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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 11月 16日电
（记者张紫赟）针对一些网民有
关“复建陈独秀、陈延年、陈乔
年故居”的反映，安徽省安庆市
人民政府近日回复称，陈独秀、
陈延年、陈乔年故居复建已经
获得安徽省文物局批复。陈延
年、陈乔年读书处的修缮工作
也已纳入整体考虑，将一体化
推进。

据介绍，安庆市迎江区已

召集有关单位和家属召开座谈
会，在深入溯源、充分尊重家属
意见的基础上，划定了陈独秀、
陈延年、陈乔年故居复建的范
围图。安徽省文物局已对故居
复建事宜进行了批复原则同
意。

目前，安庆市已编制完成
《陈延年、陈乔年读书处文物保
护修缮工程设计方案》并获批，
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新华社呼和浩特 11 月 16
日电（记者哈丽娜）记者近日从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了解到，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自
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一处汉
代古城遗址附近发掘儿童墓葬
128 座，多为瓦棺葬，根据出土
的钱币、瓦及陶器的特征推断，
为 2000 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墓
葬。

今年 5 月至 10 月，内蒙古
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凉城
县文保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依
托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基建
项目，对沿线地段进行考古勘
探与发掘工作。

在双古城村东南约 1 公里
处的双古城遗址附近，考古人
员发掘出儿童墓葬 128座，多为
瓦棺葬，也有用瓮、罐、盆、甑等
陶器的葬具，这是首次在凉城
县发现成片且分布密集的瓦棺
葬。

呼和浩特博物院研究员武
成说，瓦棺葬是一种比较少见
特殊的墓葬形制，专用于安葬
死去的孩童。这批墓葬的发
现，为内蒙古岱海地区的墓葬
形制及丧葬习俗的研究提供了
宝贵的实物资料，是了解中国
古代儿童丧葬制度的重要考古
发现。

新华社北京 11月 16日电
（记者廖翊）“一个民族的崛起，
一定会有一群先驱。”这是近期
热播电视剧《前行者》的创作旨
意。主创者的立意与历史叙述
获得观众广泛共鸣，“剧中共产
党人坚定的革命信仰，在黑暗
中负重前行、杀出一条血路的
精神催人泪下。”观众如是评
论。

这部 40 集电视剧，讲述了
上世纪 30年代初的上海，中共
地下党组织因叛徒出卖而遭到
严重破坏，以马天目、陈烈、吴
崇信、史大川等为代表的中共
地下党员在血雨腥风、波谲云
诡环境中坚定信仰，坚持斗争，
不畏牺牲，围绕护送“零号文
件”、展开“营救行动”、抢夺“忏
悔录”档案等事件，与各种敌对
势力展开惊心动魄的较量……

多线叙事、情节紧凑、人物
鲜明、充满张力，是电视剧《前
行者》始终吸引观众的重要特
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剧

透过共产党人在上海滩的斗争
故事，淋漓展示了半封建半殖
民地旧中国的黑暗；通过共产
党人舍生取义、尊重生命、珍视
文化遗产的一个个场景，生动
解读了中国共产党何以赢得民
心和江山，深刻揭示了“只有共
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历史必然。

“在强调戏剧性的同时，尽
量还原时代真实氛围。”《前行
者》编剧郎雪枫说，他将此剧定
位为“历史剧”，着力以人物真
实体现时代真实，在人物刻画
及细节上下功夫，感人的情节
贯穿全剧。比如，陈烈作为地
下党高级领导干部，为掩护一
个普通烈士遗孤不惜牺牲生
命，在最后时刻不忘叮嘱同志
将多买的船票退还等，体现了
共产党人真正的精神本质。

导演龚朝晖表示，拍摄这部
电视剧，就是为了致敬那些为国
家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而前赴后继、英勇奋斗
的前行者。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
悄悄……”伴随着熟悉的旋律，讲述铁道队
与日寇斗智斗勇的电影《铁道英雄》来了。
11月 14日晚，该片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导
演杨枫携主演张涵予、范伟、魏晨、俞灏
明、谭凯等亮相，和观众分享创作心得。

电影《铁道英雄》取材于隶属八路军第
115师的“鲁南铁道队”的抗战事迹，讲述
了抗日战争时期，临城枣庄一带英勇的铁
道队与敌人斗智斗勇，殊死捍卫家园的故
事。导演杨枫表示，在了解了津浦铁路和
鲁南铁道队的相关资料后，他希望这次能
打造全新的铁道队故事，为此他走访了许
多铁道队队员的后人，电影里设计的角色
是对当时成百上千位英雄的故事提炼而
成。他希望影片的最终呈现能够满足当今
观众的审美和观影需求。

此次，张涵予扮演铁道队的重要核心、
队长老洪，在这部戏里他承担了很多动作
戏的拍摄，在片场腰伤复发却依然坚持。
导演杨枫还透露，许多近景的近身肉搏戏
份都是张涵予自己完成。范伟则塑造了深
度伪装、一人千面的卧底老王，在片中临危
不乱、怒怼日寇的情节给人留下深刻印
象。魏晨扮演的“神枪手”不仅具备百步穿
杨的能力，还是一个精通武器的行家，他在
开拍前也做了大量功课。

“十七年前，我和范伟还有刘德华曾经
共同出演电影《天下无贼》。这次的故事又
发生在车站、火车，我跟范伟老师合作，刘
德华还演唱了片尾曲《又弹起心爱的土琵
琶》，有一种穿越的感觉，特别有缘分。”张
涵予感慨。

该片将于 11月 19日全国上映，并将于
18日在山东全省提前点映，让山东观众提前
感受鲁南铁道先辈们的风骨。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

电影《铁道英雄》
19日全国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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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长夜 照亮明天

——电视剧《前行者》的历史叙述

近日，作家出版社为 98 岁的
黄永玉出版了全新的诗集全编
《见笑集》，收录了黄永玉从 1947
年创作至今的 150余首诗篇，将他
饱藏着近一个世纪生命体验的情
感完整呈现在读者面前。黄永玉
为此亲自绘制封面内外图、题写
书名、挑选并朗读。

今年 7月，黄永玉先生迎来了
98 岁生日。生日前夕，黄永玉自
己为筹备多时即将付梓的新诗集
《见笑集》写下了一首短诗代序
言。站在 98岁的人生边上回望来
时路，一个个不曾犹疑的脚步，拼
成了一部兼具智慧与胆识的人生
大书。

很多人说，黄永玉是最接近
“00后”的“00后”。前几年“斜杠
青年”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时，黄永
玉早已用他的亲身实践证明了一
个人可以在多个领域里同时抵达
卓越。他是当代少有的艺术“多
面手”，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
刻、雕塑样样精通，深耕艺术领域
的同时，他从不给自己设限，以同
样的热情，长驻在文学百花园里，
《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
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比我
老的老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等，至今为很多读者的心头好。

此次出版的这部《见笑集》，则
如同一叶扁舟，让人得以跟随黄
永玉的笔触，漫游他一生的文学
长河，也是他波澜壮阔的人生长

河。里面有让人心醉神往的爱
情，有如骨肉如兄弟的友情，有对
正义的无畏捍卫，有对丑恶的厉
声呵责，有他活泼泼的童真自然
流淌而出，这也是诗人贯穿一生
的情感底色——纯真，干净，爱。

1953年，黄永玉携妻儿自香港
回到北京，开始了在中央美院版
画系的教书生涯。时代的风过于
急遽。他遍尝人情冷暖人性明
灭，写下了《老婆呀，不要哭——
寄自农场的情诗》（1970）《养鸡也
是课一堂——三年农村劳动的纪
念》（1971）《就是她最好！》（1974）
《天安门即事》（1976）等有着鲜明
时代印记的诗篇。爱憎分明的黄
永玉，诗写得畅快恣肆，读者读得
解气会心。诗里泾渭分明，爱是
爱，憎是憎，对那些将人们带入灾
难苦海的人，他的诗句是刀，是
枪；对那些无奈在苦海中翻滚的
人，他的诗句是无声的理解和慰
藉。对那些善良的人，他满怀爱
与怜惜。

在这次出版诗集的过程中，黄
永玉还在“几十斤笔记本”中翻找
出已然泛黄的一首写于女儿十六
周岁的《调寄“少年游”》手稿：“工
部女儿不知愁，明月照鄜州。青
杏别时，桃花今是，千载父女忧。
相随相伴舴艋舟，都作未名游。
薜荔兰芷，锦帆风满，歌吟此生
休。”这首诗作于 1972年。最后一
句侧旁，还有红笔工整地写着“爸

爸自得其乐，歌要唱到死为止”。
下方还补了一句——“请妈妈讲给
小妹听”。那一年，黄永玉 48岁，
正值壮年，下放在河北磁县劳动。

黄永玉在他的书《比我老的
老头》中曾写了很多相交甚深的
故友，这次的《见笑集》中亦有他
们的身影，如怀念保罗·安格尔的
诗篇《莲花说，我在水上漂荡》，如
写给巴金先生的《你是谁？》，诗里
有着珍贵的懂得。1982 年，湖南
凤凰 18 岁辍学少年王湘冀连救
三名落水孩童而牺牲，诗人当即
写下《凤凰涅槃》《追悼王湘冀同
志》二诗，悼念这个小小的同乡英
雄。

黄永玉的诗中还充满幽默和
童趣。《见笑集》中还收录了他
2021 年写的新诗《春》：“春天来
了，大树小树开始长芽/幸好它们
不笑/要不然/白天晚上吵死了。”

黄永玉的文风不拘一格，肆意
洒脱，达观睿智，热忱坦诚。幽
默、风趣和辛辣完成了奇妙的融
合。读这本诗集，不需正襟危坐，
闲时翻开，随处可与这位至纯至
真至情至性的老朋友相遇。在这
里，无须刻意寻找什么哲理和意
义，这就是一部纯粹的、诚恳的、
朴素的、坦荡的、坚定的人生剖
白，让人相信，人无论在顺境、逆
境还是绝境，都可以选择正直和
善良。

王 润

98岁黄永玉出版诗集《见笑集》

11 月 16 日，国内首部全流
程采用 8K 超高清电视技术拍
摄制作的电视剧《两个人的世
界》在东方卫视、百视TV、百视
通 IPTV大屏开始播出。

该剧的故事发生在上海，
讲述的是两个“沪漂”青年许东
阳（郭京飞饰）和李文嘉（王珞
丹饰）从相遇、相知到相爱并共
同成长与奋斗的故事。导演梦
继说：“我们不拍所谓画报上的
上海，我们要拍的，是上海高楼
林立下热气腾腾的人间真情。”

该剧以“8K全流程”制作完
成，这在国内电视剧中尚属首
次。所谓“全流程”，指的是从

拍摄期、制作前后期、合成期，
直至成片输出的整个过程，均
使用 8K 设备和渲染工厂支持
的后期平台来完成——相对于
此前业内在部分 8K 技术节点
的尝试，《两个人的世界》真正
做到了“完整生产线”制作，开
创行业之先，引领了中国影视
工业发展潮流。在昨天的发布
会场外，一台最新款的 8K电视
机展示着超高清画质的剧中片
段，引来各路观众驻足观看，面
对细致入微的画面，众人感叹

“新的观剧体验时代已经到
来”。

吴 翔

《两个人的世界》开播
国内首部8K电视剧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