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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岁月：天津1949—1956》引发热烈反响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本报记者张帆

昨天，2021年天津卫视德云社相
声春晚在录制现场举行了媒体见面
会，郭德纲携于谦、郭麒麟、栾云平、岳
云鹏、孟鹤堂、周九良、秦霄贤出席，并
正式对外官宣相声春晚阵容。
见面会上，郭德纲带来了一个两

米长的卷轴，正式宣布参与相声春晚
录制的演员阵容：“这可能是比较齐全
的一份名单了，各个年龄段的，各个身
份的都有。有我们的老前辈，也有我
们这儿的相声新力量。”
从名单可以看出，德云社的演员有

58位，比去年的演员多了一倍以上，郭德
纲介绍：“在相声晚会里来说，应该是演员
最多的了，希望能让观众们喜欢，把演员

的长处展现出来。除了德云社的演员，还请
了一些相声界的前辈，一起把相声薪火相
传，让大伙儿知道我们说相声的是一家人。”

在媒体见面会上，一袭大褂的郭麒
麟颇有翩翩少年的气质，这次也是郭德
纲与郭麒麟在相声春晚中父子同台。郭
麒麟调侃：“去年我没来，听说收视率挺
高的。今年我怕我来了对收视率有影
响。”郭德纲在一旁说道：“去年郭麒麟拍
着戏，今年特地提前把时间腾出来。虽
说拍戏上节目，郭麒麟还是没耽误说相
声，也通过相声春晚的平台检验一下。”

有消息称，郭德纲早在几个月前就
下达了“内部指令”，要求主要演员在相
声春晚中表演新作品。在作品的筹备
上，岳云鹏介绍：“跟孙越老师写了一个
小段，不长，十几分钟。”作为德云社能歌

善舞的才艺担当，孟鹤堂、周九良这组合
作了十年的搭档，在相声春晚上的作品
也让人期待。孟鹤堂介绍：“这次表演的
东西比较多，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算是
全能型选手了。我们来还写了一段相
声。”周九良说：“多才多艺，会什么我们
就演什么。让大伙儿开心就行。”
据悉，天津卫视除了在大年二十九晚

间黄金档播出《天津卫视德云社相声春
晚》之外，还筹备了三期晚会综艺《青春德
云社》，将在正月初二到初四晚间播出。
对于这三期晚会综艺的设计，郭德纲说：
“天津卫视开展了主题春晚、晚会综艺的
创新。除了正式出现在相声春晚里面的
演员之外，我们还有好几百人，在其中挑
了一些比较年轻的演员，希望在天津卫视
的平台上让更多的人熟识他们。”在已曝
光的录制花絮中，身为德云社副总、郭德
纲爱徒的栾云平首度变身综艺主持人，称
主持《青春德云社》感觉还挺顺畅，“节目
有游戏、有相声、有访谈……有我们很多
德云社的新生力量。”

■本报记者张帆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纪念天津解放72周年，由市委宣传部、
海河传媒中心共同出品的7集纪录片
《奠基岁月：天津1949—1956》正在天
津卫视热播。自开播以来，这部讲述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天津人民
在奠基岁月里砥砺奋进的作品，凭借鲜
活珍贵的一手史料、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以及动人叙事打动了无数观众，堪称一
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

98岁老人难忘“进城路”
实验中学特级教师史巧玲看了热

播的纪录片后十分激动，当年，她的父
亲就是天津解放时随军入城参加接管
公安工作的干部，今年已98岁高龄。“这
部纪录片从筹拍阶段起我们就非常期
待。我的父亲和公公都是在河北胜芳
参加培训后随军入城的接管干部，平时
经常听他们讲起当年的故事。”

去年，史巧玲发现了父亲18年前
写的一篇回忆录，记录的就是这段历
史。“他写到了自己如何从冀中党校选
调到胜芳参加培训，准备接管公安工
作，里面谈到了许多学习工作生活的
细节，也让我们对那段历史有了更细
致的了解。父亲当年是从天津西部进
城。1949年1月14日一早，解放天津
的战役还未打响，他们就集结起来从
胜芳镇出发，一路步行赶往天津。”1
月15日上午，天津战役还未结束，接
管大军就经过杨柳青到达小西关。几
年前的一个父亲节，史巧玲和兄长还
曾陪着父亲“重走当年进城路”。“那

天，我们从西营门走起，在天津战役烈士
纪念碑等处拍照留念，沿途父亲还给我
们一一介绍当年这里的样子。”

史巧玲告诉记者，纪录片《奠基岁月》
大手笔、立意高、选材好，一定会在天津历
史记录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部纪
录片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要三个‘铭
记’——一要铭记不忘初心跟党走；二要
铭记不忘使命拼命干；三要铭记不忘历史
向前进。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的红
色基因要永不变色、代代相传。”

从无家可归到劳动模范
在该片第2集《新生的力量》中，全

国劳模、原棉纺一厂工人李学武的故事
令人动容：他12岁逃荒无家可归，天津
解放后进入棉纺一厂，收入高了，生活好
了，还分到了第一批工人新村的新房，人
生从此改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年逾九旬
的老人十分动情：“是共产党挽救、培育
了我，使一个无家可归的童工改变了命
运。我为新中国建设铺路作奉献，党、政
府和人民关怀我一辈子，我要用余热作
贡献、再写新篇。”在荧屏上再次重温过
往岁月，李学武颇为感慨，“解放前我的家
被国民党烧光了，无家可归只能流浪，12
岁给英国人当童工。在党的关怀培育下，
改变了命运，成了有知识（大本毕业）、懂
技能（高级工程师）的专家。虽然现今白
发，但深情永怀，愿为国为民尽心尽力，把
余热奉献给我的祖国和人民，用行动迎接
建党100周年！”

生动的党史教育课
天津解放时，作家方纪被任命为天津

日报副刊科科长，执笔投身新天津的建设
中；抗美援朝时期，他参加了中国人民第
一届赴朝慰问团，拍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
照片，这些在纪录片中都有所展现。

方纪之子、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方兆麟
告诉记者：“‘奠基岁月’非常贴切地表现
了这部片子所反映的时代内容。从1949
年天津解放到1956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
造胜利完成、农村实现农业合作化，中国
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这一
历史时期恰恰是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
会主义过渡时期，是新中国的奠基时期，
因此将这个历史时期天津发生的巨大变
革以纪录片的形式真实反映出来，冠以
‘奠基岁月’这个名字非常恰当。”

方兆麟说，“这部片子用了大量老纪
录片的历史资料，采访了大量的历史当
事人或他们的后代，以珍贵的镜头向人
们直观地展示了那个历史时代的真实面
貌，不但增加了厚重感，更使观众加深了
对那个时代的认识和理解。对于经历过
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是一次亲切的重温
和再认识；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
人来说，是一次发现、探索和理解，在纪
念建党100周年之际都会产生认识上的
收获。可以说，这部片子全面、真实地反
映了那个历史时代的风貌，这对经历
过那个时代和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
人来说，都是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
为深入理解‘不忘初心’提供了非常直
观的教材。在1949年到 1956年这个
‘奠基’的时代，虽然时间跨度不长，但
在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却是极为重
要的时期，可以说，这部纪录片从天津
的一些历史侧面回答了这些问题，这是
这部纪录片历史价值之所在。”

两米长卷轴名单 五十八位德云社演员

德云社相声春晚发布演员阵容

吴曦高分当选最佳球员

2020中国金球奖揭晓

本报讯（记者 赵睿）昨天，2020
中国金球奖评选揭晓。最引人注目的
年度最佳球员评选，中超新科冠军江
苏苏宁队长吴曦高分当选；年度最佳
教练员评选，天津泰达主教练王宝山

得分第二，率领山东鲁能夺得足协杯冠
军的郝伟获得第一名。
吴曦赢得114位评委中82人的第

一顺位选票，以555分的高分荣获中国
金球奖，韦世豪以297分名列第二，效力

于西班牙人俱乐部的武磊以266分排名
第三。中国队主帅李铁为吴曦送上奖
杯。郝伟、王宝山、陈洋在评选中分别获
得376分、358分和312分，前两名得分
很接近，是中国金帅奖竞争最为激烈的
一次。王宝山连续两年进入中国金帅奖
前三名，足以证明他的执教能力。

去年年初在国家队比赛中表现抢眼
的前锋唐佳丽首次获得中国女子金球
奖，唐佳丽和队长吴海燕前不久还获得
亚足联年度最佳女子运动员的提名。
2020中国金童奖授予年度表现最佳的
U21球员，山东鲁能前锋郭田雨获得
475分当选。广州富力门将韩佳奇、上
海申花左边卫温家宝分别以339分和
268分的成绩列第二和第三位。山东鲁
能SC获得年度最佳足球电竞俱乐部，
该队选手陈俊宇获得年度最佳足球电竞
先生称号。

中国金球奖组委会颁发了两个组委
会特别奖，分别授予武汉中心医院足球
队和江苏赛区，向战斗在抗疫一线的热
爱足球的医护人员以及为中国足球全面
复赛作出卓越贡献的团队表达敬意。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天在法国
奥比耶尔举行的室内田径赛中，27岁的
布基纳法索选手休斯·法布里斯·赞戈以
18米07打破了保持10年之久的男子室
内三级跳远世界纪录，原纪录17米92
由他的法国教练塔姆戈在2011年室内
欧锦赛上创造，赞戈成为在室内三级跳
远项目上突破18米的历史第一人。
1993年6月25日出生的赞戈，身高1

米80。20岁时，他的三级跳远成绩还没
有跃过16米，但到了2018年迅速崛起，当

年室内和室外的成绩均超越17米，室内世
锦赛获得第六，田径洲际杯拿到亚军、非
洲锦标赛夺冠。2019年，他在室内赛跳
出17米58，继续创造个人新高。在多哈
田径世锦赛上，更是跳出17米66米拿下
铜牌，首次登上世界大赛领奖台。2020
年，赞戈继续将自己的个人室内最好成绩
提升到17米77。此次比赛中，他在第一
跳犯规，第二跳跃到17米33，第三跳犯
规，第四跳提升至17米61，第五跳达到17
米70，第六跳创造惊人的18米07纪录。

赞戈创室内三级跳远世界纪录

本报诸暨1月17日电（记者苏娅辉）
在托多罗维奇、爱德华兹双双缺阵的情况
下，天津先行者男篮与超级外援马尚和威
姆斯领衔的广东队僵持了半场。随着体能
的下降，防守强度也减弱了，下半场在篮板
球上彻底失去掌控，最终以114：138告负。
在托多罗维奇因伤继续缺阵的情况

下，爱德华兹被球队寄予厚望。然而从
昨晚开始他就肠胃不适上吐下泻，今天
一早便在队医陪同下前往医院就诊。为
凑齐12人出场大名单，教练组只能将尚
在恢复期的李荣培报上名。
在马尚和威姆斯轮番登场的情况

下，“全华班”首发的天津队凭借良好的
手感和坚决的防守，首节以32：26领先，

半场结束与对手战至58：58平。第三节
开局，双方战至70：70，随着天津队命中
率下降，广东队抓住机会以 80：70反
超。天津队顽强将比分追至79：82，这
也是下半场比赛中双方比分最接近的一
次。阵容豪华的广东队多次采用“五上
五下”战术，队员体能能够很好地调配。
而伤病情况使得天津队轮转受限，随着
体能下降，也失去了防守强度

值得肯定的是，在广东队的强硬防守
下，天津队依然命中15记三分球，投篮命
中率达到51.8%。林庭谦拼到六犯离场，
老将刘伟被对方张昊肘击眉骨裂开血染
赛场。在阵容严重不整的情况下，天津队
拼到最后，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拼到最后天津男篮负于广东传闻东京奥运会取消

日本政府予以否认
据新华社电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政府发言人加藤胜信17日表示，日本
各方正在致力于筹办东京奥运会，侧
面反驳了最近关于奥运会可能无法举
行的传闻。
加藤胜信是当天在参加富士电视

台的节目时作上述表示，他说：“我们已
经决定了（东京奥运会的）场馆和赛程，
所有相关人员正在为奥运会的举办做
准备，其中也包括准备疫情的控制。”
由于日本最近的新冠疫情形势恶

化，日本国内外怀疑东京奥运会无法
在7月如期举行的声音开始增多。
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

成为首位日本部长级官员中，对奥运
会提出怀疑的人，他14日表示：“我们
现在需要尽力做好奥运会的筹备工
作，但奥运会可能面临两种前途。”
曾经担任过日本外务大臣和防

卫大臣的河野太郎还说：“一切皆有
可能……国际奥委会必须准备B计
划和C计划。”
国际上，来自加拿大的资深国际

奥委会委员迪克·庞德以及英国的奥
运会四块赛艇金牌得主平森特都公开
表示，无法确定奥运会能否在今年夏
天召开。
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和日本

首相菅义伟始终承诺，东京奥运会将
如期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