为学徒们的“入门必修课”。

据黄丽淑介绍，《髹饰录》是明朝
时期遗留下来、现存唯一的古代漆工
专著。王世襄的《髹饰录解说》一书
内容广泛，包含对《髹饰录》的注释与
讲解，涉及髹饰历史、原料、工具、工
艺技法、品种、禁忌、过失等方面，是
关于中国古代漆器及工艺的经典著
作。黄丽淑一见此书便如获至宝，遇
到不解之处，便和两岸同行好友共同
探讨。

20多年间，她多次往返闽台间进
行文化交流，足迹更遍及北京、云南、贵
州、四川等多个省市，与众多漆艺匠人
切磋交流，结下友谊。

早年间行走八闽大地的回忆，黄丽
淑印象尤深，至今仍历历在目。买上一

张票，坐上大巴车，车上放着闽南歌曲，
不知不觉就到了终点，“当时那种又熟
悉又陌生的感觉，现在想来都觉得很奇
妙”。

参加美术展时，黄丽淑发现，漆画
在大陆已作为单独绘画艺术门类进行
展出；她也注意到，许多大陆美术院校
重视培养专门的漆艺人才。黄丽淑深
有感触地说，这说明大陆对传承发展传
统工艺十分用心。

“疫情之后，还没有到大陆去过。”
黄丽淑期待早日再跨过海峡。她还开
玩笑说，岁数大了，再去大陆时，“这双
老腿要赶上高铁的速度，有点难”。

黄丽淑说，不论在漆器领域，还是
经济社会方面，大陆的变化都可说一日
千里，“一段时间没去就发现有新东西，
得适应”。

走出工作间时，黄丽淑和学生说：
“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有机会你
们到福建看看，替老师问候老朋友。到
时候一定记得邀请他们到‘游漆园’来
坐坐。”

性格迥异的故宫猫在红墙内的世界谈天说
地；神态鲜活的兵马俑在秦朝陶工手下栩栩如
生；一对鼹鼠好朋友通过互帮互助实现了心态
上的成长……在五彩斑斓的童书世界里，一个
个妙趣横生的故事在上演。这些来自中国的童
书吸引着世界各地书商的目光。

为期4天的意大利第60届博洛尼亚国际童
书展于 3月 6日开幕，吸引来自 90个国家和地
区的 1400余家参展商，其中不乏企鹅兰登书
屋、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等全球知名出版商。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32平方米的展位中
摆放着百余本精心挑选的原创读物，覆盖儿童
通识科普、中国传统文化等多个领域。意大利
帕多瓦市的出版商代表奥德蕾·洛伦齐尼来这
里咨询版权交易信息。她说，现在许多意大利
人想了解中国、学习中文，但当地读者，特别是
儿童，获取中国图书的渠道有限，希望在书展上
采购到中文图书。

短短几个小时内，不少来自德国、荷兰、美
国等国家的出版商、插画师、版权代理商等来到
展位洽谈合作，兴致盎然地翻阅主题丰富的中
国童书。不远处，禹田文化传媒、中国少年儿童
新闻出版总社等中国出版机构展位内，参观者
同样络绎不绝。明朗简洁的画风、温暖人心的
小故事、独具特色的文化元素，都是吸引他们的
理由。

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始创于1964年，是世
界少儿图书和多媒体行业最重要的展会之一。
据童书展主办方在华子公司博罗那展览（上海）
有限公司代表朱蔚娜介绍，本届童书展有三部
来自中国的作品获得了提名奖和大奖，“是中国
原创作品在历年的博洛尼亚最佳童书奖评选中
成绩最好的一年”。

“这向全球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中国原创
内容正越来越强。”朱蔚娜说，童书展一直很重
视中国参展商，外界以往对中方的传统印象是
海外内容版权的购买方，但如今，随着在原创内
容方面的实力提升，中国童书正不断走向世界。

7日在展会现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与
来自俄罗斯和巴西的出版商签约，将把该出版
社编写出版的《中华造物记》《二十四节气大冒
险》《中国国家公园》等10个套系中文图书分别
用俄语和葡语出版发行。

“中国历史文化在书中呈现的方式、插画的
风格令我和我的团队非常激动，我们期待尽快
出版发行葡语版，”巴西博书出版公司首席执行
官小卡洛斯·爱德华多·卡瓦列罗告诉新华社记
者，“巴西有很多中葡双语学校，很多儿童在学
习中文，我可以肯定这些书会受到市场欢迎。”

“过去很多俄罗斯人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童书
了解甚少，”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图书出版公司首
席执行官斯拉瓦·费奥多罗夫说，“我们现在看到
了俄罗斯读者对此的兴趣正在萌生并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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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漆园”里忆两岸情

新华社渥太华电（记者 林
威）加拿大一个原住民部族近日
说，在该国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
所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附近新发
现17个疑似无标记儿童墓地。

名为“策沙特第一民族”的原
住民部族在当地一个社区中心体
育馆进行悼念仪式，并发布对艾
伯尼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无标记
坟墓搜证工作的初步结果。受该
部族委托，当地一家土地勘测公
司自去年7月以来用地质探测雷
达对这所学校周围100公顷土地
进行了探测，在搜索了12公顷土
地后至少发现了 17个疑似无标
记儿童墓地。

初步结果显示，1900 年至
1973年间，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至少 70个原住民社区的儿童
曾就读于这所学校。策沙特第一
民族失踪儿童和无标记坟墓项目
首席研究员谢丽·梅丁在悼念仪
式上说，根据艾伯尼印第安寄宿
学校幸存者采访、历史记录等文
件，该校共有 67名学生死亡，多
数死于疾病。

策沙特第一民族酋长瓦米什

表示，尽管搜证过程对幸存者来
说很艰难，但着手进行“真相之
旅”至关重要。

瓦米什还表示，相关调查须
由获得部族同意的独立机构进
行，而不能由加拿大联邦警察皇
家骑警进行。他还呼吁，对皇家
骑警在艾伯尼印第安寄宿学校的
所作所为发起调查。

加拿大联邦成立后，逐步设
立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制度，试
图强制“同化”原住民，以“寄宿学
校”名义强行将土著儿童与其家
庭分离，使他们遭受营养不良、身
体和性虐待。加拿大真相与和解
委员会称之为“文化种族灭绝”。
2015年，该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报
告显示，自 19世纪 40年代到 20
世纪90年代，加政府建立了至少
139所寄宿学校，至少有 15万印
第安人等原住民儿童被强制送入
寄宿学校。据截至目前的统计，
有 4000多名儿童被虐致死。在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斯
喀彻温省、安大略省等多地的原
住民寄宿学校旧址附近迄今已发
现1700多座无标记坟墓。

新华社美国费城电 （记者
潘丽君 张墨成）一年一度的费
城花展 3月 4日在美国宾夕法尼
亚州费城市开幕，以竹子和大熊
猫元素为特色的成都展园当天在
花展上亮相，成都也成为费城花
展194年历史上首个参展的中国
城市。

以大熊猫故乡为主题的成
都展园入口处，分别摆放着以
传统戏剧人物形象为原型的

“川剧熊猫”和以花卉为材料制
作的“花艺熊猫”。用竹子制作
的成都市树银杏和市花芙蓉矗
立在展园中心。观众还可以在
现场体验竹编工艺，欣赏川剧
变脸表演。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屏当天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成都展园为

费城花展增添了靓丽的中国元
素，彰显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之美，
期待成都与费城续写中美民间友
谊佳话。

宾州园艺协会会长马特·雷
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成都展园精美的竹编工艺和大熊
猫元素为费城花展增添了创意和
趣味，希望此次花展成为双方深
化交流合作的契机，也欢迎更多
的中国城市前来参展。

费城市民丹尼尔·桑切斯对
记者说，成都展园布置得很漂亮，
漫步其中令人心旷神怡，大熊猫、
竹子和川剧变脸等特色元素令人
印象深刻。

费城花展由宾州园艺协会于
1829 年创办，是美国规模最盛
大、历史最悠久的花展之一。

加拿大一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
附近新发现17个疑似无标记墓地

成都展园亮相美国费城花展

各位游客：
因延安国际旅行社延长营业部截至2021年12月31日授权期限届满，其无

权对外以延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延安国际旅行社的名义开展任何经营活动。
本旅行社郑重声明如下：
即日起，延长营业部因违法揽客、宣传、组团、带客出游的行为所产生的

一切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与延安国际旅行社无关。
特此声明

延安国际旅行社
2023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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