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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党百年，上海公布 11项重点活动
本报讯 5 月 20 日，中共上海市委在

中共一大纪念馆举行新闻发布会， 市委

常委、 市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介绍了上

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重点活

动安排，以及做好建党百年宣传教育、红

色文化保护传承等有关情况。

今年是党的百年华诞， 作为党的诞

生地和初心始发地， 上海市委作出周密

安排，推出 11 项重点庆祝活动。

经党中央批准 ，以上海市委名义举

行上海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

7 月 1 日前，举行中共一大纪念馆开

馆暨 “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

历史陈列”展览开幕仪式。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

传教育，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推动事业发展开创新局。

7 月 1 日前，颁布《上海市红色资源

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通过加强法

治保障，更好保护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

因。 7 月 1 日前，完成“一馆五址”等重要

场馆及旧址的建设修缮改造。 近期还将

发布《上海红色文化地图（2021 版）》。

举办上海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理论研讨会、第五届“中国共产

党的创建与上海”学术研讨会等。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配合做好“七一

勋章”颁授、全国“两优一先”评选表彰、

“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颁发工作。 开展

上海“两优一先”评选表彰。

举办上海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晚会。 组织全市文艺院团

开展主题文艺演出。 今年全年，全市 18

家市级国有文艺院团和 3 家区级国有文

艺院团围绕建党百年主题， 将推出 413

场演出， 其中 “五个新城” 和基层演出

156 场。 同时，指导基层开展丰富多彩的

群众文化演出。

围绕“建党百年”“全面小康”主题 ，

推出两批 52 部重点文艺创作项目，包括

电影《1921》《望道》《大城大楼 》等 9 部 ，

电视剧《功勋》《光荣与梦想》《大国担当》

等 11 部，戏剧舞台作品《山海情深》《百

年颂 》《晨钟 》等 20 部 ，文学 《千里江山

图》等 3 部，纪录片《理想照耀中国》等 4

部，还有广播剧、歌曲、美术等项目。

“七一”前夕，组织开展走访慰问获

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 生活困难

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 、因公

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以及时代楷模、全国

道德模范等各类先进模范人物活动。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

育，深入实施“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传

承弘扬工程，以“永远跟党走”为主题，组

织开展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整合全市档案馆、美术馆 、博物馆 、

纪念馆等各类红色资源，组织专题展览，

持续推出红色旅游经典线路， 同时积极

推动长三角红色旅游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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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5 ?
21 日电 上海是中国

共产党诞生地， 拥有

丰富红色资源 。 21

日， 上海市人大常委

会会议表决通过 《上

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

扬和保护利用条例》，

明确上海将建立红色

资源名录制度， 并设

置相关纪念标识 、保

护标识。同时，建立红

色资源名录数据库 ，

健全信息共享机制。

条例将于今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这部地方立法共

八章 58 条，对红色资

源作出界定： 指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 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 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所形成的

具有历史价值、 教育

意义、 纪念意义的下

列物质资源和精神资

源， 其形式包括重要

旧址、 遗址、 纪念设

施 ，重要档案 、文献 、

手稿、 声像资料和实

物等。

针对红色资源相
关主体的复杂性 ，条

例规定建立上海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

保护利用联席会议机制， 主要成员单

位由党委领导下的上海市、 区两级以

宣传、党史研究、档案、文化旅游、规划

资源、 住房和城乡建设、 退役军人事

务、教育等部门和机构组成。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丁

伟介绍，条例具有系统性、全面性，并

重视红色资源的传承弘扬， 不仅体现

在条例名称中，还设专章予以规定，篇

幅约占条例全部内容的四分之一。 根

据条例，上海将在每年“七一”前后集

中开展红色主题活动，在国庆节、清明

节、劳动节、烈士纪念日以及重大历史

事件纪念日、重要战役纪念日等节点，

组织开展各类纪念活动。

条例也为相关文创开发提供支

持， 鼓励利用红色资源开发文化创意

产品， 将取得的收入用于加强红色资

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藏品征集、继

续投入开发等。

舞台之上，呈现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百年征程
本报记者 何晶

上海推出一批优秀舞台作品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悠扬舒缓的 《渔光曲》，局

促的里弄厢房和逼仄的老式电

梯， 忙碌的报馆和柔然的裁缝

店……上海解放前夕， 一群人

战斗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他

们坚守信仰，忠贞不屈，视死如

归， 他们的生命停留在急促却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 今年 4 月，

上海歌舞团原创舞剧 《永不消

逝的电波》 入选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术

作品展演名单，同时，上海推出

一批优秀戏剧舞台作品， 庆祝

党的百年华诞。 筚路蓝缕奠基

立业、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百年

征程的每一个历史瞬间在舞台

上被重现、被铭记。

“一百年前，李大钊等先烈

们敲响了晨钟， 我们要把晨钟

敲得更响。 ”上海歌剧院原创歌

剧 《晨钟 》，将李大钊等中国共

产党创始人喻为以生命唤醒民

众 、呼唤黎明的 “晨钟 ”，他们

“寻道 、行道 、殉道 ”，革命先驱

者们上下求索、 慷慨赴死的革

命精神回荡至今。 正如编剧姚

远所说：“我从李大钊先生从留

学日本开始， 一直写到了他的

牺牲。 结束全剧的时候，用了几

个问答：你痛苦吗？ 我痛苦。 你

回头吗？不回头。你这样是为什

么？为了四万万劳苦同胞！我觉

得这就是李大钊的精神所在 ，

也就是共产党的精神所在 。 ”

100 多年前敲响的“晨钟”，开启

了百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员

不忘初心、 浴血奋斗、 艰苦开

拓， 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伟大征程。

精神感召青年， 为了共同

的信仰他们相聚在一起。 上海

芭蕾舞团推出的芭蕾舞剧 《宝

塔山》 描摹了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 他们

与当地村民同生活共劳作 ，开

展文艺创作，吹响抗战的号角，

在气势十足的 “开荒舞 ”、优雅

轻快的 “纺织舞 ”中 ，他们进步

成长， 男女主人公的戏服从时

髦的呢马甲、 西装西裤和真丝

喷绘连衣裙，到军装、绑腿军裤

和白衬衫、蓝色过膝裙，青年们

在延安实现了人生的转变。 他

们用炙热的青春浇灌贫瘠的土

地， 用昂扬的斗志沸腾民族的

热血， 将自己蓬勃的生命献给

这片深情大地。

以青春之我， 创建青春之

国家、青春之民族，在百年征程

中，一代代青年为此奋斗。 1931

年 ，李求实 、柔石 、冯铿 、胡也

频、 殷夫五位左联成员在上海

龙华牺牲。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上海戏剧学院、 上海文慧沪剧

团先后推出话剧《浪潮》《前哨》

和沪剧《早春》纪念他们。 当他

们牺牲的那一刻， 五烈士的灵

魂在意识世界中聚齐， 叩问自

己到底为何而死、 探讨死亡的

真意、寻找选择革命的初心。 这

是 《浪潮》 的开篇，“他们问自

己、也问这个世界，死亡是因为

开枪的士兵吗？ 是因为在东方

旅社的那次会议吗？ 是因为文

学吗？ 又或者，是因为爱与信仰

吗？ ” 在这场关于死亡的探讨

中， 五烈士各自不同的人生经

历缓缓展开。 兄弟、伙伴、师生、

姐妹、家庭……有背道而驰，亦

有志同道合，更有前赴后继。 最

终，五烈士在回溯的过程中，找

到了自己信仰的基石， 他们殊

途同归， 愿意为无产阶级革命

献出年轻的生命，无怨无悔。

为了革命事业矢志不渝 ，

无怨无悔， 这是共产党人的精

神。 如同《永不消逝的电波》的

人物原型李白一样，沪剧《一号

机密》 主人公陈达炜的原型人

物陈为人， 白天在自家的湘绣

店做生意打掩护， 一到晚上就

紧闭门窗，拉严窗帘，在昏暗的

台灯下通宵达旦将党中央的机

密文件转抄到小纸片上， 以缩

小文件体积。 重重叠叠的石库

门建筑里， 红色基因的星星之

火燎原，戏剧的尾声，陈为人夫

妇的照片被投射在舞台上 ，许

许多多参与过“中央文库”保管

工作的人物照片也一一闪过 。

1949 年 9 月 14 日，最后一任地

下保管者陈来生将其安全送到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所有文

件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

点的损伤， 完整地交给了党中

央，曙光就在眼前。

“几曾迷雾遮望眼，几曾前

路茫茫然。 如今那喷薄红日终

出现，古老中华换人间。 ”这是

上海京剧院现代京剧《换人间》

的最后一句唱词， 昭示着一个

新的开始。 该剧改编自刘和平

作品 《北平无战事》，1948 年至

1949 年间的北平城内， 中共地

下党员方孟敖、谢培东、程小云

等为了古城的和平解放， 舍生

忘死与敌人周旋。 该剧的动人

之处， 导演曹其敬认为是相互

交织的多层次情感 ， 父子 、父

女、知己、夫妻、袍泽之情，在这

之后是一种更深厚、 神圣的情

感 ，对民族命运 、国家前途 、革

命事业所怀有的一种赤子深

情。 “正是这份大爱大情，使这

些奋战在地下斗争第一线的革

命者在重大关口做出了无怨无

悔的选择，为了大爱大情，他们

不惜割舍亲情。 ”

苦难中铸就辉煌、挫折后毅

然奋起、探索中收获成功、失误

后拨乱反正、 转折中开创新局、

奋斗后赢得未来。上海越剧院越

剧《山海情深》就是一部奋斗建

设史， 以一对上海援黔父女，一

对苗家婆媳从隔阂到理解的情

感历程为贯穿，一方面是苗家妇

女对夫妻团圆的渴望和追求，另

一方面是上海扶贫干部帮助苗

寨发展产业化经济，吸引劳动力

回潮，展现了扶贫干部、志愿者

和留守苗女们共同努力建设家

乡产业的故事。 山海之间，舞台

之上，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

改革、复兴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

百年历史。

上海是一座红色的城市 、

英雄的城市， 为艺术创作提供

了取之不竭的素材。 上海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

舞台艺术作品， 在尊重历史的

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融入

青春色彩、 红色记忆、 浪漫情

怀、 谍战氛围、 建设创新等元

素， 全新的美学表达和艺术呈

现样式， 真情实感与时代性共

存。 一代代革命者和建设者，因

为有坚定信仰， 做出了不平凡

的事业。

芭蕾舞剧《宝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