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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赓续红色血脉中凝聚文物保护
“自觉力”

谱写陕西文物保护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 月 27 日，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召开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动员部署会上，文保工作者纷纷表示，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契机，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凝聚文物保
护
“自觉力”，坚定文化自信，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谱写陕西文物保护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保护革命文物 传承红色基因”重任在肩
“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杨家沟
革命旧址、中共绥德地委旧址、张
家砭镇郝家桥村等地考察，作出
重要指示，为我们弘扬光荣传统、
赓续红色血脉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陕西省文物保
护研究院党总支书记范桂强说，
文物承载着历史，陕西省境内遗
存的大量革命文物是中国共产党
光辉历史的重要见证，
“保护革命
文物 传承红色基因”重任在肩。
2020 年 4 月 16 日，
《陕南地
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专项调查》
项目启动及工作部署会议在陕
西省文物科技大厦召开，陕西革
命文物“全面调查行动”吹响号
角；此后，由陕西省文物保护研

究院牵头，联合陕西省文化遗产
研究院、陕西省文物保护工程有
限公司，紧锣密鼓地奔赴一线，
展开调查；2020 年底，陕西省文
物局公布了“陕西省第一批全省
革命文物名录”，包括不可移动
革命文物 753 处，其中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23 处、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246 处，可移动革命文物
40703 件（套）；2021 年 2 月 23 日，
陕西省文物局在陕西省文物保
护研究院召开陕西革命文物调
查工作推进会，听取陕南不可移
动革命文物专项调查成果汇报
并安排下一步工作计划；2021 年
4 月 1 日，陕南不可移动革命文
物认定专家论证会召开，这是陕

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调查完成
后，加强革命文物保护管理的又
一重要举措……
“革命文物凝结着中国共产
党的光荣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的力量源泉。”陕西省文物局
副局长马宝收叮嘱参与调查的各
家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文
物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
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来；要充分认
识革命文物在见证革命历史、弘
扬革命精神上的重要作用，通过
革命文物讲好党史故事，提高文
物保护管理水平。

统筹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讲述革命故事，
展示红色历史，
这一切，
离不开革命文物的本体。
2021 年 5 月 13 日，在“延安
革命纪念馆文物修复完成移交仪
式暨革命文物修复座谈会”上，陕
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院长赵强、
副院长马涛亲手将包括谢子长使
用过的眼镜、西北人民解放军一
年辉煌战绩报、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时期土地证书、生产运动应战
书等 32 件成功修复的革命文物
移交给延安革命纪念馆。
“‘发扬
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题词是
延安革命纪念馆珍藏的一件珍贵
的革命文物，这件作品是毛泽东
同志 1951 年为南方革命老区人
民的题词，也是本次修复的革命
文物之一……”陕西省文物保护

研究院党总支书记范桂强饱含热
情地讲述文物背后动人的故事，
展现了文物工作者特有的情怀，
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革
命史，深化了该院的党史学习教
育，弘扬了革命文化、传承了红色
基因，极大地激发了全院党员干
部的精神力量和工作热情。为了
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这 32 件革命
文物的修复，项目组的文保人员
舍小家顾大家，甘于奉献，有的舍
弃了甜蜜的新婚蜜月，有的无法
陪伴在刚刚出生的孩子身边，有
的无法为即将高考的孩子做上一
顿可口的饭菜，他们用初心践行
使命。正是有了他们这些“巧手
良医”的辛勤付出，32 件革命文
物终于再现历史原貌。

除了保护修复革命文物，
2021 年开始，为了适应文物事业
发展新形势以及夯实革命文物保
护工作，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根
据陕西省文物局发布的《关于进一
步规范馆藏文物鉴定工作的通
知》，全面开展馆藏文物以及革命
文物的鉴定定级工作，不断加快我
省馆藏文物的鉴定工作步伐，统筹
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范桂强表示，作为一线文物
工作者，一定要把革命文物保护
好、管理好、运用好，发挥好革命文
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为陕西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
好创造有利条件。

“陕西省黄河流域革命文物调查”持续推进
文物调查工作。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2021 年 2 月，陕西省文物局
召开“陕西革命文物调查工作推
进会”，决定在完成“陕南不可移
动革命文物专项调查”的基础上，
继续启动“陕西省黄河流域革命
文物调查”，确保省域内革命文物
分片划区的专项调查工作全覆
盖。此次专项调查工作由陕西省
文物保护研究院牵头，联合陕西
省文化遗产研究院、陕西省文物
保护工程公司开展覆盖陕西关中
和陕北地区的“陕西省黄河流域
革命文物调查”，对全省革命文物
进行一次系统而专业的全面调查
梳理工作。
“陕西省黄河流域不可移动
革命文物专项调查是今年省文物
局统一安排部署的一项重点工

作，省文保院作为牵头单位，承担
了关中片区的咸阳、渭南、铜川、
宝鸡、韩城五地的调查工作。目
前，宝鸡、铜川的野外调查工作基
本结束，渭南、咸阳的调查工作正
在紧张有序进行之中。”陕西省文
物保护研究院党总支书记范桂强
表示，革命文物调查工作是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文物工作
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厘
清陕西革命文物、加强预防性保
护工作的具体行动，是发扬革命
精 神 、赓 续 红 色 血 脉 的 生 动 实
践。此次调查要按照调查标准详
细采集革命文物数据，深刻认识
和发掘历史文物所承载的革命文
物信息，进一步摸清革命文物家
底，为下一步革命文物的保护利
用打下坚实基础。

不忘初心 让石窟寺保护利用成果惠及民众
石窟寺是我国重要的文物类
型，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
整、内涵深厚，是我国辉煌灿烂古
代文明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明同
其他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
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石窟
寺保护利用工作。习近平总书记
在实地考察敦煌莫高窟和大同云
冈石窟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历史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
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
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重要批
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
意见》，深化石窟寺考古研究和价
值挖掘，2021 年 9 月 7 日，国家文物
局正式印发《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
期计划（2021—2035 年）》，全面推
进石窟寺考古工作。
近年来，陕西坚持“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
方针，持续加大石窟寺保护力度，
在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上奋勇争
先。2020 年 11 月 2 日，陕西省文物
局组织启动了石窟寺专项调查工
作，对全省 1911 年以前开凿的石窟
寺(含摩崖造像)不可移动文物展开
调查研究。本次调查重点为宋代
以前的石窟寺，既包括对已登记的
石窟寺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也
包括调查、登记录入新发现的石窟
寺不可移动文物。
在陡峭的山崖上攀爬，手持镰
刀在丛林中奋力开路，顶风冒雪登
山过河！从那一天开始，迅速组建
的调查队伍跋山涉水、披荆斩棘，
奔赴陕西的山间田野，全面展开石
窟寺调查……2021 年 3 月底，陕西
省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圆满结
束。目前，正在进行资料整理。
2021 年 9 月 8 日，陕西省石窟
寺保护研究中心在西安正式揭牌
成立。该中心各成员单位表示，将

以新成立的研究中心为平台，通过
项目合作、资源共享、协同推进、优
势互补，全面加强我省石窟寺保护
研究、科技攻关，着力提升石窟寺
保护利用水平，增强石窟寺文化影
响力，使石窟寺保护利用成果更多
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
“石窟寺是我国最重要的文化
遗产之一，陕西省作为全国石窟寺
分布较多、历史延续较完整、文化
价值较丰富的省份，现有各类石窟
寺、摩崖造像及石刻 997 处，数量位
居全国第二。这些石窟石刻共同
构筑成了完整的石窟艺术体系，是
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非常重要的
组成部分。”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
贾强要求，针对我省石窟寺分布广
泛，数量众多，历史悠久，内容丰富
的特点，陕西省石窟寺保护研究中
心要整合省内石窟寺及石刻保护
领域优势资源，在石窟寺保护研究
中要突出科研学术性、强化科技引
领性、增强整体思维性，共同努力
走出一条具有陕西特色、院校合作
发展文保科技、研发与应用高度一
体化的新路，为留存民族集体记
忆、传承国家文化基因、促进文明
交流互鉴、增强文化自信作出贡
献。
9 月 17 日，陕西省文物局召开
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来陕
考察充分体现了对陕西的厚爱和
关心，是对陕西广大干部群众的亲
切关怀和巨大鼓舞。会议要求，要
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
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契机，
严格落实文化遗产保护主体责任、
监督责任，充分发挥文物资源优
势，坚持解放思想，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创新发展，不断提高文化遗产
保护的管理能力、管理水平，促进
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赵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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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林中学自 1921 年即开始传
播马克思主义，培养了大批革命人
才；渭华起义革命打响了西北武装
革命第一枪；
刘志丹、唐澍、谢子长、
许权中、宋宗微、陈述善等革命烈
士在此留下了战斗足迹……渭南
市华州区位于关中东部，南依秦
岭，北临渭河，有着光荣的革命传
统，留存有大量革命文物。
“要对药王洞等革命文物提
升保护等级，进行必要的抢险加
固；调查队员雨季野外工作一定
要注意安全，谨防洪水、塌方等自
然灾害，确保人身安全和调查工
作顺利进行。”9 月 28 日，根据陕
西省黄河流域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调查工作部署，陕西省文物保护
研究院院长赵强、副院长韩建武
赴渭南华州区推进不可移动革命

革命文物调查全面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