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文化
Email:jlrbBS3BS@163.com 电话：（0431）88600592 2021年6月22日 星期二 编辑 王洪伟

作为我省重要的文化坐标，集历史与

艺术于一身的省博物院每天迎接着各地

游客，向人们讲述着东北大地沧桑而深沉

的故事。

省博物院现有文物藏品12万余件，

始自远古、及至现代，精华荟萃、内涵丰

富。其中高句丽、渤海、辽金时期的文物

以及中国历代书法绘画、东北抗日联军文

物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另外，中国历代

陶瓷器、萨满民俗文物品也有一定的收

藏。省博物院特别推荐了以下几件“镇馆

之宝”，以供读者了解与欣赏。

中共吉林特支第二交通站
隐藏文件用的花瓶

省博物院珍藏有一对花瓶，记载着身

处吉林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抗日

战争时期作出的伟大贡献。

1933年初，中共吉林特支在吉林市

河南街富裕胡同建立了党的秘密交通站，

周建华担任站长，妻子闫庆莲为联络站工

作人员。自此，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段

惊心动魄的日子。在日伪反动统治的压

迫下，夫妻二人将党的文件和传单藏在这

对花瓶中，上面插满鲜花，以避开敌人耳

目。每到夜深，夫妻俩就用毯子把窗户蒙

上，在灯下书写抗日传单和标语，再连夜

张贴到工厂、学校等大街小巷。杨靖宇、

冯仲云等都曾到过交通站，冯仲云曾在这

里向吉林党组织传达党的“一·二六”指示

信。

1933年5月交通站遭到破坏，据闫庆

莲回忆，在撤离交通站前，光烧毁的文件、

传单和标语就煮熟了一锅高粱米饭。

1963年，闫庆莲将这对花瓶捐赠给省博

物馆，并讲述了这段难忘的革命经历。

契丹文八角铜镜

镜子，从古至今都是人们不可或缺的

生活用品。古人用镜，不仅用来映照妆

容、装饰居所，还用它来寄托相思、辟邪祈

福。图中这件契丹文八角铜镜，正是省博

物院收藏的十大国宝之一。

契丹文八角铜镜的发现很偶然，1971

年6月，大安县红岗子公社永合大队小学

的一名学生在劳动时无意间将它挖了出

来。

这面铜镜呈八角形，直径26厘米，厚

0.9厘米。镜面光亮可鉴，镜背中央为一半

球型钮，高1.4厘米。铜镜的铭文共五行，

从右到左竖读，大意为“時不再来，命数由

天，逝矣年华，红颜白发，脱超网尘，天相吉

人”。即便对镜子的主人并不了解，也能通

过文字的释读，感受到镜子主人感叹人生

短暂以及对过去美好事物的眷恋。

铜镜刻有“济州录事完颜通”七个汉

字的边款，为金人所刻，表明此镜为金人

沿用。“济州”的地理位置大致在辽代的黄

龙府（地处今长春市农安县境内），“录事”

是掌管文书的官职，完颜通是金人的名

字。金历经与辽的战争，与南宋的对峙，

连年用兵，铜禁极严，境内铜镜都要经过

官府签押。这面辽代铜镜到了金朝后，可

能是完颜通继续使用，也有可能是当时被

他签刻过。

这面铜镜最具历史价值之处是镜背

铸造的契丹字铭文。省博物院收藏的这

面铜镜是国内现存书写契丹文字的铜镜

中镜面最大、文字最多的，对研究辽代历

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汉白玉耳杯

耳杯，又称羽觞、羽杯，由于杯子两边

各有一条微翘的“手柄”，看上去有如杯子

的“耳朵”，由此被称为耳杯。早在周代耳

杯就已出现，战国至两汉时期最为流行。

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写“流觞曲水”的

“觞”即是耳杯。目前，我国出土的耳杯多

为陶器，也有比较珍贵的漆器。于秦汉之

际出现的玉制耳杯则多为宫中器具，珍贵

且罕见。

这件汉白玉耳杯于1958年在集安市

出土。据专家考证，这件耳杯是用新疆和

田玉打磨制作而成，制作精良、洁白晶

莹。专家们推测，它大约是公元2、3世纪

由中原王朝流入当地，很可能是中原王朝

赏赐给当时高句丽达官贵人的礼物。

从中原辗转来到东北边疆的白玉耳

杯，跨越万水千山，时隔两千余年，仍然端

庄优雅，莹白如初，堪称汉魏玉器中的精

品。

《百花图》卷

《百花图》卷曾是陪伴在大收藏家张

伯驹身边的最后一件“国宝级”文物，是国

家一级文物。

《百花图》卷共绘有17段，其中绘有

荷花、长春花、蜀葵、黄蜀葵等花卉11段，

每段都有小楷书写花名与干支，此外还有

赋诗。画面素雅美观，工笔重彩与娟秀字

迹相得益彰，交相呼应。

这幅画作曾在乾隆时期被编入《石渠

宝笈》初编，后由溥仪之弟溥杰携带出宫，

藏于长春伪满皇宫，几经辗转被张伯驹收

藏。张伯驹曾有诗句“白头赢得对杨花”，

其中“杨花”指的便是这幅画作，晚年时他

将此卷捐赠给省博物馆（省博物院前

身）。这幅画作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

位，主要由于它是我国现存文献记载中最

早的一件女性画家作品，根据卷后明代三

城王朱芝垝的题跋，一般认为该作是南宋

宁宗皇后杨妹子，也即跋中所称“杨婕妤”

的作品。

《百花图》卷能够以完好的面貌展示

于省博物院，有赖于张伯驹的贡献。曾担

任省博物馆副馆长的张伯驹将个人收藏

的大量历代书画作品捐献出来，让世人能

够于今日在省博物院欣赏到丰富的书画

藏品。省博物院专门开辟“张伯驹馆”，以

纪念这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守卫者。

定窑白釉梅瓶

定窑白釉梅瓶是1980年在舒兰县小

城乡完颜希尹家族墓地出土的。

梅瓶，以小口、短颈、丰肩、瘦底、圈足

为特征，造型优美，可以说是中国瓷器的

第一造型，历史上几乎各大窑系都有。据

说梅瓶的得名就是因口小仅能用来插梅

花而来。梅瓶这种器形得名比较晚，在历

史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经瓶”，这与宋代

皇家的讲筵制度有关。

宋辽金时期，定窑是著名的瓷窑之

一，以产白瓷而驰名。这件定窑白釉梅瓶

即是产自当时的定窑。

“手拧牙咬破除障碍”旗

“手拧牙咬破除障碍”旗是国家一级

文物。

1947年2月5日，东北民主联军第三

纵队七师十九团七连受命主攻敌人的西

南山阵地，狡猾的敌人早已在我军的必经

之路设置了鹿角砦、铁丝网等重重工事，

为了保证主力部队按时发起总攻，七连六

排二班的战士们抓紧时间用尽全力拆除

障碍。冲在前线的几名小战士用手拧、用

牙咬，突破了障碍，历时九个昼夜的二保

临江战役，实现了两战两胜。

（本栏图片由省博物院提供）

探秘省博物院“镇馆之宝”
本报记者 裴雨虹 实习生 宋琳

长影创拍的经典电影《上甘岭》成为激

励人心，鼓舞斗志的重要媒介，发挥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而这部影片的主题曲《我的

祖国》更是响彻祖国大地。在此，我想介绍

一下这首优秀歌曲的几位创作者背后的故

事。

电影《上甘岭》是长影1956年拍摄的

经典影片，其主题曲《我的祖国》把导演沙

蒙、词作家乔羽、作曲家刘炽、歌唱家郭兰

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年，影片拍竣后，

导演沙蒙便有个美好愿望，希望为影片创

作一首高质量的主题歌曲，期待人们唱起

这首歌，就会想起这部电影。为此，他先邀

请乔羽创作歌词。正在江西出差的乔羽高

兴地接受了邀请，并从南昌乘车到上海，又

转车到达东北长春，住进了长影招待所小

白楼。他从构思到成稿整整用了10天时

间，终于交出了高质量的答卷。导演沙蒙

拿起《我的祖国》歌词，看了几遍，感觉甚

好。只是觉得“一条大河波浪宽”，显得小

气点儿，于是与乔羽商量：“为什么不写万

里长江波浪宽呢？那不是更有气势吗？”乔

羽微笑地说：“长江气势虽大，只有生活在

长江边上的人才有体会，而更多的人并没

有住在长江沿岸，会在心理上产生距离感，

如果从对家乡的情感层面考虑，不管你是

哪里的人，家门口总会有一条河，只要你想

起家，常常会想起这条河……”沙蒙听后，

面露笑意，立刻表态：“好，你说的有道理，

就是一条大河了！”接着，导演沙蒙又邀请

作曲家刘炽作曲，并创作主题歌。他希望

刘炽以民歌风为基调谱曲。刘炽应邀，也

心领神会地住进了招待所的小白楼，开启

了独特的创作生活。他几乎断绝了与外界

的一切来往，并请服务员帮帮忙：“小同志

啊，这几天有客人来访，我就不见了；信件和报纸，我也不看了，你

先替我保留着；吃饭呢，也请你帮我送上楼来，谢谢了。”为了专心

闭门创作歌曲，免于打扰，刘炽竟在门上贴着一张字条，上写着，

“刘炽死了！”这真是，男人要成功，就必须对自己狠一点儿。刘炽

深知，乔羽的歌词写得好，我的歌曲也要谱得好，这才会相得益

彰。既然这首歌要唱给志愿军的战士们，要唱给全国的老百姓。

那就必须要找到最贴近人民群众的情感，最接近民歌风的音乐旋

律，进而进行艺术创作。于是他从100多首广为人们喜爱的歌曲

中选出20首，又从20首里选出10首，最后挑出1首作为参考基调，

反复体会旋律，寻找创作灵感，致使主题歌曲谱写完成，沙蒙导演

十分满意。当年，刘炽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8个字可以概

括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内心世界，即纯洁、深情、火热、优美。我的

曲调就是要重点写出这8个字的神韵，记得写到副歌时，我好像也

置身于当年的坑道中，和战士们一起合唱着，一起被鼓舞着，也一

起流着泪水……”看来，作词作曲堪称完美，那么由谁来演唱呢？

当时，很多知名的歌唱家都被请来试唱，但都无法让刘炽完全认

可。情急之下，乔羽想到了刚刚调进中央歌舞剧院的郭兰英，便推

荐她前来试唱。郭兰英高兴地来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

她一开口一亮嗓，那种甜美亲切朴实无华的嗓音，便让刘炽和在场

听众深为折服。这次刘炽情不自禁地当即表态：“定了，定了，就是

她了！”站在一旁的导演沙蒙也是泪光闪闪。

这首《我的祖国》主题曲，是在设备最好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录制完成的。录音后仅过两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播放了这首

经典的歌曲，当时电影《上甘岭》还没有上映，全国听众都沉浸在

“一条大河”的歌声中，无数人都在哼唱着“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

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船上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

白帆……”

从此，“一条大河”奔流不息，深情地流淌着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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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清风文旅专业合作社在安图县纪委包保村龙泉村

举行揭牌仪式，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这是安图

县纪委监委推行廉政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又一行动和举措。

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李云表示：建立清风文旅专业合作

社，有利于特色产业整合，统一管理、统一运营、统一品牌，形

成产业发展合力。此外，对推动廉政文化普及，助力乡村振兴

具有现实价值和意义。

据龙泉村党支部书记柏金凤介绍，合作社目前已发展社

员91名，主要从事种养植、深加工、餐饮、民宿、文旅等产业。

县纪委监委组织龙泉村村民开展烹饪技能培训，以廉文化撬

动餐饮产业发展，创作了新颖别致、创意独到的“清风珍馐”，

助广大学员技能培训。

清风文旅专业合作社包含清风民宿、学堂沟等12个廉政

教育品牌，形成一条可游可赏的清风品牌线路。其中清风学

堂已被延边州委组织部和州委党校授予延边州干部培训基

地，截至目前已接待省内外学员4000余人次，有效推动了餐

饮和民宿的发展。

清风文旅专业合作社的成立，开辟了龙泉村壮大村集体

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径。去年以来，安图县纪委监

委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立足职责定位，找

准廉政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结合点和着力点，大力推进廉

政文化进乡村建设，培育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他们创作了一

批廉政主题精品，营造了知廉、学廉、崇廉、尚廉的浓厚氛围。

安图：廉政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葛凤昆

在画家李廷先笔下，东北的千里雪原、

万家小院呈现出一种静谧、祥和、丰盈的生

动意象。“我喜欢雪，更喜欢在雪后静观，它

能使我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宁静与磅礴。雪

后的旷野犹如凝固的白色江海，开阔胸襟，

涤荡尘疲。”李廷先说。

李廷先首次接触绘画是在进入大学的

第二年。刚刚参加课外美术小组的他，遇到

了一位促使他走向国画艺术道路的老师，那

就是画家袁武先生。袁武先生激发了李廷

先对绘画的热爱天性，教导他接受了专业的

美术训练，为日后的关东农家雪景风情绘画

打下坚实的基础。那细腻纯情的描绘、鲜活

生动的笔墨，仿佛是心田中涓涓涌出的溪

流，倾诉着李廷先对乡土的热爱。

心怀虚灵气，笔成天地功。面对一张张

洁白的宣纸，李廷先有着无限遐想，而笔墨在

宣纸上留下的痕迹，使他的想象逐渐清晰，作

品《家园祥瑞》便是他对心灵家园追求的真实

精神写照。铺满积雪的草垛柴门与榆树掩映

的院落里，挂满了金灿灿、黄澄澄的玉米。黑

白画面中的一抹金黄夺目而出，笔法挺劲、构

图严谨，绘出了典型的东北农家小院，画中蕴

含的收获与祥和扑面而来，极富笔墨趣味。

与《家园祥瑞》异曲同工的还有作品《瑞雪

融春》。背靠起伏的山坡，依然是柴草垛、依然

是金玉米、依然是篱笆院落飞雪融融……但远

方点点飞鸟，预示着明媚春光的即刻到来。“窗

含西岭千秋雪”是何等壮美的意境，雪落村庄，

给淡泊的乡村生活平添了意趣与生机。饱含

画家匠心之处在于，在这幅画作里，你可以随

意截取画面的任何一部分，都能构成另一幅

画。它蕴含着画家娴熟别致的构图巧思，展现

了中国山水画谋篇布局的传统精粹。

与两幅典型东北农家小院雪景不同，作

品《春雪如诗》包含了东北的千里雪原、万家

灯火，色彩素雅，意境十足。画面上雪岭逶

迤，屋舍古朴，屋顶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好似

捂盖着一层厚厚的棉被。金黄玉米与大红

灯笼的色彩点缀，平添几丝生机与喜悦，令

落满雪花的小院陡然有了诗情画意。画作

既有西方风景画的取景方式，又具中国山水

画的意象特征，用色考究，气韵生动。

融情于景是诗词作家常用的一种技法，

而画家同样有着融情于画的方式。在谈到

为何独独对东北雪景如此偏爱时，李廷先表

示，“一个画家应该立足于本土，从本土风土

人情出发，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我出生于

吉林省榆树市，从小生活在农村，劳动人民

的劳动场景深深刻在我的脑子里。在对玉

米、农舍、柴草垛作为表现对象的过程中，逐

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语言。我想

通过笔下的关东雪景告诉大家，关东瑞雪不

是凄凉的、萧瑟的，而是祥瑞的、丰收的。”

在绘画选材方面，李廷先不独以画雪见

长。除了以瑞雪为题材的画作外，还有对社

会底层普通人的真实描述。那些温馨亲切

如邻家的场景和表情，就是我们熟悉的人情

世界。《冬闲》系列，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老榆树下、柴草垛旁，一副副面孔、一张张笑

脸，每个熟悉农村生活的人，会有一种似曾

相识的亲切感。大千世界中的奇妙万象，在

画家眼中皆是借物抒情的载体，从取势到意

境，从气象到情致，心、物、笔、墨融为一体，

使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

画家李可染曾说：“意境是山水画的灵

魂。”优秀的作品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对

画家而言，所谓“高于生活”就是不能对生活

进行简单的原样照录，而是善于营造意境，

这也是体现画家“匠气”与“才气”的分水

岭。绘画需要技巧，但技巧并不是绘画追求

的终极目标，而是画作呈现的内涵，也就是

作者在作品中倾注的思想和情感。在传统

的绘画中，有“骨法用笔”一说，在画家李廷

先这儿，便是“心法用笔”。何谓“心法用

笔”？万象映心而心照万象，笔随心动而心

生笔法，笔墨者，心也、情也。仔细揣摩李廷

先的用笔，你会发现虽然纤毫毕现，但又笔

笔中锋，疏可走马，密能透风，巧针细线，连

绵不绝，“如乐之和，无所不谐”。

一笔能画天下景，瑞雪善寄乡土情。在

绘画之路上，李廷先是幸运的，他遇上了优秀

的良师益友。李廷先也是刻苦的，一点一线、

一笔一墨从不懈怠。我们期待着画家李廷先

以赤子之心、乡雪襟怀，继续描绘雪景国画的

极致之美，表达关东农家的祥瑞风情。

笔下瑞雪绽芳华
——访省书画院画家李廷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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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吉林特支第二交通站隐藏文件用的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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