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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塔灯光秀聚焦相声春晚

天津市2021年军民迎新春晚会腊月二十八播出

唱响时代旋律谱写奋斗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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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昨
日，天津市2021年军民迎新春晚会在天津大
礼堂完成录制，晚会实况将于2月9日（腊月
二十八）晚在天津卫视和“津云”平台播出。
本次晚会是临近春节之际为全市人民献上的
一场文化盛宴，用文艺形式提气、打气、鼓气，
营造激情创业氛围。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天津人民
同全国人民一起书写了抗疫史诗，涌现出了
一大批英雄人物。本次晚会特别邀请到其
中的部分代表人物和医务工作者群体参
与。张伯礼、陆伟、吴琦、张颖、于洪志等我
市抗疫英雄人物及多名“90后”医务工作者
通过视频连线或亲临现场的方式出现在晚
会中，他们向广大市民献上美好祝福。晚会
节目还将展示部队指战员、公安干警、科研
人员、社区工作者、机关干部等各行各业人
员的风采。

晚会特别设计了音乐情景剧节目《把风
雨扛起来》，由专业演员与医务工作者共同表
演，通过精心打磨的朗诵、演唱、剧情，为观众
再现一幕幕温暖的记忆。南开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检验技师郑旭坤曾参加天津市支援湖
北医疗队，她受邀参加了节目。她对记者说，
《把风雨扛起来》艺术地展现了天津人民抗击
疫情的过程，也让她回忆起在湖北一线战斗
的日子，“90后”青年一代在疫情中真正做
到了“把风雨扛起来”，青年人一定会在各行
各业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晚会总导演张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介绍，今年晚会的基调定在了温暖、向上、给
人信心和力量之上。出于疫情防控考虑，今
年参与晚会的总体人数缩减了近四成，但主
唱演员和节目数量比往年都增加了。晚会对
视觉效果做了专门调整，以更好地适合电视
和网络播出。晚会还加入了我市青年相声演
员任鹏飞、蔡宝恒表演的新创相声《津沽人物
赞》，这个节目以传统段子《八扇屏》为框架，
融入了天津本土语言文化元素，以“贯口”讴
歌了马三立、李叔同、于敏、张伯礼等在各领
域有杰出贡献的天津人。

本场晚会由名家领衔，新秀当主角。于
淑珍、关牧村参与组曲联唱《心中的旋律》，孟
广禄、王平、赵秀君联袂带来新创京歌《党旗
颂》，抒发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对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的激动心情与美好祝福。晚会还坚持
推新人、树新星，编导、策划、撰稿、主持等方

面启用新人，从我市专业院团新秀竞演类综
艺节目《舞台新星》中脱颖而出的众多优秀青
年演员，在舞台上挑起大梁。青年编导程绍
璇表示，从晚会中观众们既可以领略到节目
形式与内容的创新之处，也可以收获方方面
面的感动，同时还将感受到浓浓的春节氛
围。天津市首届“舞台新星”青年优秀人才、
晚会朗诵演员张文明是首次参加天津市军民
迎新春晚会，他表示，希望用自己的专业优
势，通过晚会给观众带来有温度的表演，让大

家感受到正能量。
据悉，本场晚会还将演出歌舞《唱支歌儿

给党听》《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歌曲《是你一
直想着我》《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杂技《钢
铁脊梁》《飞天揽月》，戏曲联唱《共产党人时
刻听从党召唤》，组曲联唱《心中的旋律》，武
术《奋斗》，鼓曲联唱《四季新歌》，舞蹈《希望
的田野》，音乐快板《阔步新征程》等节目。晚
会采取提前录制、网络和电视线上播出的形
式，届时，天津广播电视台、“津云”平台及人

民网、央广网、搜狐网、凤凰网、百度等App
将广泛开展线上传播，观众不仅可以欣赏到
整场晚会，还可以通过短视频观看其中的精
彩片段。

本报讯（记者张帆）记者昨日获悉，天津卫视德云社相声
春晚将于2月8日、9日18点至21点点亮天塔。天塔总高度
415.2米，为世界第6、亚洲第4高塔，天津最知名的地标建筑
之一。

覆盖180度天塔塔身，德云社演员郭德纲、于谦、高峰、栾
云平、孔云龙、郭麒麟、阎鹤祥、岳云鹏、孙越、烧饼、曹鹤阳、孟
鹤堂、周九良、张鹤伦、郎鹤炎、秦霄贤的巨幅人物形象灯光秀
将震撼亮相，见证相声春晚点亮天塔。

天津卫视德云社相声春晚由德云社最强班底组成，汇集
相声、歌舞、京剧等表演，将于2月10日19点30分播出。

本报讯（记者 张钢）昨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新制定
的《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首次明晰演艺人员
从业规范，并明确了对“劣迹艺人”联合抵制和复出规定。

3月1日起，该办法将正式实施。《管理办法》面向在中国境
内从事音乐、戏剧、舞蹈、曲艺、杂技以及其他形式的现场演出
活动的表演者，主要内容有：根据演艺人员违反从业规范情节
轻重及危害程度，分别实施1年、3年、5年和永久等不同程度的
行业联合抵制，并协同其他行业组织实施跨行业联合惩戒；受
罚艺人必须在联合抵制期限届满前三个月内提出申请，经同意
后才可继续从事演出行业。这一新规的出台无疑给了那些“劣
迹艺人”当头一棒，“忍几天就过去”“轻松复出”等侥幸心理将
被彻底纠正。

女声独唱《是你一直想着我》。

本报讯（记者翟志鹏）为营造良好节日氛围，更好地满足
留津过年人员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市委宣传部和市文旅局的
指导下，天津交响乐团将启动“在津过年——爱在天津·乐在
天津”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活动从新春大年初一持续到正
月十七，为观众打造线上线下音乐艺术盛宴。

在春节期间推出系列演出是天交近年来的工作常态。
今年，天交艺术家响应“就地过年”号召，在春节期间继续坚
守工作岗位。此次活动由天交与招商银行天津分行合作推
出，共策划了二十余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的线上线下活
动，所选曲目均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外名曲。据了解，天
交还将邀请不同工作岗位上的留津过年人员走进演出现场
观看演出，并将把“爱在天津·乐在天津”逐渐打造成乐团的
新品牌。

本次活动将通过不同形式的音乐活动展示音乐艺术魅
力。其中，“维也纳施特劳斯家族传世名作交响音乐会”（正
月初三）、“春之声——世界经典圆舞曲交响音乐会”（正月初
六）、“甜蜜蜜——侯小媛邓丽君金曲交响音乐会”（正月十
五）等大编制交响音乐会将在天津音乐厅、天津大礼堂等剧场
上演。天交各室内乐组合也将带来“我心依旧——铜管五重
奏音乐会”“宫崎骏动漫主题弦乐重奏视听音乐会”等多场
室内音乐会，让观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聆听中外名曲。

“在津过年”系列音乐会送祝福

“劣迹艺人”或被行业永久抵制

音乐情景剧《把风雨扛起来》。

组曲联唱《心中的旋律》。

歌舞《唱支歌儿给党听》。

舞蹈《希望的田野》。

起义三支主力的建立
“问题主要还出在我们这边真正

起义的主力队伍不够。”汪寿华说。
“还有，周边配合和支援的力量始终
没有协调好，所以吃了大亏。”赵世
炎指出。
“工人纠察队赤手空拳，没有武

器装备，关键时刻使不上劲是根
本。”罗亦农挥动着拳头，补充道。
“大家分析得都有道理。所以一

场武装起义，不单单是我们几个人的
问题，也不仅仅是上海工人和学生的
问题，还是整个全局的问题。哪一块
没有准备好，就可能造成全盘皆输的
结果。”周恩来总结说，并且着重讲了
下一次武装起义的三支主力的建立：
工人纠察队、自卫团和特别队。毫无
疑问，工人纠察队是主力中的主力，至
少要3000至5000人；把这样的一支
人数众多的队伍指挥和带动起来，就
得有编队、训练和武器配备等。而要
确保三支主力队伍的战斗力及行动的
迅速、有效，还得在运输、消息传播等
方面的保障上下功夫。
“上海是沿海、有江有河的城市，

我们除了要做好陆上的工作，还要争
取海军方面的支持。”周恩来不愧是我
党早期最重要的军事家，又有广州武
装斗争的实践和领导黄埔军校的经
历，所以熟悉军事指挥。
从这一天开始的第三次武装起义

的准备工作，就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
下，有条不紊地分工进行。
既然工人纠察队是起义主力，那

么对这支队伍的训练便成了当务之

急。有经验的周恩来以自己的影响力和人
脉关系，立即将已经到达浙江的北伐军中
的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侯镜
如和彭干臣(烈士，“八一”南昌起义重要骨
干，1935年牺牲在战场，时年36岁)秘密调
到上海，训练工人纠察队骨干人员，教他们
枪械知识以及巷战战术等军事技术。他们
都是中共党员，周恩来要求他们自己来上
海的同时，也从北伐军内带一些军事骨干
秘密进入工人纠察队编队系列，担任起义
指挥和军事战术指挥。这是实战的训练，
与以往两次武装起义完全不同的是，第三
次武装起义不再是简单的罢工、示威和游
行了，而是准备真刀真枪地打仗！

此时的罗亦农，正协助周恩来在执行
起义准备的全局工作；赵世炎则负责三支
主力队伍中的党团骨干的工作；汪寿华依
然利用上海总工会名义组织工人纠察队，
并发动外围工人队伍的罢工、示威等。

一日，商务印书馆迎来一位从汽车上
下来的特殊客人。这客人头戴礼帽、穿着
长衫，一副生意人的派头，而且还从汽车
上搬下来大包小包一大堆。
“哎呀，怎么是你呀！太危险了，周总

指挥，你怎么能亲自来给我们送武器呢？”
原来这位“客人”就是周恩来，他是专门为
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送枪支来的。

杨灯罩儿大包大揽
杨灯罩儿这回还真有事儿。上

次大卫李给老娘办丧事，装裹棺材
和一应执事，都是杨灯罩儿给一手
操办的，不光省钱，也让大卫李很满
意。事后大卫李要请吃饭，杨灯罩
儿却推辞了。大卫李是精明人，也
明白他的心思，他是想留着这个人
情。这就像把钱存在银号里，平时
还能吃点儿利息，等真要用的时候，再
来取。这大卫李倒不怕，说来说去，杨
灯罩儿也不过就是想在租界混个洋事
儿。但大卫李知道杨灯罩儿的为人。
这以后，也就一直装傻。大卫李装傻，
杨灯罩儿也就一直不提，只是三天两
头儿来大卫李的眼前晃一下。

这几天，大卫李又遇上一件事。大
卫李这时是在一家叫“克洛德”的洋行
当领班。老板也是个洋人，叫赫德。这
赫德见大卫李的脑筋灵活，洋话也说得
呱呱的，就挺器重他。但这赫德只是二
老板，真正的大老板叫阿方索，平时在
他们国内，不常过来。这几天，这个叫
阿方索的大老板来天津视察，正要回
国，赫德就想送点儿礼物。

这礼物的分量不能太重，否则道
儿远，不好带。可价值又不能太轻，轻
了怕大老板看不上，而且还得是中国
的东西，最好能有天津特色，这就难
了。赫德挖空心思想了几天，有心送
件文物，可老货送不起，新的又没意
思。大卫李也在旁边跟着搜肠刮肚，
还是想不出主意。

后来，大卫李无意中跟杨灯罩儿
一说，杨灯罩儿立刻给出了个主意，说

送一双缎子鞋。缎子鞋在天津叫“缎儿
鞋”，让这洋人大老板带回去，不光能给
他老婆穿，看着花花儿绿绿的也是个玩
意儿。大卫李一听，立刻觉着这主意
好。回去跟赫德一说，赫德也说行。可
行是行，这缎儿鞋上哪儿去弄，大卫李又
犯难了。再一问杨灯罩儿，杨灯罩儿乐
了，说，我出的主意，我当然有办法。杨
灯罩儿说，我就是开鞋帽店的，这事儿不
用出门就办了。大卫李一听，眼珠儿立
刻转了转。杨灯罩儿看出来，赶紧又说，
你放心，这双缎儿鞋给你做，我分文不
要，白送，你跟洋人那边怎么算，那是你
的事。大卫李一听立刻说，白送当然不
行，怎么也得给个工本钱。
杨灯罩儿又一摆手说，咱是朋友，这

点事，过得着。
杨灯罩儿在大卫李这里大包大揽，

没想到回来却在老朱这儿碰了钉子。杨
灯罩儿知道老朱是“宁丧种”的脾气，宁
死爹都不戴孝帽子，他说不行，就是不
行，再说也是白说。但就在这时，大卫李
又跟杨灯罩儿说了一件事。这个大卫李
还真有点儿良心，也是爱才，通过这几件
事，看出这个杨灯罩儿确实是个人物，肚
子里也确实有点歪才，就去跟洋人赫德
举荐了。他举荐，当然也是为自己。

37 34 成立支部
古往今来，有许多文人描写海上日出

的手法出神入化，而开山岛上的日出风光
在王继才、王仕花眼里也是千变万化的，
他们每一天都可以欣赏到不同的日出。今
天的朝霞格外鲜艳，红日似乎也比往日
大。随着王继才的一声“敬——礼！”五
星红旗在朝霞的映衬下，伴着一轮红日
冉冉升起！这是最美的海上日出……

王继才携着王仕花拾级而上，登上
哨所，打开高倍望远镜，辽阔海面尽收
眼底。王继才只要站在这里，强烈的自
豪感就油然而生。镜头里的海疆辽阔
宽广，他情不自禁地唱起那一首歌：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疆
壮丽宽广/我爱海岸耸立的山峰/俯瞰
着海面像哨兵一样……

9点多钟，一阵机帆船的马达轰鸣
声由远而近，王仕花说：“他们到了……”
王继才和王仕花急急走下码头。机船
在他们说话间就靠了岸，一行三人，是县
武装部政委、乡党委书记和村党支部书
记。王仕花收拾出一间屋子，正面墙上
悬挂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面对党旗，王
继才庄重地举起右拳，村党支部书记带
领王继才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
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
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
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
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
党。——宣誓人王继才。”

此时此刻的王继才，感受
到了在43年的生命中不曾有

过的神圣与庄严！他心潮澎湃，热血贲
张。这一刻，令王继才永生难忘！
多年之后，王继才入党宣誓的这间屋子，

成了新党员入党宣誓的特定地址，成了党员
基层组织活动的场所。一批又一批新党员来
到开山岛，在这间屋子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2013年2月，中共灌云县委特别批准，

开山岛成立党支部、村委会，王继才担任党
支部书记，王仕花任村委会主任。这可能是
全中国规模最小的党支部，只有两名党员；
也是最小的行政村，村民只有王继才夫妻俩
和两名极少登岛的渔民。但是，开山岛党支
部的活动十分活跃，过往渔船来避风借宿，
渔民中的党员有了归属感。只要几名党员
集中到开山岛，王继才就组织支部活动，结
合当前形势，开展党员学习教育活动。
于是，王继才夫妻俩在开山岛哨所门

前又增加了两块牌子：中共灌云县燕尾港
镇开山岛村党支部和灌云县燕尾港镇开
山岛村民委员会。
党的光辉照耀着开山岛！

2008年，全中国人民都在同
心协力迎接在北京召开的第29届
夏季奥运会。很长一段时间，收音
机里播送的都是关于迎奥运的消
息。开山岛上的人也和全国人民一
道热切地盼望着奥运会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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