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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何春阳）
9 月2日，由重庆市委统战部主办，中
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承办的“汇聚各

方力量 挽救民族危亡——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主题展览”
正式开展。该展览通过文字、图片和文

物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功绩，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

本次主题展览共分为中流砥柱、风
雨同舟、不朽功勋、铭记历史 4个单
元。230多组珍贵照片和文物，生动展
示了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旗帜，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
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团结争取中间势
力、开展国际统战工作方面，与全国各
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
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风
雨同舟，凝聚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磅礴
力量。

此次展览展品中与抗战胜利相关

的国家一级文物《鲜继桢纪念册》——
鲜英女儿鲜继桢保存的抗战期间有许
多著名人士题字的纪念册，汇集了如国
民党官员冯玉祥、鹿钟麟、吴鼎昌，民盟
成员张澜、沈钧儒、张君劢、张申府、左
舜生、罗隆基，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诸
多抗战时期知名人士的亲笔题词，共计
52页。

农工党重庆市委会主委杜黎明观
看展览后表示，包括农工党在内的市级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将
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传承弘
扬统一战线光荣传统和伟大的抗战精
神，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十
四五”规划编制等重大课题，建睿智之
言、献务实之策。

据介绍，该展览展期3个月，将免
费向公众开放。广大市民可通过网上
预约或现场扫码预约的方式进入中国
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观展。

汇聚各方力量 挽救民族危亡

230多组照片文物再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功绩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胡雨彤

“铭记历史，就是为了让用鲜血和
生命凝成的伟大的抗战精神永存。”9
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浙江
90后游客李卓昊在重庆建川博物馆抗
战文物博物馆参观时，感叹不已。

讲好抗战故事，需要藏品支撑。重
庆建川博物馆开馆两年多以来，藏品数
量从4万余件增加到10万余件，馆藏
国家一级文物数量从60余件增长到
110余件，成为重庆民间博物馆中的佼
佼者。

“重庆建川博物馆目前拥有10个
主题博物馆，70%馆藏一级文物集中于
博物馆中的‘排头兵’抗战文物博物馆
里。”馆长樊建川说，利用防空洞打造独
具特色的博物馆群落、丰富展陈内容，
可以更加全面生动讲述抗战历史、传承
抗战精神，潜移默化地提升城市品质。

“日本投降矣！”
丰子恺画作生动定格民众

欢庆抗战胜利场景

墙面上，一个个鲜红的手印整齐排
列，呈现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步入
抗战文物博物馆，抗战老兵手印墙映入
眼帘，吸引观众走进抗战烽火。

“抗战时期，无数英雄手握大刀、长
矛，投掷手榴弹、埋地雷、炸碉堡，捍卫

了我们的国家，拯救了我们的民族。”樊
建川说。

抗战文物博物馆第十单元“伟大胜
利”部分，展示墙上“日本投降矣！”的大
字标语格外醒目。标语下方，陈列着
1945年8月15日发表“日本投降矣！”
报道的《大公报》。这五个力透纸背的
大字，表达了全国军民浴血抗战最后胜
利的欢欣之情。

《大公报》展台三步开外，陈列着一
件国家一级文物——著名书画家、文学
家丰子恺于1945年8月18日创作的
漫画《胜利之夜》。

“抗日战争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
艺术家汇聚于重庆。他们以木刻或漫
画的形式，用刻刀、画笔等工具，满腔热
情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丰子恺就
是其中之一。”四川美术学院中国抗战
美术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凌承纬教
授说。

记者看到，博物馆中展出的《胜利
之夜》描绘了一个四口之家看到和平曙
光时的兴奋之态。画面简洁，意味隽
永。在樊建川看来，丰子恺这幅在渝创
作的漫画，一方面是文化艺术瑰宝，另
一方面又为后世敲响了警钟，“在我看
来，后者的意义更为深远。”

“誓死为抗战奋斗到底”
珍贵文物讲述先烈英雄气节

“这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勿忘

历史，吾辈自强！”翻开观众留言簿，观
众观展感言涌入记者眼前。

彰显伟大抗战精神的文物，很多都
貌不惊人，但却感动着一位位观众。

“我和日本昨（作）战，我的腿上中
了一棵（颗）炮弹……我坚决打到底，没
有下（火）线！”展厅中，一个川籍老兵用
过的粗陶杯被放置在红布上，进入了记
者视线。光从外观看，它没有一丁点美
感，还有多个错别字，但其承载的精神
却感动了很多人。

据了解，抗战期间，在前线，川军英
勇杀敌，屡建奇功，许多川籍抗日将士
献出了宝贵生命；在后方，四川人民踊
跃捐款捐物，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
支援前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
献。

从一些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战火
硝烟中英雄的气节、英雄的精神。国家
一级文物《蔡良家书》，是新四军战士
蔡良于1938年8月17日书写的。泛
黄的新四军司令部笺纸上，有“日本鬼
子不驱出中国去，儿就不回家，誓死为
抗战奋斗到底”的誓言，表明其抗战决
心。

1938年6月27日，龙光贞寄信告
诉亲人，自己身在八路军军营，即将开
赴抗日前线。“把日寇赶出中国，才能回
家侍奉大人才报养育之恩。”记者看到，
国家二级文物《龙光贞家书》中的这句
话，写得慷慨激昂。

一个忘记英雄的民族，注定是没有
灵魂的民族，一个忘记先烈的国家，注
定是没有未来的国家。樊建川说，希望
观众通过这些展品，铭记抗战英雄的不
朽功勋，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
活。

将建海军历史主题博物馆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我馆接收的051型驱逐舰，将停
泊在九龙坡区一处江湾。但是，估计要
明年才能开放。”9月1日，樊建川在微
博上写道。

樊建川告诉记者，这艘驱逐舰运至
重庆后，将被改建成重庆建川博物馆海
军历史主题博物馆，作为国防教育和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向市民开放，成为长江
岸线上的一个靓丽景点。

“我们在这里接受采访的同时，有
多少人正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戍守边
关！他们是最可爱最值得尊敬的人。”
樊建川说。

据了解，重庆建川博物馆还将不断
建设令人耳目一新、具有唯一性和趣味
性的博物馆，吸引更多观众前来感受历
史。

樊建川说，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
同时，人民群众更加渴求从博物馆中汲
取文化养分和精神动力，“重庆建川博
物馆要为观众提供更多优秀精神食粮，
为重庆文化建设出一份力。”

“我和日本昨（作）战，我的腿上中了一棵（颗）炮
弹……我坚决打到底，没有下（火）线！”

——一位川籍抗战老兵

“日本鬼子不驱出中国去，儿就不回家，誓死为抗战
奋斗到底。”

——新四军战士蔡良

“铭记历史，就是为了让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伟
大的抗战精神永存。”

——浙江90后游客李卓昊

“这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勿忘历史，吾辈自
强！”

——一位参观者的留言

在重庆建川博物馆重温抗战记忆——

让伟大的抗战精神永存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胡雨彤

“沙坪小屋十分简陋，四周的墙壁
仅是篱笆涂以泥巴。因为墙壁不用砖
头，就很容易被硕大的老鼠咬破……”

著名书画家、文学家丰子恺
（1898—1975）先生长女丰陈宝在《抗
战时期的丰子恺》一文中，回忆了一家
人抗战期间在重庆的生活。

丰子恺是一位怎样的艺术家？他
的作品有何风格？他在重庆有哪些故
事？9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四
川美术学院中国抗战美术研究中心主
任、首席专家凌承纬教授。

凌承纬说，抗战大后方时期的美术
是一部非常独特的美术史，中国各地艺
术家将自己的艺术和民族的解放结合
起来，投身于抗日救亡的运动。其中，
最为突出的有两个画种，一个是版画，
一个是漫画，美术界将其称为抗战木刻
运动和抗战漫画运动。丰子恺是抗战
漫画运动中非常活跃的一位，创作了大
量表现大后方人民生活的作品，刊登在
抗战大后方的多种报刊上。

凌承纬介绍，他和团队成员最新学
术研究成果《刀与笔的战斗——抗战时
期大后方美术研究》将于今年出版。这
本书主标题的“刀”指的是创作版画的
刻刀，“笔”指的是创作漫画的画笔，其
中，就有关于丰子恺的研究成果。

他表示，包括丰子恺在内的众多艺
术家，在民族危亡之际，当中华民族面临
外来入侵者的野蛮侵略、轰炸、屠杀之
时，他们的爱国情被真正激发出来，在艺
术报国之路上勇敢自信地前进。正因如
此，中国艺术教育的血脉得以延续，民族
文化得以弘扬，民族自信心得以增强。

抗战期间，书画家丰子恺在重庆——

以笔为枪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重庆各界引起热烈反
响。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为指引，传承抗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奋斗。

告慰抗战英烈 激励中华儿女

英雄，是一个民族巍峨的精神丰碑。
民建中央外联委副主任、市政协副秘书

长王济光表示，作为民主党派成员，一定要继
承老一辈民主先贤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定理想信念，
恪尽党派职责，不惧艰难风险，努力奋发担
当。作为人民政协工作者，在国内改革发展
进入攻坚克难阶段，更要努力做好团结人心、
凝聚共识的工作，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安
定团结局面，坚决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
沉着应对历史考验，把个体的前途命运与国
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肩负
历史重担。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说，习近平
总书记总结概括了伟大的抗战精神。这种精
神不仅仅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更是面向全
世界的自信展示。这既是对抗战英雄、抗战军
民和死难同胞的缅怀与告慰，更是对今天全体
中华儿女的召示与激励。总书记提出的“五个
绝不答应”，就是在新时代弘扬、传承抗战精神
的新内涵，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是指引
我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号角，也是向全世
界的庄严宣示。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毛
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和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在重庆培养了伟大的红岩精神，从而
充实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宝库，丰富了中华民
族抗战精神的内涵，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
族的宝贵财富。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感恩奋进，再次出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
标而奋斗。

9月3日晚，重庆警备区警卫勤务队教导
员马力和全队官兵一起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马力说，作为军人，我们必须认
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努
力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党史军史，切实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做到听党指挥。每
一名军人都应该时刻树牢备战打仗思想，立足
本职勤学苦练、精武强能，熟练掌握手中武器
装备，确保有任务就能顶得上，急难险重任务
勇挑重担、敢打敢拼，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
的各项任务。

汲取精神动力 传承抗战精神

硝烟散尽，英雄不朽，精神长存。
梁平区蟠龙镇蟠龙村老党员唐登柏已91

岁高龄，在收看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表
示，“我的不少战友为抗日战争付出了鲜血和
生命，而我有幸活了下来。我会将爱国作为本
分和职责，讲好自己的抗战故事，让更多年轻
人筑牢信仰的基石、振奋精神的力量。”

重庆市教科院历史教研员黄开红说，从历
史教育角度出发，对于青年学生，我们既要让
他们充分认识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华民族和
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更要让他们充分领会、
传承和弘扬抗战精神，使之成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堰兴社区党委书记
彭小鳗表示，作为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应当
积极团结和组织党员群众，通过经常性组织文
明实践活动的方式，调动辖区党员群众的积极
性，只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什么困难
不能征服，没有什么挑战不能战胜。

“一寸山河一寸血，抚过昨日战争的苦痛
才更知今日和平的珍贵。”渝北区龙溪街道干
部徐晓燕说，作为一名普通基层党员干部，把

爱国情报国志融入到祖国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中，用自己的绵薄之力为
人民群众解难事、办实事，才是爱国的最好表达方式。

“红岩精神以它强大的精神力量感召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红岩人。”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黄真彦表示，今后她将继续坚守讲解员的初
心，刻苦钻研，深入学习红岩历史，用真情讲好红岩故事。

荣昌区直升镇“红色家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解说员刘冬说，作为一
名解说员，今后将深入学习党的历史，为观众呈现令人难以忘怀、催人奋
进的英雄故事、人文故事、奋斗故事。

勇担时代使命 实现伟大复兴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精神引领。
全国劳动模范、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周亚平说，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坚定了我们不断发展壮大与进步的决心。1938年重钢前
身“钢迁会”西迁至重庆，所生产的产品数量约占抗战时期大后方钢铁
总量的90%，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钢铁力量。“我要牢记钢铁报国、
钢铁强国的初心和使命，立足岗位、竭尽所能，建设好后劲十足的重
钢。”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副会长黄晓东说，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的抗
战大后方研究成绩优异，硕果累累。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为动力，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再创抗战历史研究、成果转化新
业绩。

重庆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伯友说，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全面收集、妥善保护、精心整理、深入研究抗战文献，为深入研
究抗日战争历史，特别是抗战大后方历史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要想强盛，只有靠自己的力量。”重庆大学自动化学院副院长尹
宏鹏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科学报国找到了最广阔的人生舞台。抗战
烽火淬炼出的“科学报国”光荣传统，已融入一代代中国科学家的血脉之
中。广大知识分子必将怀着炽烈的爱国情怀，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宽广
的科学视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和
力量。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蔡斐说，我们要珍惜南方局新闻舆论工
作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四向四做”为职业标
杆，忠诚担当，履职尽责，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重庆大学虎溪校区体育中心项目商务
经理艾敬淞表示，“我们将以爱国主义精神、抗战精神为指引，争当建设祖
国的排头兵，努力建设更多高品质工程，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
庆城市提升以及人民高品质生活添砖加瓦。”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张莎 廖雪梅 颜若雯 匡丽娜 李星婷 周
尤 彭瑜 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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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 日，
渝中区中国民
主党派历史陈
列馆，市民正在
观看展览。

记者 龙
帆 摄/视觉重
庆

9月3日，九龙坡区，重庆建川博物馆抗战文物博物馆，观众正在观看丰子恺于1945年8月18日创作的《胜利之夜》。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