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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组队角逐女子3000米接力 天津王润圆再获铜牌

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落幕

艾哈荣获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荣誉运动员”称号

泰达着手安排外援归来事宜

《密语者》打捞天津往事
——访著名作家武歆

■本报记者仇宇浩

曾以《延安爱情》风靡全国的天津
作家武歆，日前出版新长篇《密语
者》。该长篇以故事套故事的叙事方
式和民间视角，呈现了风云变幻年代
里天津各种小人物的百味人生，充满
津味风情，同时阐述了艰苦境遇下顽
强生存的人生意义。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武歆表示：“我应该给予我成长的
这座城市更多的情感文字。”

为了写好天津故事，走遍老
城角角落落
武歆祖籍山东，但天津作为他的出

生地和成长地，他早已将天津视为家
乡、写作宝藏和精神原乡。1983年他
写的第一篇小说，就是从天津故事启
程。为了写好天津故事，他揣着纸笔、
挎着相机、骑着单车畅游在这座城市
里，在时光的皱褶里寻访天津的沧桑历
史，在纵横的街巷中捕捉天津的鲜活现
实。他说：“我小时候在天津老城厢生
活，随着年龄增长，童年的印记反而越
发清晰。上世纪90年代，我写过大量
关于天津往事的散文、随笔，还阅读过
大量关于天津往事的文史资料，平日也
注重收集这方面的素材。我断断续续
用了一年时间寻访老城区，几乎走遍了
老城的角角落落。寻访之后，就一直想
用长篇小说来表现天津往事。”

选择1937年到1939年这
段历史，展现天津人的民族精神
《密语者》在武歆心中蛰伏了20年，

他说：“写《密语者》，是想完成关于天津的历
史回顾，这片土地上蕴藏着太多的故事、有
着太多的风情。”之所以选择打捞1937年到
1939年的天津往事，他坦言：“1937年，日军
全面占领天津，天津进入最为黑暗的历史时
期；1939年，天津闹大水，水患持续三个月
之久，市区百分之八十被淹，超过十万间房
屋被冲毁，天津及周边六十五万民众成为灾
民。洪水过后，霍乱、伤寒、痢疾肆虐。这段
艰难的历史时期，最能表现天津百姓不甘屈
服、勇于抗争的民族精神。”在翻阅历史资料
和图片时，他感慨万千：“应该用文学的方式
把它讲述出来。书写天津历史，最好的承担
者还应是天津作家。”

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艺术的感
悟和绝妙的细节

武歆习惯到“故事发生地”找创作感
觉，写《延安爱情》，他曾在延安定点深入
生活；写《重庆爱情》，他曾去重庆体验生
活。他说：“‘感觉’对于写作者来说非常
重要。小说创作要靠虚构的力量，但要在
现实生活中找到艺术的感悟和绝妙的细
节。生活提供给作家的情节，是一定要加
工的，永远不要相信生活中的好情节可以
直接放进作品中的理论。《密语者》的‘发
生地’是我太过熟悉的地方，所有的积累
和准备，在创作之前早已完成。”

在武歆笔下，车站站长、失学青
年、曲艺艺人、水利学者、捡球员、落魄
少爷、寻亲少女、小报记者、乞丐、锄奸
团侠士……这些大时代中未曾高歌的
“密语者”，一直在大地上轮番演绎着
人性的善与恶。以大时代里的小人物
命运来折射时代风云，是如今文学、影视

创作的热门。如何才能不落俗套？武歆
说：“文学寻觅的是真情实感，无论怎样
的热潮、时尚，都要与真情实感紧密相
连，否则热门很快就会变成冷门。”
《密语者》会带给读者怎样的新鲜

感？武歆说：“如今的读者是高智商的挑
剔者，再多的花样他们都不稀奇，所以我
不会过度追求叙事的新鲜感，只是在‘讲
述者’与‘倾听者’这个非常老套的构架
中，建立一种紧张的‘对峙关系’——‘讲
述者’极力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把‘倾
听者’引入思维歧途；‘倾听者’从故事缝
隙中，细致地验证‘讲述者’的真实身份，
而验证的‘证人’，就是那些‘讲述者’口
中的‘故事人物’；最后再让‘故事人物’
猛地转过身来，戳破伪装，由此还原‘讲
述者’的真实身份。正如英国作家伊恩·
麦克尤恩所讲，好的小说一定是下一个
情节对上一个情节的背叛。”

新作聚焦三条石
武歆刚刚修改完成非虚构作品

《三条石——“天津镜像”中的中国百
年》。他说：“‘三条石’是天津乃至北
方民族工业机器制造业的摇篮，早在
1860 年就开始在三岔口一带奠基。
书写它的盛衰史，需要反思的地方太
多，而反思的最佳武器就是文化。这
是我非常用力的作品，断断续续写了
两年，1月4日刚刚给出版社交稿。”
目前他已启动另一部长篇，还是

天津题材。他说：“‘天津叙事’给写作
者提供了极大的创作激情；‘天津叙
事’也是我未来几年或是更长时间内
的书写重心。”

■本报记者张帆

电视剧《大江大河2》正在卫视热播，
日前，该剧主演王凯接受记者采访，讲述
了自己伴随着剧中角色一同成长的心路
历程，并透露了自己眼中的“宋运辉”：“知
世故而不世故，历圆滑而弥天真。”

在《大江大河2》中，王凯饰演的宋运辉
无疑代表了一条戏剧主线，作为国营经济的
代表人物，在面临困惑和抉择时该如何应
对？王凯说：“第二部中宋运辉成长了，如果

说第一部的宋
运辉是知识改
变命运，那么第
二部里是看他
如何不辜负这
个时代。”在王
凯看来，宋运辉
除了生活和工
作上的成长，更
重要的是心态
上的变化，尤其
是人事关系上
的抉择和调整，
也构成了全剧

主要的戏剧冲突。当观众深感于宋运辉
在处理各种复杂的工作关系张弛有度时，
沉浸于角色的王凯却有种“我太难了”的
感觉：“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宋运辉
都特别地难。塑造这个角色的难点在于剧
本和台词，有许多大段大段的台词，而且
属于那个年代的专业术语特别多。”

从荆州到东海，面对各种复杂的人事
关系，宋运辉一直在调整自己的状态，作
为演员的王凯也表示很享受演绎这种变
化：“我喜欢这个成长过程中的宋运辉，知
世故而不世故，历圆滑而弥天真。这个人
物最打动我的是有爱心、有孝心、有童心，
有原则、有底线、有韧劲儿，敢闯敢拼。”

在近期播出的剧情中，宋运辉与路
司长的对手戏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一
开始大家觉得我们俩有点敌对的关系，
但后来大家也慢慢发现了，我们就是那
种不打不相识，最后才发现彼此都是一
路人。他比我站得高，看的是整个大局，
中国和世界的大局，我就比他矮一层。”
《大江大河2》自开播以来口碑高开

高走。对此，王凯认为，成功的原因在于
不畏艰险、敢闯敢拼的时代精神给观众
带来了共鸣。

《大江大河2》热播

演绎“宋运辉”如何不辜负时代

本报讯（记者张璐璐摄影孙震）昨
天，2020—2021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
在天津蓟州国家冰上项目训练基地落下
帷幕。在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男
女 1000 米、男子 5000 米接力、女子
3000米接力冠军各有归属。在此次高
水平的比拼中，全国冰上健儿的训练成
果得到了检验，老将新秀同场竞技，好苗
子不断涌现，运动员在激烈角逐中收获
了经验和信心，也增添了力拼2022北京
冬奥会的决心和力量。
来自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队的徐

爱丽在女子A组1000米决赛中战术明
确，凭借自己的体能优势，倒数第四圈就
开始进行超越，随后一直保持领滑，以1
分33秒809摘得冠军。“这么早进行超
越其实对于自己的体能是个很大的挑
战，通过前一段时间封训，我对自己的体
能储备情况很有信心。”徐爱丽表示。
哈尔滨市冬季运动项目训练中心队

的任子威在男子1000米A组决赛中采
用的战术与徐爱丽恰好相反，他并没有
很早启动速度，而是在倒数一圈半的时
候发力，完成了超越，最终力压张添翼和
武大靖，以1分29秒336摘金。“其实我
一开始滑得很主动，但发现对手比我更
主动，所以只能跟随他们，再找机会。表
面上看我是最后一圈半才开始进攻和冲
刺，但其实我已经准备了八圈。”任子威
直言。

此外，在女子3000米接力A组决
赛中，吉林省体育局冰上运动管理中心
队以4分15秒072夺冠，天津选手王润
圆与多名山东选手联合组队，最终获得
该项目季军，这也是王润圆本次比赛收
获的第二枚铜牌。男子5000米接力A
组决赛，由新星朱祎玎领衔的吉林省体
校队以7分21秒876摘金；由刘冠逸、
张得钿领衔的天津冬季和水上运动中心
队获得B组头名。

本报诸暨1月5日电（记者苏娅辉）
经过了新年大战，CBA联赛迎来了三天
的休赛期。天津先行者男篮休赛不停
练，在调整恢复中保持状态，全力备战7
日晚与新疆队一战。大外援托多罗维奇
表示，新疆队“双塔”周琦和莫泰尤纳斯
的存在，对他更是一种激励。
通过回放录像显示，上一轮天津队

与北控队一战最后时刻一个角球和一个
犯规，属于明显漏判和误判，但比赛结果
并不能改变。面对不公平情况下产生的
失利结局，教练组只能积极鼓励球员，保
持平和心态，继续苦练不断强大自身。目
前，无论是联盟方面还是各俱乐部，都在
肯定天津队的进步，都在普遍反映，“天津
队现在真是不好打，谁都不敢有丝毫放
松，指不定就把谁掀翻了。”天津队目前
处于上升势头，进步和日常的辛苦付出
分不开。三天休赛期中，当多支球队申请外
出放松时，天津队依然在坚持训练。考虑到
球员的身体情况，教练组在训练安排上进行

了调整。这两天主要是调整身体状态，昨
天训练以投篮为主，今天下午的场地训练
时，在基本技术训练后依然加强投篮训
练，晚上在酒店力量房进行身体训练。

本赛季天津已经和新疆交手三次，双
方比较熟悉。在新疆队内线有“双塔”周
琦和莫泰尤纳斯的情况下，天津队只能在
快速和准确性上下功夫，同时加以包夹、
联防等战术，以此来破解新疆队的高度优
势。带着争胜的决心去和强队“掰手腕”，
对于天津队将有很大的锻炼价值。7日
20点，双方将展开本赛季第四次较量。大
外援托多罗维奇表示：“之前双方一直打
得挺胶着，我们打得也很好，一直坚持到
最后一节，这次肯定也不会轻松。全面做
好准备，我们还是有机会的，我们会尽全
力去拼的。”上一次面对对方“双塔”的包
夹，托多罗维奇曾砍下37分 18篮板。
“上一次已经交过手，和他们都对过位。
他们包夹我，我也打得挺好。这两位优
秀球员的存在，对我更是一种激励。”

本报讯（记者 赵睿）再有一个星
期时间，天津泰达将结束休假，开始
2021赛季冬训。日前，中场大将艾哈
迈多夫荣获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荣誉
运动员”称号，为泰达新赛季开了一个
好头。
早在3个月前，乌兹别克斯坦总

统府就对外发布了艾哈迈多夫获奖的
公告，但因为受疫情影响，表彰仪式拖
到前不久才举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米尔济约耶夫亲自为艾哈授勋，以表
彰他为该国足球青训作出的贡献。“对
我来说，这个荣誉意味着力量、信心和
无穷的动力。从我进入国家队的第一
天起，我就希望带动乌兹别克斯坦足
球的发展。”他向总统表示，“我在纳曼
甘和塔什干开设了足校，约有250名
年轻球员在那里接受培训。我确信，

在他们中间会出现一批可造之材。假以
时日，他们会扛起乌兹别克斯坦足球的
大旗，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上赛季中途转投泰达后，作为中场

核心，艾哈迅速征服了主教练和队友。
在保级关键时刻，艾哈放弃了回国探望
病重的父亲，选择与球队一起战斗，这个
举动令所有人动容。赛季结束后，泰达
与33岁的艾哈续约两个赛季，因为上赛
季是租借身份，本赛季正式加盟泰达还
需履行转会程序。
按照计划，泰达将于15日前往昆明

进行第一阶段冬训，根据目前入境人员

防疫相关规定，包括艾哈在内的4名外
援入境后需要隔离观察14天。泰达俱
乐部一方面着手安排外援归来的事宜，
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境外疫情变化和入境
相关规定有无调整。

昨天，中国足协下发新赛季第一号
通知，要求各个俱乐部在本月29日17
点以前上报已全额支付2020年度一线
队队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工资、奖金的
证明，确认表需要有领取人亲笔签名。
去年的这个时候，一些中甲、中乙俱乐部
就倒在了这个关口，部分中超俱乐部也
仅仅是惊险过关。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进行的
英超第17轮比赛，利物浦0：1不敌
南安普顿，最近3轮仅取得2平1负
的战绩。
比赛刚刚开始，南安普顿就率先

取得进球，阿诺德解围失误，英斯禁区
内转身吊射打入球门远角。随后，利
物浦狂轰滥炸，但就是无法破门。比
赛结束后，南安普顿主帅哈森许特尔
激动跪地痛哭。
这场比赛失利后，利物浦多赛一轮

的情况下和曼联同分，榜首位置岌岌可
危。此役利物浦的进攻显然是最大问
题，尽管全场有16次射门，但直到比赛
第75分钟才首次打在球门范围内。此
外比赛有两次点球争议，利物浦都是吃
亏一方。一次是马内突入禁区被对手
放倒，另一次是南安普顿球员在禁区
内用手球挡住了利物浦的射门，这两
次裁判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这也让
利物浦失去了扳平甚至反超的机会。

四战新疆 天津男篮全力备战不敌南安普顿
利物浦榜首位置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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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医》第14、15
集 翁泉海在报上得知临
近矿场发生霍乱疫情，主
动前去诊治。赵闵堂出诊
一富家老爷子，发现是个
疑难症，不敢开方子，也不
敢收患者家属给的名贵金
表，却被高小朴代收下了，
赵闵堂气得说不管了，让
高小朴自己治……

天津卫视19:30
■《我们好好在一起》

第20、21集 许慕和老战
友们愉快地跳着广场舞。
此时胡卫红夫妇和韩桂茹
找来把许慕拖走了。为了
给许慕一个教训，三人带
着许慕去婚姻登记处和吴
英离婚。真在办离婚手续
时，许慕找借口要逃走，却
被梁大军拦住，吓得他忙
说不离了。回到家里，许
慕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
夫妇二人重归于好……

天视2套 18:25
■《战地腰鼓》第38—

41集 翠萍向金煌提出弄
私盐的事，金煌起先表示爱
莫能助，葛老米电话通知答
应帮忙弄盐。金煌前往交
易，民兵发现伪军士兵是从
北石沟运的盐。翠萍便与
罗青山商量劫盐。罗青山
与岳五木扮作伪军假装讨
水进入北石沟的据点，打死
据点中的伪军抢走了盐，却
在出门时遇到日军的伏兵，
岳五木中枪负伤……

天视3套 19:20

■《三十而已》第25、
26集钟晓芹回家拿行李，
明确告诉陈屿两人不可能
了。钟晓芹看到公司的人
事告示，以为自己被辞退，
冲到公司找领导。原来钟
晓阳为了替钟晓芹平息风
波，主动向公司提出离职。
许幻山试图送走林有有，林
有有苦苦哀求，坚持要留
下。无奈之下，许幻山为林
有有续交了酒店房费……

天视4套 21:10
■《今日开庭》有些

网站为了节省时间和金
钱，采用“拿来主义”，随意
在网络上复制其他网站的
网页，经过改头换面后变
成自己的劳动成果，有的
甚至整个网站“克隆”过
来，严重侵害了被抄袭者
的经济利益。

天视6套 18:00

■《模唱大师秀》本
期节目为您带来京剧分组
赛第一场。特邀京剧表演
艺术家王平、尚派名家李
莉担纲评委，两位评委每
人手中握有关键的 10
票。他们会如何抉择？谁
将得到他们的青睐呢？让
我们拭目以待。

天视2套 2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