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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文·广告

图说
延安十三年

新华社长沙 3 月 16 日电
（记者 明星 张格）记者从湖南
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
县里耶管理区获悉，2002年曾出
土约 3.8万枚秦简的里耶古城遗
址，时隔 21年后，于近日重启考
古勘探。

“这次考古勘探，将为修编以
及后续的考古发掘和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提供基础材料与数据支
撑。”里耶管理区党工委书记田大
治介绍，为进一步加强对古城遗
址的保护利用，里耶古城遗址保
护规划正在进行修编工作。

“里耶盆地曾分布有三座古
城，此前没有系统开展考古工
作，因此需通过勘探确认其性质
和价值。”考古专家、里耶古城一
号井发掘工作的主持者龙京沙
介绍，当年的抢救发掘，已经确
定遗址下面还有更多秦时文

物。本次重启考古勘探，有利于
摸清里耶古城遗址的文物埋藏
基本情况，明确未出土文物的数
量和布局，为后续的研究保护提
供依据。

2002年，龙山县里耶镇出土
了近 3.8万枚秦代简牍，引发关
注。里耶秦简共计 20余万字，
详细记录了秦朝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生活，为研究秦王朝提
供了珍贵史料，也为研究多民
族中央集权制治理模式提供了
重要见证。

考古专家表示，随着考古科
技的发展，重启考古勘探的条件
已经成熟。据了解，本次考古勘
探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古
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龙山县里
耶管理区管理委员会联合主持，
预计将于今年6月完成野外考古
调查勘探工作。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
（记者 徐壮 施雨岑）“譬若香
山：犍陀罗艺术展”15日在故宫
博物院文华殿开幕，这是截至目
前在中国境内举办的最大规模犍
陀罗艺术展。

古代犍陀罗的考古遗址主要
分布在今天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
仑山的南端，这里是丝绸之路连
接南亚次大陆的重要枢纽，地中
海文明、伊朗文明、中亚草原文明
和印度文明的交汇之地，多元文
化在此激烈碰撞后锻造出丰富多
彩的文明。

展览从古代犍陀罗文明发展
的角度分为三个单元，选取了来
自巴基斯坦和故宫博物院的文物
共203件（套），其中巴方文物173
件（套），为观众展示犍陀罗文化
的艺术魅力及其影响。

本次展览由故宫博物院和巴
基斯坦国家遗产与文化署考古与
博物馆局共同主办，旨在促进中
巴两国的相互理解，使中国民众
了解犍陀罗文化的深厚内涵与重
要意义。

展览将持续至6月15日，展览
地点为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厅。

“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
在故宫博物院开幕

3月15日，演员在北京二七剧场表演舞剧《骑兵》。
当日，作为文化和旅游部“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剧目

之一，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出品的舞剧《骑兵》在北京二七剧场上演。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舞剧《骑兵》在京上演

曾出土“海量”秦简湘西里耶古城
遗址重启考古勘探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成立及发展
（1936年6月1日—1945年10月16日）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
称）抗大，前身是 1931年创建于江西
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1933年扩建为
红军大学，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
改称“干部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后，中央红军干部团和陕甘宁晋红军
军政学校合并，在瓦窑堡组成“中国
工农红军学校”，不久扩建为“西北抗
日红军大学”，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
政治委员。

1936年 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
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以西北抗日
红军大学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
红军大学。1936年 6月 1日，中国人
民抗日红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
东、周恩来、张闻天出席并发表讲话。

学校成立后不久，迁至保安（今
志丹）。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
长，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罗瑞
卿为教育长，刘亚楼为训练部长，杨
至成为校务部长。副校长刘伯承不
久调任援西军司令员，并没有负责抗
大工作。第一期学员称为红大一期，

后来也直接转为抗大一期。一期一
科学员是红军军级干部和部分师级
干部，由校长林彪抽调。保安校舍是
学员自己动手挖的窑洞。

1937年 1月 20日，学校随中共中
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

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的学生开始
主要是中国工农红军中高级干部，后
来也招收从陕甘宁边区外奔向延安
的爱国青年。学制从4个月到半年、8
个月、1年、3年多不等。抗大一期和
抗大二期的学制都只有半年左右，第

八期为3年多。这些毕业生很快就成
为新组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要
骨干。

1939年7月，抗大总校、陕北公学
等 5000余人在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和
成仿吾带领下迁往晋东南，在陕北留
下抗大三分校。抗日战争时期，各个
大的根据地都组建了抗大分校。

抗大总校曾辗转于陕北、山西、
河北等地坚持办学，1943年 1月返回
陕甘宁边区，3月，徐向前出任校长兼
中央处理委员会主任。1945年 8月，
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抗大也完
成了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抗大从 1936年创立到 1945年结
束的9年办学期间，总校共培训了8期
干部，创办了14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
和1所附设中学。在艰苦复杂的战争
环境中，抗大总校辗转迁移，校址几经
变更。这种做法隐含了和国民党的黄
埔军校大搞分校建设进行对垒的意味，
国共双方都在积极扩充军校，准备军事
干部。 （石和平供稿）

置身占地 60 平方米、三面
幕墙环绕的“一画一世界”展区，
看雪花片片飞舞，寒林逐渐清
晰，群峰一览无余，就连山间的
雾气、山脚的积雪，也如在眼前，
透出寒意……

这是天津博物馆近日开展
的“再现高峰——馆藏宋元时期
文物精品特展”中的一幕。在这
里，《雪景寒林图》等书画真迹，
以数字化立体三维的形式呈现，
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这是我们首次尝试以数字
化形式展示古代书画作品，受到
广大观众欢迎。我们根据宋元
书画艺术‘再现高峰’的特点，选
取精品画作，采取分层渲染、三
面投影的方式，构建了一个沉浸
式艺术展区，让观众跟随画面镜
头，沉浸式欣赏中国优秀的书画
艺术。”天津博物馆宣教部副主
任张堃说。

天津博物馆副馆长、天津
美术馆馆长马驰介绍，天津博
物馆馆藏各类文物精品荟萃，
其中宋元时期文物量多质精，
为让观众欣赏到更多精品文

物，此次展览深入挖掘该馆馆
藏文物，汇集各类文物精品 100
多件，展品中超七成文物为全
国首次展出。

展厅右侧，两名观众拿出手
机扫描二维码，实现与古代书画
场景大屏幕联动，控制大屏幕上
船只的速度，重现龙舟竞赛的火
热场面……

“我们与专业团队合作，设
置了‘明池夺标’互动游戏体验
区。大屏幕游戏内容选取北宋
张择端的《金明池争标图》，通过
数字化界面联动，让观众在互动
游戏中体验古人书画的精妙。”
张堃说，每一帧画面的提取、每
一处场景的变换，都需要精心构
思、巧妙呈现。

“琳琅满目的文物展品，别
出心裁的展陈方式，让人耳目一
新。”从山东专程赶来观看展览
的游客赵先生说。

据马驰介绍，“再现高峰——
馆藏宋元时期文物精品特展”自
1月 17日开展以来，持续引发参
观热潮。据统计，截至 2 月 25
日，看展人数已经超过10万人。

作为首届“大戏看北京”展演季的
开幕演出，原创舞蹈诗剧《杨家岭的春
天》近日在线上展播。

该剧以陕北延安木刻版画为叙事
线索，回望 80多年前艺术家们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并进行艺术创作的故事。
《杨家岭的春天》以浪漫、诗意的笔触，
从“厚土”“破晓”“永生”三个篇章铺展
开来，凝练深情地记录了一群美术家、
音乐家、文学家、舞蹈家到延安后思想
情感的转变，完成了对一段革命历史的
抒情写意。

延安木刻版画是中国美术的瑰
宝。该剧用舞蹈语汇呈现《来了亲人八
路军》《当敌人搜山的时候》《豆选》等黑
白版画作品，将版画硬朗坚挺的线条笔

触与民间舞的气韵风格相结合，通过动
态舞姿让版画“流动”起来。不少剧情
来源于版画，比如第一幕群舞“抗旱”，
便是对古元创作于 1943年的版画《抗
旱》的动人再现。

舞台设置了双重空间，近景与远
景、个体与群像相结合，生动还原艺术
家与百姓同挑水、共抗旱等劳作场景。
特别是“颤”的舞蹈语言，惟妙惟肖地刻
画了“挑扁担”这一典型劳动场景，欢快
而扎实的舞步让百姓的生活体验自然
流露，令人印象深刻。在陕北秧歌质朴
而热烈的场景中，在皮影舞活泼而俏皮
的氛围里，“深入生活、植根人民”的文
艺思想在延安开花结果。

在有限的篇幅中，《杨家岭的春天》

极其凝练地将一系列重要的文化符号
融入其中。自然的春天与延安文艺的
春天互文，粗犷率真的陕北民风与纯真
浪漫的革命精神同构，镌刻了上世纪
40年代延安的红色历史。在生机盎然
的自然之春里，艺术家们在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
引领下，积极投身文艺创作。结尾，全
剧情感升华至高潮。文艺的人民性得
以凸显：是延安的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
滋养了文艺工作者，也是赤诚报国的艺
术家们给延安革命根据地带来了文艺
的繁荣。

欢快热闹的锣鼓、粗犷豪迈的陕北
秧歌和安塞腰鼓，烘托出浓烈的陕北地
域风情。该剧彰显了革命浪漫主义情

怀。观众看到，剧中的艺术家们在延安
实现了思想的巨大转变，怀着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以笔为枪自觉投身
火热生活与革命实践。结尾处有意放
慢节奏的秧歌舞步，让飞舞的红绸以慢
镜头的形式在剧场飘扬。红色的秧歌
扇面，印证了他们在延安生活的真实底
色。舞动的安塞腰鼓，象征着艺术家们
从内心深处迸发的革命激情。在杨家
岭的春天里，革命的种子生根发芽、开
枝散叶，开出了一朵朵理想之花。

该剧不仅带观众重温了一段不能
忘却的红色记忆，更给予当代文艺工作
者启迪，激励大家坚守文艺理想、传承
延安精神，不断为人民奉献更多更好的
精神食粮，书写新时代文艺的春天。

让文物“活”起来
天津博物馆举办宋元时期文物精品特展
人民日报记者 武少民

● 抗大毕业学员奔赴敌后抗日前线

让延安木刻版画“流动”起来
人民日报记者 崔一非

受委托，我公司对下述标的进行
公开拍租，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租标的：位于延安市宝塔区
农科所、体育场、黑龙沟3处门面房

二、拍租时间：3月24日上午9点
三、拍租地址：延安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二楼交易一厅
四、预展和登记：3月20日—23日

（9：00—17：00）在标的物所在地进行

展示。凡有意竞拍者请来我公司咨
询，索阅相关资料，并于标的预展期间
实地查看标的现状，且在规定的时间
内持有效证件办理竞拍登记手续。竞
拍登记时间3月20日至23日16时止，
本次3处门面房拍租保证金贰万元整。

联系人：王经理 17391297777
特此公告

延安易鼎顺拍卖有限公司

0911-8226222 2820178

欢迎刊登各类广告
延安市宝塔区农科所、体育场、
黑龙沟3处门面房公开拍租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