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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向婧 吴凡）
3月 4日，由遵义市文化旅游局、遵
义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办，遵
义市博物馆、遵义市美术馆、遵义师
范学院承办的“烟雨百年——刘耕
阳先生书画作品展”开展。展览将
持续到 4月 20日，市民可前往市美
术馆1号和3号展厅免费参观。

刘耕阳，亦作赓扬，谱名锺皋，
别号朱章。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4月14日生，遵义人。1924年毕
业于遵义中学，师从清末遵义举人
李次乾（道堃）。1936年任遵义女
中教员，1937年赴沪报考上海美术
专科学校，因战争影响返遵，于城成
小学、玉锡中学及遵义师范学校执
教。1949年后任教于遵义中学、遵
义二中、遵义师范、遵义一中、遵义
师范专科学校。2001年 1月 20日
辞世，享年 96岁。留存遗著作《刘
耕阳诗词选》《耕阳杂记》《耕阳九十
纪念》《论语汇编》《说文古籀四补》
《刘耕阳日记》及若干书画印作品。

生前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书法家协会
顾问、贵州省诗词学会顾问、中国老
年书画研究会贵州省分会顾问、遵
义地区文联名誉主席、遵义地区书
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遵义市政协书
画院顾问等。

刘耕阳先生是贵州当代著名的
文化学者、书法家、画家。先生受沙
滩文化浸润，在文字学、训诂、诗词、
书画等方面卓有成就，留下了大量
文章和书画作品。先生懿德高风，
执教一生，桃李天下，为遵义教育事
业奉献了毕生心血。

“为表达对刘耕阳先生的崇敬
与怀念，我们在贵州画院（贵州美术
馆）、贵州省民盟美术院、贵阳孔学
堂文化传播中心的支持下筹办了此
次展览。共展出刘耕阳先生书法、
绘画、信札、文献、老照片等近 260
件，充分体现先生严谨、专注的治学
态度，反映了先生对国家、民族和优
秀传统文化的热爱。”遵义市文化旅

游局副局长韦祎说。
在开幕式上，刘耕阳先生家属

分别向市博物馆、市美术馆各捐赠
了一件作品。此外，由市博物馆编

纂、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刘庚
扬（耕阳）书画选》首发式和“刘耕
阳先生书画作品展”学术研讨会同
时举行。

“烟雨百年——刘耕阳先生书画作品展”开展

本报讯 （记者 向婧）3月 3
日，娄山红迹·红军长征在桐梓陈
列馆、中央红军桐梓医院陈列馆、
海军学校陈列馆经过修缮和改陈
提升，正式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娄山红迹·红军长征在桐梓陈
列馆位于桐梓县海校街道武胜路
48 号，1935 年，红军长征到达桐
梓，红一军团直属队及保卫局就驻
扎于此。

2018年 8月，贵州省人民政府
以“桐梓红一军团直属队及保卫局
驻地旧址”命名并公布其为贵州省
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 1月 9日，
被桐梓县人民政府列为桐梓县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同年11月8日，被为
遵义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该馆现有7个展厅，分为“剑指
雄关，掩护遵义会议”“跨越雄关，实
现伟大转折”“再越雄关，踏上百年
新征程”三部分内容。展示了 1935
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先后两次转
战桐梓，打击黔军，阻击川军，推进

黔北苏区形成，保卫遵义会议召开
的经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
财，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播下革
命火种，得到长征以来的最长时
间休整和重要战略补给，为中央
红军后续行动乃至顺利完成战略
转移提供重要保障的过程，中央
红军在桐梓使用过的部分物品，
当时的一些文史资料和根据资料
复原的部分场景雕塑；桐梓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不同时期
的缩影图片。

中央红军桐梓医院陈列馆位于
海校街道荣德山公园旁，1935年 2
月 24日，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抵达
桐梓县城后，红军野战医院随即
到达桐梓，就驻扎于此。1985 年
11月 2日成为第二批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该馆利用部分文史资料以及当
时使用过的部分医疗器械，展示了
红军医院的发展过程；中央红军红
一军团占领桐梓后，干部休养连和

红一军团野战医院利用短期休息时
间，发挥聪明才智，就地取材，全力
开展突击治疗，创造了 80%以上的
伤病员治愈归队的重大奇迹；桐梓
人民竭力帮助医治红军的军民鱼水
情相关故事等。

海军学校陈列馆位于海校街道
文笔路。该校前身是福州船政学
堂，是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号称

“中国海军的摇篮”，于1938年10月
迁至桐梓县城。在当地办学时间长
达 8年，史志学界也有人因此将桐
梓誉为“高原战舰”。

桐梓海校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
岁月里，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军
事、航海和科学人才。1999年 8月
被列为遵义市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2006年 1月被贵州省人民政府
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该陈列馆共有3层，砖木结构，
有阁楼、耳楼，颇为壮观。经过文保
单位修缮过后，现在的一层为复原
厅，二层为历史陈列厅，三层为邓兆

祥专题陈列馆。
在复原厅，复原了当初的教师

办公室、学生宿舍、教室，重现了海
校师生教学、生活的部分场景。

在历史陈列厅，分“创办船政，
师夷制夷”“娄山润育，高原战舰”

“莘莘学子，情系母校”“天下之治，
民族振兴”“人民海军，走向深蓝”5
部分内容。通过文史资料、场景雕
塑展现了中国近代航海教育和海军
教育的发展过程，海军学校在桐梓
办学年间的教学过程、开展课程、校
园生活。陈列厅内还展示了海校学
子重返母校时留下的珍贵照片，海
军学校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在国防、
科技、教育等方面作出贡献的事迹，
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部分海
军装备模型。

3 个陈列馆留存着珍贵的记
忆，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 9点至下
午 5点，观众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免
费参观。

桐梓县三个陈列馆对外免费开放

本报讯 （记者 向婧）近日，
“百万雄师过大江——渡江战役图
片展”在四渡赤水纪念馆开展，由
渡江战役纪念馆、四渡赤水纪念馆
共同主办，展期至3月31日。

渡江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追

击阶段第一个大的战役，中国人
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南
京。为此，毛泽东写下了气势磅礴
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其中“百万雄师过大江”一句是渡
江战役的生动写照。

该图片展以渡江战役进程为
主线，分“战前形势”“战役准备”

“突破江防”“战役胜利”“人民支
前”“英烈业绩”6个章节，通过各
个阶段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相关
的图片，突出展示了中共中央运

筹帷幄以及人民踊跃支援前线等
重要内容，立体、生动地再现了
400 万军民同仇敌忾“打过长江
去、解放全中国”的恢宏历史篇
章，讴歌了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
胜利。

“百万雄师过大江——渡江战役图片展”
亮相四渡赤水纪念馆

本报讯 （记者 向婧）近日，
遵义市图书馆 2022年“听见多彩
世界”无障碍电影放映活动启动，
30名视障读者及家属参与了首场
观影活动。

据了解，无障碍电影是在原创
电影基础上增加故事画面解说、对
白手语、声源字幕，采用先进技术
与专业设备合成的专供老年和残
疾人群体，尤其是盲人和聋哑人都

能“看”的电影；将电影镜头画面、
角色神态和动作、人物关系和结果
等转换为听觉语言，“说”给视力障
碍者听，让他们了解电影的内容，
享受电影艺术乐趣。

接下来，遵义市图书馆将充分
利用馆藏资源，根据特殊群体读者
需求，采取不定期方式放映无障碍
电影，尽力满足老年人群、残疾人
群体精神文化的需求。

遵义市图书馆

开展无障碍电影放映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向婧 吴
凡）3月 4日，舞台剧《奥特英雄之
银河格斗——粉碎阴谋》在遵义大
剧院上演。

据了解，“奥特曼”自 1966年
诞生起便风靡全球，陪伴了无数孩
子成长,是几代人的童年与回忆。
该舞台剧延续“奥特曼”系列剧集
的内容，剧情扣人心弦。剧中，为

了守护银河的安全，前辈英雄与新
生代战士携手战斗，给观众带来了
不一样的感动。

该舞台剧引进了原汁原味的
“奥特曼”系列剧集同款拍摄道具，
在实景舞美基础上，采用顶尖全景
光影技术，展现特摄美学，带来震
撼视觉体验。

舞台剧《奥特英雄之银河格斗——粉碎阴谋》
在遵上演

本报讯 （记者 一丁）汇川
区泗渡镇将特色产业、地域文化
和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实现了多
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夯实了乡村
振兴基础。

该镇充分挖掘当地地域特色，
发挥人文、生态优势，助力文旅深
度融合；以诗词为媒，着力叫响“中
华诗词之乡”文化名片，开展内容
丰富、特色鲜明的诗教活动和群众

性文化活动，变文化魅力为发展活
力；立足优美的自然风光，用好毗
邻娄山关旅游景区的地理优势，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

近年来，该镇已打造十里樱花
长廊、牡丹园、青林后园、松江苗
寨等多个乡村旅游示范点，改造黔
北民居 4000余户，培育农家乐 28
家、民宿32家，拓宽了群众增收致
富渠道。

泗渡镇

文旅融合促产业兴

本报讯 （记者 向婧）近日，
赤水市文物局、赤水市文物保护中
心组织开展了不可移动文物保存
现状核查工作。

据介绍，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保
存现状核查，是一项重要的文物保
护基础性工作。该市各乡（镇、街
道）自行组织对辖区内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现状进行调查上报，该市文
物保护中心再进行筛选核查，到现
场查看，核查涉及文物类型主要有
古遗址、古建筑、石刻、古墓葬、近
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
一般不可移动文物。此举将为该
市历史文化资源探究提供有力的
保障。

赤水市

着力保护不可移动文物
观众参观“烟雨百年——刘耕阳先生书画作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