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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场馆线下不打烊线上互动多 津味儿文化大餐陪您过大年

文化结纽带他乡亦故乡
国足精心备战第二场热身赛 阿兰或有机会亮相

亚泰或扮演“假想敌”
本报讯（记者 赵睿）结束了今

年首场教学赛后，中国队开始着手
准备 9 日与长春亚泰的较量。据
悉，如果阿兰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将
有机会通过比赛向李铁展示他加入
中国队给锋线带来的变化。

与河北华夏幸福的教学赛，李铁
上下半场使用了两套阵容，除中场吴
曦、门将颜骏凌和董春雨以及阿兰外，
其余队员都得到了比赛机会。吴曦和
颜骏凌没有登场的原因是身体有些不
适。中国队上半场踢得比较流畅，原
因之一是阵容中有5名北京国安的队
员，配合相对默契一些。下半时出场
的队员没有在一起打过比赛，相互间
缺少了解，尤其后腰王燊超是第一次
担任攻防转换枢纽的任务，踢得生涩

也在情理之中。
接下来与亚泰的比赛，李铁还会不

会以国安球员为班底组成一套阵容，这
一点值得特别关注。如果是的话，中国
队可以省去一些磨合时间，而且阿兰融
入战术体系中的时间也会缩短，中国队
必须与时间赛跑。据了解，阿兰到队后
的训练很投入，教练组还有意给他多安
排一些训练时间和内容，帮助他尽快缩
小和全队之间的差距。阿兰的训练不系
统，李铁让不让他登场、踢多长时间，还
有待于8日训练结束后做决定。

亚泰前面的几场热身赛一直保持不
败，队中有外援助阵，状况应当是好于华
夏幸福。其实，亚泰更适合扮演菲律宾
队乃至叙利亚队，给中国队制造麻烦，这
是李铁希望看到的。

另讯 2 月 5日下午，亚洲杯中国
组委会副秘书长何玺一行来到北京工
人体育场复建改建施工现场，向春节
期间留京过年、坚守岗位的建筑工人
们致以节日的慰问和祝福。除北京赛
区外，天津、上海、重庆、西安、成都、大
连、青岛、厦门和苏州赛区也积极开展
形式多样的活动，向坚守岗位的亚洲
杯球场建设者们送上节日祝福。

亚洲杯中国组委会秘书处为建筑工
人们送上了春节慰问品。何玺表示：“大
家响应号召，放弃返乡与家人团聚的机
会，坚守工作岗位，组委会秘书处对这种
无私奉献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衷心祝
愿2023年中国亚洲杯十个赛区所有筹备
工作人员和一线的建设者们身体健康，工
作顺利，过一个祥和幸福的牛年春节。”

日前，记者从市文旅局获悉，为
做好春节期间市民参观服务，我市
各文博场馆在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
防控措施的同时，对场馆展出内容
进行更新，除日常基本陈列外，还将
举办多场线上线下展览，为观众提
供丰富的文化生活。

天津博物馆除了常设展览，还将
举办“‘牛’转乾坤——辛丑（牛年）新
春生肖文物图片联展”等6场线上线
下展览。“‘牛’转乾坤——辛丑（牛年）
新春生肖文物图片联展”由中国文物
报社联袂40余家文博机构，众筹数百
幅文物艺术品图片，于多地同步奉献
给观众。

天津自然博物馆将特别推出“牛

气冲天”生肖特展。此次特展包括牛年
看牛、牛族家谱、牛的生活、牛的畜牧与
疾病及牛文化五个板块，分别介绍了牛
的分类、演化、生物习性、与人类关系及
与牛相关的文化等诸多方面。自然博
物馆除基本陈列展览外，“北疆博物院
科学考察历程展”“丝绸之路自然大观
展”等5场线上展览，通过视频、音频、
图片、文字等多种形式让大家了解大自
然的奥妙。

天津美术馆持续展出“天津市革命
老区新貌摄影展”“写意的塑造——李
军教授学术研究展”“国家荣誉——中
国女排精神展”“饮湖清澜——天津博
物馆馆藏刘子久作品”“风光霁月——
李叔同诞辰140周年书法传承展”5场

主题展览。
李叔同故居纪念馆持续展出“新‘护

生画集’，绘文明故事——纪念李叔同诞
辰140周年师生绘画作品展”“李叔同与
南社”展览。

平津战役纪念馆展出“平津战役基
本陈列展览”“把青春献给党”“永不褪色
的记忆——抗战老兵摄影展”。

天津戏剧博物馆文庙博物馆管理办
公室展出“穿越恐龙时代”“贝壳物语——
珍稀海洋贝类展”。

因场馆提升改造，周恩来邓颖超纪
念馆将举办“新春佳节忆伟人扬鞭奋蹄
过大年”线上展览。由社教人员录制趣
味小视频，介绍“年”的来历，选取周恩来
过春节的几个小故事，在充满意趣的讲
述中带着孩子们共同感受一代伟人艰苦
奋斗的精神品质。

在文化和旅游部指导下，市文旅
局在春节、元宵节期间将开展“非遗过
大年 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
年”活动，把具有天津特色的“年味儿”
文化搬到线上，在抖音、快手、新浪微
博等平台开通非遗政务公众号9个，
将蕴含着浓浓“年味儿”的非遗项目用
短视频的方式展现给在全国各地过年
的天津老乡，也向全国人民展示天津
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近期，杨
柳青画社年画和河西区庆音法鼓传承
人在酷狗直播间向网友们讲述了年画
和法鼓的由来，并进行了展示；蓟州区
开展独乐寺庙会迎新送福线上活动，
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让网友“身临其

境”感受独乐寺庙会的悠久历史以及蓟
州区独具特色的剪纸、皮影等文创产
品。此外，市文旅局还与天津新华视屏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利用其在高校、古文
化街的大屏，展播非遗项目，让节日里的
“年味儿”更浓。

记者还了解到，我市各级非遗保
护部门和单位因地制宜、结合疫情防
控要求，开展丰富多彩的非遗展示、展
览、年俗表演等活动。河北区文旅局
与区文化馆联合举办“颂传统文化 展
非遗风采”河北区非遗项目品鉴活动，
线上展示了堤头庆云高跷等区内特色
非遗项目。南开区老城小梨园将打造
非遗直播孵化地，为非遗项目提供传

习、讲习场地及服务，帮助非遗项目实
现线上直播。东丽区文化馆正在举办
“花灯弄影——非遗传统宫灯展”，展
示中国传统宫灯的历史、特点、传承知
识和图片，并向观众介绍东丽区市级非
遗项目——周氏宫灯实物。杨柳青古
镇春节灯会活动正在进行中，邀请市级
非遗传承人现场与观众互动，展示杨柳
青木版年画、风筝、剪纸等制作工艺，上
演民间花会大头娃娃舞、舞龙、扭秧歌
等杨柳青传统民间花会及石家大院戏
楼戏曲演出等，同时沿街设置展灯，让
游客重温杨柳青特色年俗。

留津过年不返乡，津门故里享书
香。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为了让
广大市民特别是选择就地过年的读者
度过一个祥和快乐、充实健康的书香
春节，天津图书馆将在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要求的前提下，春节不闭馆，同时
推出丰富多彩的线下服务和线上活
动，让读者更便捷地享受阅读快乐，徜
徉书海共度文化年。

2月11日（除夕）至2月14日（正月
初三），天图开馆时间为9:00—16:00；2
月15日（正月初四）至2月17日（正月初
六）正常开馆，开放时间为9:00—18:30，
其中海河园馆区为9:00—16:30，复康
路少儿馆、贵州路绘本馆为9:00—
17:00。读者入馆须按要求提前预约。

此外，即日起至本月底，天图各种
线上展览、展示、征集、荐书活动精彩

不断。截至2月18日的“开门迎福气挥
毫作春联”春联书法作品征集活动，截至
2月26日的“剪纸迎新春 巧手绘福牛”
春节主题活动，截至2月28日的“我爱
你，中国——最美中国年画展”，让读者
在欣赏年画、书写春联、动手剪纸的过程
中，感受传统中国年的味道。
天图在线上推出“诵读经典美文歌

颂伟大祖国”迎新春经典诵读作品展示，
赞美伟大祖国，歌颂平凡英雄；新春系列
线上展览——“感动2020我的日记”优秀
作品展、“我与图书馆”优秀摄影作品展、
“我心中的图书馆”优秀书画作品展，通过
展现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动人故事，彰显
图书馆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内涵。“悦读之
星”风采展示，通过“悦读之星”讲述读书
故事、分享读书感悟，吸引更多读者走进
图书馆。“悦读星”推荐——带一本好书陪

您过年，通过推送“好书推荐”短视频，积
极引导京津冀甘地区读者徜徉书海。

2月6日至7日的“牛牛捏捏”手工
展示，由绘本馆老师带领孩子们用提前
准备的彩泥捏制各种小动物，锻炼孩子
们的动手能力。

2月8日至28日在线上和线下共同
举办的迎新春·传统文化专题书展，为青
少年读者推荐与传统文化知识相关的优
秀图书。

2月13日至14日、27日至28日推
出的“《小牛的春天》《音乐牛索菲亚》绘
本故事”“《元宵》《元宵游戏》绘本故事”，
由绘本馆老师讲解绘本故事，小朋友和
家长可一起参与并分享听后感，营造家
庭阅读氛围。

2月20日至21日的“梦娃线上小剧
场”亲子活动，由家长和小朋友一起演绎
小故事并录制成音频或视频分享，快速
提高孩子的阅读水平。

看展览 文博场馆推出多场线上线下展览

■本报记者张帆刘茵仇宇浩

记者从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
到，为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
祥和、健康安全的新春佳节，丰富就
地过年人民群众文化娱乐生活，市
文化和旅游局深挖本地特色文化和
旅游产品供给，活跃演出市场、用好
文博场馆、弘扬传统非遗，在春节期
间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品书香 天图春节不闭馆，津门故里享书香

赏非遗 伴非遗过大年，让文化进万家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赛
季斯诺克单局限时赛昨天结束首轮
争夺，多位中国球员集体退赛。希
金斯新冠痊愈复出，时隔四个赛季
后上演单局首秀获胜。老将莱恩斯
与业余选手侯赛因刷新了单局赛最
低得分纪录。

原本近20人的中国军团阵容大
幅缩水，包括颜丙涛、赵心童、鲁宁、
袁思俊在内的多达12人先后退赛。
继首日有3人晋级后，昨天肖国栋在
落后33分的情况下单杆72分逆转沃
顿，田鹏飞、范争一、罗弘昊则负于各
自对手。这样一来，首轮过后中国军
团仅剩4人。

在连续缺席四个赛季后，希金
斯报名参加本站赛事，这也是他宣
布感染新冠后复出首秀，最终以16：6
战胜唐纳森。取代赵心童参赛的业
余选手侯赛因，在比赛还剩30秒
时，以1：7落后于莱恩斯，最后时刻
拿下超级大角度红球，并幸运叫到
黑球，完成1：7到9：7的“惊天大逆
转”，总得分16分刷新了赛会最低
得分纪录。

50岁的老将巴里·平奇斯在2
分钟内轰下单杆40分逆转绝杀，
海菲尔德在半分钟内打出单杆40
分逆转获胜。伊朗名将瓦赫迪即
将完成单杆逆转时，却在最后一颗
粉球上出现离奇失误，对手邦德以
31：30侥幸获胜。

斯诺克单局赛首轮

希金斯痊愈复出

前天，“福牛贺新春——中国第十四届生肖画及国画优秀作品展”，在河西区文化中心美术馆开展。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2021年中国
田径协会短跑项目基地赛第二站昨天
在深圳大运中心进行，谢震业以20秒
72夺得男子200米冠军，继第一站的
100米和4×100米接力后，在新赛季
的前三场比赛中实现三连胜。李文杰
以10秒28夺得男子100米冠军，超过
谢震业首站夺冠时的10秒31，暂列今
年中国男子百米第一位。

为备战东京奥运会和全运会，中国
田径队短跑组、跨栏组、跳跃组在深圳
大运中心基地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冬
训。继1月底举行的中国田径协会短
跑项目基地赛首站夺得两金后，昨天的
男子200米决赛中，谢震业虽然最后时
刻放慢脚步，但仍以20秒 72夺冠，汤
星强以20秒 77摘银，卢志权以21秒
21摘铜。

据其教练陶剑荣介绍，谢震业目前
状态不错，达到了以赛代练的目的。近
期在体能、力量、能力等方面打基础，下
一阶段将进行起跑等技术的改进。谢震
业也表示，自己在起跑方面仍需提高。

男子100米决赛中，李文杰以10.28
秒夺冠，将个人最好成绩提高了 0.19
秒。梁小静以11.38秒夺得女子100米
冠军，并以23.47秒获得女子200米冠
军。庄冬梅以56.88秒夺得女子400米
冠军，卢志权以47.36秒获得男子400
米冠军。黄智健、梁劲生、吴智强、陈佳
鹏以39.31秒获得男子4×100米接力
冠军。

以赛代练 状态不错

谢震业新赛季开局三连冠

本报诸暨2月6日电（记者 苏娅
辉）上半场进攻出色，防守不足。下半
场防守加强，进攻却又“哑火”。在李
慕豪和汉密尔顿两大高度把守下，阵
容严重不整的天津先行者男篮“顾此
失彼”，最终以84：101负于北京队。

天津队依然是全华班首发，在以
防守著称的北京队面前，开局阶段命
中率一度达到惊人的81.8%。有了进
攻保障，天津队一路与对手紧咬比
分。然而，防守上的漏洞是显而易见
的。首节让北京队拿到少有的35分，
篮板球以5：13落后，半场过后篮板球
已经是12：29。下半场，北京队的强
硬防守给天津队施加了太多压力，严
重干扰了命中率，以至于下半场三分

球18投仅2中，在擅长的进攻手段上
“哑火”。全场篮板球以33：58处于绝对
劣势，板凳球员得分20：43也是处于绝
对下风。北京队凭借28次罚篮拿到22
分，而天津队仅有14次罚篮拿到12分。

本场比赛，天津队三人得分上双。
林庭谦依然是全队最大亮点，他拿下全
场最高的25分，并贡献2篮板8助攻5抢
断。在后卫线告急时刻，“客串”一号位
的林庭谦连续高质量发挥。最近连续4
场比赛，对福建队砍下22分、对浙江队
19分、对山西队24分、对北京队25分，大
局观和预判是其最凸显的优势。孟子凯
本场拿到全场第二高的18分3篮板2助
攻。他已经连续9场比赛得分上双，对阵
福建队得到的29分刷新了生涯新高。他
的中远距离投篮，成为球队现在的主要
得分点。特罗特三世拿到全场第三高的
17分6篮板4抢断。阵容不整的情况下，
他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球队前行。

至此，本赛季CBA联赛常规赛第二
阶段落下帷幕。在伤病困扰、引援受限、
阵容严重不整的情况下，天津队战绩上
胜少负多。但场上的拼劲、韧劲始终如
一，在与强队比拼中的进步也是有目共
睹。主教练刘铁表示：“队员们真正比赛
的时间、经验都非常少，但大家都很努
力，积极性很高，球队的凝聚力很强。我
们没有明星球员，希望寄托在每一个人
的身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个人能
力，打好每一场比赛，在争胜的前提下锻
炼队伍。保持住这种势头，继续加强训
练，等人员齐整了，相信情况会好转的。”
明天，球队一行返回天津。稍作休整后，
将投入到新一轮备战中。

天津男篮负于北京

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
进屋后，周恩来笑笑，说：“兵

法上重要的一条就是讲出其不意
嘛！你看外面街上都紧张，谁会相
信我们竟然在大白天坐着汽车来
送军火呀？！”
街头，白色恐怖。暗里，起义烽

火已烈。至2月底，汪寿华负责的
5000名工人纠察队人员已经落实，外
围力量的罢工游行队伍也达到了近
30万人。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北方军
阀支援上海反动势力，周恩来指令罗
亦农亲自出面组织沪杭、沪宁两条铁
路的工人成立罢工委员会，随时应对
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
3月初后的形势对武装起义十分

有利，因为在周恩来和罗亦农、赵世炎、
汪寿华等领导下的起义准备工作已经
即将完成。然而，此时蒋介石指挥的北
伐军占领和进攻上海的行动，却处在缓
慢甚至是停滞的状态。怎么办？
“千万别再贸然行动！”中共中央

总书记、武装起义最高领导陈独秀发
话了，“不能太早了！至少需要两个起
码条件：一是上海已没有驻兵；二是北
伐军到松江后继续前进，或者等他们
到达龙华后我们再行动。”但关键时
刻，周恩来和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
等几位起义军事特委并没有完全听从
陈独秀的意见，他们认为：只要北伐军
或到达龙华、或进攻苏州、或留守在上
海的军阀部队开始撤退这三个条件中
有一个达成，就可以举行起义。
3月20日，北伐军攻克松江。傍

晚时分，前锋部队已经到达龙华。

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条件成熟！
3月21日中午12时，身穿灰布棉袄、

头戴鸭舌帽、围着灰色围巾的起义总指挥
周恩来和罗亦农、赵世炎在前线总指挥部
里向各起义分指挥部发布命令：武装起义
正式开始！

顿时，由汪寿华负责指挥的全市百万
工人、学生和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号令吹
响，那标志起义开始的各种汽笛声响彻云
霄，整个上海的市民都能感受到一场伟大
的疾风骤雨的大革命将拉开战幕……

战斗异常紧张且捷报频传：先是南市
工人纠察队占领了南市警察署和那里的
兵工厂及南市火车站；浦东形势更是激动
人心，两个小时全部结束战斗；吴淞那边
也由工人全部占领。

当晚，除闸北以外，各区均取得预期的
胜利。但盘踞在北火车站和商务印书馆俱
乐部(即原东方图书馆)的守敌十分顽固，他
们凭借着坦克、迫击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压
制了工人纠察队的进攻，起义队伍伤亡严
重。周恩来和赵世炎、罗亦农得知前方战
事紧急情况后，火速亲临战斗现场，立即命
令暂时停止强攻，随后佯装退阵。

就在这一夜，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
一直在几个战线，分头部署向最后的两个
重要据点进攻……

“缎儿鞋”成难题
大卫李的心里有数，这杨灯罩儿

再怎么能耐，说洋话不行，这也就注
定，以后在洋人面前不会超过自己。
但在洋人跟前混事儿，倘手下有个这
样的人，不光能出主意，还多了两条
腿，以后也好办事。这个叫赫德的洋
人本来就相信大卫李。他来天津几
年，也已经懂了不少这边的事，知道
单有一种中国人，吃中国饭，拉中国屎，
却专门坑害自己中国人。倘洋行里多
几个这样的人，当然也没坏处。

所以大卫李一说，赫德也就同意了。
大卫李赶紧把这消息告诉杨灯罩

儿，也是为了让他把“缎儿鞋”这事办
得漂亮点儿。果然，杨灯罩儿一听，立
刻像打了鸡血。他这些日子跑前跑后
地帮大卫李办事，又给他出各种主意，
其实也就是为的这个目的。现在，这
目的总算有了眉目。可这一来，这“缎
儿鞋”的事也就成了一个更大的难
题。如果没有大卫李举荐这事，自己
跟老朱说了，老朱不答应，只要回来跟
大卫李回个话儿也就行了，主意已经
给他出了，随便扯个理由，让他另想办
法也就是了。办事儿当然都是这样，
总有办得成的，也有办不成的。可现
在就不行了，他马上就是这个洋行的
人了，大卫李的事也就成了他的事。
这事儿，就必须得办成了。

杨灯罩儿这么一想，就又来到了
鞋帽店。

杨灯罩儿这回来，还特意带了一包
真正的“高末儿”。进门没说话，就先给
老朱沏上了。老朱知道，他这次来，还

是为那双“缎儿鞋”的事，也就不说话，停
下手里的活儿，抬起头就这么看着他。杨
灯罩儿见老朱不说话，也就不说话，只是
闷头坐着。但老朱有个脾气，他自己不说
话行，可受不了别人也不说话。倘对方也
一直这么闷着，一会儿工夫，他就先沉不
住气了。杨灯罩儿也知道老朱这脾气，就
故意这么闷着他。又闷了一会儿，老朱果
然沉不住气了，吭哧了一下说，这事儿，我
头回已经说了，肯定不行。
杨灯罩儿还闷着。
老朱又说，没钱，干不了。
杨灯罩儿耷拉着眼皮，像没听见。
老朱说，咱是小本生意，垫不起。
杨灯罩儿突然用手一捂脸，哇地哭

起来。他的嗓子是横着的，像西北秦腔
里的“黑煞”，一哭动静儿挺大，连街上都
能听见。老朱一下让他哭愣了，不知这
是怎么回事。杨灯罩儿鼻涕一把泪一把
地越哭越伤心，又哭了一会儿，嗤地擤了
下鼻涕，把手甩了甩，才慢慢抬起头说，
还不是鞋的事儿，要就是这个鞋的事儿，
我也就不跟你费这劲了。
老朱看看他，不知不是鞋的事儿，又是

嘛事儿。杨灯罩儿说，是我大姨的事儿。
老朱想了想，好像没听说过杨灯罩

儿还有个大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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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仕花在守岛日记中是这样写的：

2008年6月19日，星期四，天气：阴。开
山岛又有人上岛钓鱼，老王说，上岛钓鱼
可以，但是卫生要搞好。其中一个姓林
的和姓王的说：岛也不是你家的，卫不卫
生，关你什么事。老王很生气。2008年
8月8日，星期五，天气：晴。今天是奥运
会开幕，海面平静，岛上一切正常。

2008年8月8日8时，是一个举国
上下关注的历史性时刻，在距离北京
1000多公里的黄海上的一个小岛——
开山岛，这里看不到电视，但两颗激动的
心脏随着收音机里传来的声音与祖国一
起跳动。收音机里传来了时任国家主席
胡锦涛同志宣布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声
音，传来了刘欢和莎拉·布莱曼合唱的
《我和你》，传来了2008名演员击缶而
歌，吟诵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
激荡人心的声音…王继才和王仕花虽然
看不到表演现场，但却听到了北京奥运
会开幕式的热闹声响。王仕花非常激
动，就在身旁的无花果树上刻了一行字：

奥运八月八日八时在北京举行。
热烈庆祝北京奥运会胜利召开！王仕
花心想：以后树长大了，字也会越来越
大。最令王继才夫妇感动的是，他们在
孤岛上升国旗的故事，竟传到了北京。

2011年9月25日下午，王继才和
王仕花来到北京，应邀参加“五
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
专题文艺晚会”。他们俩有生
以来第一次乘飞机，第一次来
到首都北京，激动的心情溢于

言表，他们像做梦一样。车子行进在宽阔
笔直的长安街上，他们就感觉到，好像穿梭
在传说中的时间隧道里。他们在0.013平
方公里的开山岛上时，目光所及都是近在咫
尺的景物，只有在哨所用高倍望远镜远观辽
阔的大海时，才能展开视野极目远眺。那
时，他们只有一个感觉：北京太大了，中央电
视台太远了！中央电视台大演播厅灯火辉
煌，王继才觉得灯光太亮了，晃得他睁不开
眼，更觉得灯光将自己暴露得一览无余。
常年生活在孤岛上的他，显得有点拘谨。
王继才被请上了舞台中央。中央电视

台主持人董卿微笑着迎上前去，自我介绍
道：“我是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董卿。”
董卿的自我介绍充分展现了她的职业

素养。因为她知道，王继才、王仕花夫妇俩
没有看过电视。尽管在他们眼前的是大名
鼎鼎的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董卿，可是
王继才、王仕花却不认识她。
1986年，王继才刚上岛时，电视机可是

奢侈品。城里人都要凭票或凭关系“走后
门”购买，更别说开山岛了，而且那
里没有电视信号。2010年，开山
岛上才安装了太阳能发电机，可是
一碰上刮风下雨就没电了，且电压
很不稳定。董卿是谁，他们真的不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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