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i
!�����
������
�����
���������
����������i����
���*�4 6W��?<@/�����������
���+7;+7 ;018816/ ;+7:817
���?����<7 7:,-:�����
����� ������� ������� �������
	�������i
!�������������
  � �  �  � � �� � � �
��������� �!�� ���������i
!�����������
�� ��!���!������i

!������������
���;����������i
!������������
���;����������i
!�������

�����
���
����������
��������������������
������������������ �
�	�����������
�������������	�����
�������������������
�
���������������
������� ����������
���������������i���
���i
!
����
������
�� �� 
 ���� ��������
� � � �������� ������������ �
�i

����

�������������
���
��������������  � ���	
|������	���	}��	�
�������������	��
���������	��i��
�h�������!�������
�����i����i

!�����	������
�h���h�������h	��	�
�����2��������� �����	����
��������	������
�� ������� ����!!� ������i

����

������	����	
��������������������	
��������������	�
����������	�����
�h�����������!����
�������������i

����

�������������
����������
�
!������������� ��+�����h��
����������������	
�������i

����

�����������
� � ��� �  � � � � 
 �
!�������� ����!��4��������
��������
���������

�����������������
�����������i

!�	���
��������
������������!��������������
�����i

����

�����
�������
����
�������������!���*��
	��������������	
��������������

���������������
���	��������	����
��h�����������!���
���������i����i

����

������������
�����	��	|������
	���	}��	��������
������	���������
��	��i���h������
�����!���������
��������i

��

�����(	�
	���

	�������	��h	���
�����������	��	��
	�����! ������!�i

��

���������������
������������������
�������v�������wi��
����	�	�������	�
������	�������������
�����	�i�������� ������i

������������
�������

�����������h���
������	��������h�
��h���h	��h���h��
h

	�h��� ��������
�i��������������
�������������
������i����i

�������		
����������

����

������	�����
	|������	���	}��	
��������������	�
����������	��i�
��h�����������!���
��������������i

��

�	�����������!����
����������	����
���������������������
���������i�	���
���������	������
���������������
�������	�������	i

�������

��


��
���������������

����������������
���	����������		
�	����
���������i

���������

����������

���

����������������
��	�	�
���������

���
����
�����
*�� 4�����
��������
���	���"��������i

�
���

10 文娱
2021年1月15日 星期五 责编:祁振

7集纪录片《奠基岁月：天津1949—1956》今起播出

再现波澜壮阔历史进程

央视三套《我的艺术清单》播出冯骥才专辑

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领略艺术魅力

红色文物“讲述”天津解放故事■本报记者刘茵

72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29
小时激战，胜利攻占天津，迎来了这座城市的
新生。如今，平津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的当年
参加解放天津战役的亲历者、见证人及其后
人捐赠的珍贵文物和史料，记述着那段可歌
可泣的岁月和永远无法抹去的红色记忆。

一块青灰色长方形墓碑

革命战争年代，为牺牲烈士单独立碑的
情况十分罕见，平津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块
青灰色长方形墓碑，碑体上“张云亭烈士之
墓”七个字醒目而凝重。
1949年1月14日，天津攻坚战打响，张

云亭率领坦克三排战斗至海光寺时，被居高
临下的敌人密集火力网压得抬不起头来。天
渐黑，机枪手在坦克内无法看清目标，而此时
坦克内只剩下两发炮弹和一梭子机枪子弹，
张云亭毅然掀起炮塔顶盖，将头探出坦克指
挥射击，很快敌人的火力被我军压制住。当
张云亭再次搜索下一个火力点时，一颗子弹
击中他的头部，他身子一挺，鲜血顺着脸颊流
了下来，滴到机枪手的头上，为了不让失控的
身体下滑，张云亭把双臂架在坦克顶上，他的
呼吸越来越急促：“前方40米射击。”最后一
个碉堡炸飞上了天，而张云亭却永远闭上了
眼睛。北平和平解放后，战车团在北大礼堂

召开庆功大会，部队追授张云亭“特等坦克功
臣”称号。

一把见证军纪的小镐头

在平津战役纪念馆的文物藏品中，有一
把普通的小镐头，记录着一段解放天津时的
往事。10年前，该馆工作人员采访家住河北
省永清县韩村镇韩村的杨锡福时，老人讲述

了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49年1月初，三位解放军战士来到村

公所，当时值班的就是担任儿童团团长的杨
锡福。经询问，解放军马上要攻打天津，部队
急需轻便应手的小镐头挖交通壕、开通道
用。杨锡福马上找来几名团员，有的上房用
广播筒喊话，有的挨家挨户去收小镐头，一会
儿就收集了37把小镐头，交给了解放军。

一周后，前方传来了天津解放的消息。村

子里锣鼓喧天，村民们奔走相告，一片欢天喜
地。就在这天上午，解放军来送还小镐头，由
于战斗太激烈，小镐头弄丢了三把，战士执意
照价赔偿。村长说：“战士们在前线流血牺牲，
不都是为了咱们老百姓，不就三把小镐头嘛，
怎么还能要钱呢！”可是，解放军战士拉着老乡
的手亲切地说：“乡亲们，这钱你们一定得收
下。我们部队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丢
失东西要赔偿呀！您总不能让我犯纪律吧！”

一首传唱不息的《攻城战歌》

在天津战役中，有一首《攻城战歌》成了
当时的流行歌曲，不仅战士经常唱，天津城内
的工人、农民、学生也都会唱，据当时还是学
生的李建纲、王文贵等人回忆，歌曲是和住在
家附近的解放军战士学唱的，歌词是这样的：
“攻打天津，天津修得好啊，城外有战壕啊，城
里有碉堡啊……攻打天津，战士热情高啊，你
写请战书啊，我把决心表啊，陈长捷呀杜建时
呀一个跑不了。”2005年，李建纲老人把半个
多世纪以来铭刻在心的《攻城战歌》写成文
字，整理好，捐赠给平津战役纪念馆，填补了
这方面的馆藏空白。

据统计，在平津战役纪念馆藏品中，与天
津战役相关的武器装备、照片书籍、生活用品
等门类的文物达千余件，这些穿越激情燃烧
岁月的文物直观地让后人更加深刻地感受到
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本报记者仇宇浩

“我一生没有离开过天津。”在央视三套深度访谈节目《我
的艺术清单》昨晚播出的冯骥才专辑上集中，他这样说。

节目中，冯骥才带着主持人朱迅一起游览了他从小生活
的天津五大道，还首次回到了自己阔别五十多年的旧居，回忆
往事，分享创作心得以及自己的“艺术清单”，仿佛一篇“游
记”，带领观众穿越时空共同领略艺术的魅力。

在自己的旧居前，冯骥才讲起了他捉弄蜗牛的种种童年
往事。走出旧居，他给朱迅分享了手机里自己与103岁母亲
的合影。能与母亲长久相伴，79岁的冯骥才倍感欣慰。他还
曾写过《母亲百岁记》，每周二、周五下班，他一定会去探望母
亲，雷打不动。

冯骥才在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教育方面都颇有建
树，跟很多艺术家都是好朋友。他的新书《艺术家们》讲的是
国内半个多世纪以来艺术家们的生活故事和创作历程，书里
也隐藏着冯骥才人生中诸多的“艺术清单”，那些文学、艺术中
的经典人物和作品，仿佛是每天与他见面聊天的朋友。

年过半百，做了“天大的事”，说的是冯骥才的第四驾马
车——教育。冯骥才在天津大学已工作了近20年，冯骥才文
学艺术研究院成立后，他首先为天大创始人盛宣怀制作了蜡
像。“一个民族开始有了近代大学、有了近代教育事业，这是多了
不起的事！”冯骥才来天大工作时已年过半百，他坦言，自己所努
力的一切都是因为理想的召唤，知识分子要有文化理想和家国
情怀，他要在校园这样神圣的地方开辟一块人文绿地，让学子们
有人文心灵滋润，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宽阔的视野。

录制节目时，冯骥才特意挑选了一枚深秋红叶送给朱迅，
他说，红叶是他学院的“名片”，“我经常在院子里拾了叶子夹
在本子里，有时候来客人，写两句话送给他。”冯骥才正是那种
特别热爱生活的人，他一直用艺术家的触角去感受生活，在他
看来，“艺术原本在你心中。”
《我的艺术清单》将于下周四晚播出冯骥才专辑下集。

■本报记者张帆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
天津解放72周年，由市委宣传部、海河传媒
中心出品的 7集纪录片《奠基岁月：天津
1949—1956》将于今日21:20起，在天津广
播电视台卫视频道首播。该片是市委宣传
部统一策划的反映天津解放初期（1949—
1956年）历史的“一本书、一部纪录片、一个
展览”系列活动之一，共7集，每集30分钟，
分别为《决战29小时》《新生的力量》《涤荡
污泥浊水》《建造我们的家》《跨过鸭绿江》
《放歌》《腾飞》。

鲜活史料打造精品力作

从 1949 年 1 月 15 日天津解放，到
1956 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
本完成，是天津经历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历
史进程，也是天津走向新生的必经阶段。
该片正是围绕这一历史时期，以发生在天
津的历史事实为主题展开讲述，同时立足
现实与历史对话。
该片总导演李家森介绍，这是首次以纪

录片形式展现这段激情燃烧的历史进程。“历
史总是在回望中给人以启迪。这部纪录片正
是希望对新中国成立最初的那七年，从刚刚
获得新生的天津展开回望，从而引发今天的
思考——走多远、走多久，都不能忘记来时的
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摄制组成立之际，
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时，李家森工作室
团队克服种种困难，采访我市各相关单位、专
家，查找、研读了大量资料，其中包括大量当
事人的回忆文章，当事人后人、亲友的纪念文
章，还包括各种地方志和已故专家的研究著
作，从上千份的资料档案、老照片中，层层遴
选，深入挖掘，寻找最打动人心的线索，展开
故事讲述。

李家森告诉记者，拍摄期间，主创团队
抢救性地采访了近百位亲历者、见证人和专
家学者，“这其中有与党同龄的老地下党员，
有解放自己家乡的老战士，有‘登高英雄’杨
连弟的亲密战友，有见证城市日新月异变化
的记录者，有天津解放后参加工作的新时代
女性，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的设计师……他
们都年已耄耋，却初心永在，满怀激情与感
动。”此外，摄制组还挖掘到解放天津战役中
的珍贵影像资料，“1949年 1月 14日上午
10时，解放天津战役打响，战场上不仅有英
勇的指战员，还有战地记者无畏的身影。他
们肩扛摄影机，记录下战役的全过程，这些
珍贵的影像，被摄制组辗转挖掘到，将首次
在片中呈现。”

为让观众拥有更真切的沉浸式观看体验，
该片运用多种表现手法，采取混剪技巧，巧妙使
用3D动画、情景再现、图片立体三维处理等形

式，让该片既有真实性，更具可看性。

立体展现融媒丰硕成果

作为海河传媒中心深化改革的创新成
果，《奠基岁月：天津1949—1956》从拍摄到
播出，无不体现了报、网、台联动的融媒创作
特点。

该片总撰稿孙磊告诉记者，在该片中，
《天津日报》的创刊，既是片中讲述的故事，
也是重要的历史见证，为纪录片提供了翔实
的史料和珍贵的回忆。“1月17日，新生的
《天津日报》就出现在天津街头。第二天，孙
犁的《谈工厂文艺》发表；1949年3月，孙犁
与方纪联手开辟“文艺周刊”；1950年 9月
22日，《天津日报》开始连载《风云初记》。
这些报纸原件，为纪录片第六集《放歌》提供
了珍贵的史料支持。2019年，天津人民广

播电台制作了《寻找天津解放中的中共地
下党》系列报道，为第一集《决战29小时》
提供了很多人物线索。未来，我们将探索
纪录片在广播平台上创新播发的可能性
和方案。该片播出后，我们会积极利用网
络平台覆盖面广的特点，对该片进行全方位
宣传推广。”
《奠基岁月：天津1949—1956》红色主线

贯穿始终，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思想性与
艺术性的统一、客观真实与创新表达的统一，
是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鸿篇巨制，也
是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的生动教材。据悉，该片除在卫视
频道播出外，还将在新闻频道、科教频道播
出。具体播出时间为：卫视频道1月15日—
21日每天21：20播出一集；新闻频道1月16
日—22日每天22：30播出一集；科教频道1
月16日—22日每天23：00播出一集。

本报讯（记者仇宇浩）日前，天津图书馆经典诵读志愿服
务项目在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办的2020年全国文化和旅
游志愿服务项目线上大赛中荣获二等奖，为天图的文化志愿
服务再添新彩。

自2013年成立以来，从二十几人发展到如今近400人的
天图经典诵读志愿者团队，坚持扎根基层服务、创新团队管
理、深挖文化内涵，立足阵地并深入部队、高校、敬老院、戒毒
所、旅游景区等基层，将文化种子播撒到最需要的地方，为不
同群体送上文化服务近200次，受益者超过3万人次。

为了保障志愿者队伍的健康有序发展，天图开辟“志愿者
之家”，定期邀请名家对志愿者进行培训，提升诵读服务的专业
性，点亮专属服务特色。他们录制诵读纪录片《读中国》，融入
天津特色建筑与风景，打造文旅融合新亮点；2019年，他们寻
找与新中国同龄的志愿者并深挖故事，打造志愿服务的专属文
化；2020年，他们举办“志愿心火·声声不息·情系武汉·全民抗
疫”线上诵读活动，创作演出的《出征》登上天津卫视。由于表
现出色，该团队入选2016年全国100个基层文化志愿活动典
型案例、原文化部2017年基层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典型案例，获
得2018年、2019年“天津市优秀志愿服务项目”等荣誉。

本报讯（记者张钢）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也没有话题性十足
的流量明星加盟，有的只是充满温情的应时题材以及一众中老
年演技派明星的深情演绎。今日，由尹力执导，吴刚、吴彦姝、江
珊、林永健、郭涛等主演的电影《没有过不去的年》在全国上映。

该片讲述了生活在北京的王自亮一家被越来越快的生活
节奏所围困，老母亲生命将尽，但仍对这个家庭充满爱护和牵
挂。临近春节，这一大家子面临着生活的各种选择和考验，在
经历一系列波折后，王自亮一家回归亲情，对人生有了新的认
识。尹力擅于拿捏这种有关亲情的剧情片，将这样一个“回家
陪妈妈过年”的主题诠释得感人至深。

用来挖交通壕、开通道的小镐头。
《没有过不去的年》展现亲情

天津图书馆经典诵读志愿服务项目获奖

把文化种子播撒到最需要的地方

李建纲老人整理的歌谱。

剧照剧照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老中医

（32、33）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远方的

山楂树（10、11）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好妻子

（13、14）19:20剧场：执着
的追踪（29—31）22:15剧
场：东北剿匪记（39、40）

天视4套（105）
21:10剧场：三十而已

（43）憨妻的都市日记（1）
天视5套（106）
19:30 CBA 常规赛

天津VS上海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大法庭 20:10 男人
世界21:00 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19:33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怪兽计划》（9—16）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老中医》第 32、
33集 小朴酒醉，赵闵堂
撞见，问他遇了什么难事，
能帮忙的一定帮。赵闵堂
到翁泉海家，说自己留学
的儿子喜欢了洋女人，翁
泉海说大上海是开放的，
不在乎对方出身家境，只
要是好孩子，喜欢就行。
赵闵堂立刻拿小朴和晓嵘
的事儿反将一军，翁泉海
将他赶了出去……

天津卫视19:30

■《远方的山楂树》第
10、11 集 得知罗永泽获
得了上大学的机会，那云
花反而为蒋欣童的未来担
忧，她担心蒋欣童和罗永
泽的情感因为距离产生变
数。那云花提醒蒋欣童要
把控局面，并将自己姐姐
上学时怀孕被抛弃的经历
告诉了蒋欣童，让蒋欣童
多加防备……

天视2套 18:25
■《执着的追踪》第

29—31集 赵运达把获取
的头盖骨交给方依琳，方
依琳经过仔细查看怀疑这
并不是真正的头盖骨，赵
运达决定带着这批头盖骨
前往解放区再次鉴定，而
方依琳却执意留下来看是
否有新的线索……

天视3套 19:20
■《三十而已》第43

集三个月后，钟晓芹的小
说正式出版，新书发布会
上，陈屿看着妻子在台上，
发自内心地自豪。王漫妮
的应收工作更加娴熟了，
顺利做完最后一单，她去
跟魏志杰告别，面对魏志
杰给出的蜜奢尔店长的职
位，她选择了拒绝。放弃
曾经心心念念想要的职
位，如今她有更想要的生
活内容——出国进修。
顾佳卖掉车、房，也给许
子言办好了退园手续。
顾佳去看守所看望许幻
山，许幻山主动提出在离
婚协议书上签字……

天视4套 21:10

■《憨妻的都市日记》
第 1集 牛胜利是山东一
个农民企业家，经营着牛
氏菜业集团。这次他专程
来到北京，包下饭店的整
个大厅，与美国人洽谈一
笔生意……

天视4套 21:50
■《今日开庭》去年

“十一”假期，冯家一家五
口人开车回老家探亲，由
于路途有点远，所以在途
中订了一家酒店，要住一
宿。可没想到的是，住进
酒店里的是五口人，等到
离开的时候，只剩下了四
口人！一个全家欢聚的
假期，转眼间变成了一场
悲剧！酒店里究竟发生了
什么？

天视6套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