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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院《三娘教子》感人肺腑这个春节充满年味、人情味、文化味

“红色文艺轻骑兵”让春节更温暖

重现历史场景 追溯初心历程

《见字如面·初心季》打开尘封岁月

■本报记者翟志鹏摄影姚文生

为满足节日期间我市基层群众和留津过年
人员的精神文化需求，打造一个更有年味、人情
味、文化味的春节，从春节前夕起，市文联精心组
织策划，持续开展了“我们的中国梦——新时代
‘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进万家”系列活动。文
艺家们通过演出、讲座、视频拜年等丰富多彩
的线上线下形式，为基层送来党的声音和关
怀，让这个春节更加红火、温暖。
市文联此次策划了多个重点突出、内容

丰富的活动。其中，“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
队春节前夕慰问基层，特别是留津过年人员，
引发了良好社会反响。市曲协小分队前往南
开区福润劳务服务公司慰问环卫工人、奔赴
河西区春秋文化艺术厅举办相声新作品专
场；市音协小分队赴津南区、宝坻区、和平区、
南开区的社区和幼儿园举办文艺演出和专业
培训；市舞协小分队在和平区大都会社区为
群众指导舞蹈；市书协小分队走进一汽-大
众汽车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宝坻区增良庄
村、东丽区津门里社区等写“福”字、送春联；
市摄协小分队走进北辰区、津南区的社区和
地铁建设一线为群众和工人们办讲座、拍照

片；市美协小分队深入公安东丽分局新立派
出所和企业举办宣讲、交流、采风、创作活
动。多个协会还有效整合资源优势，市曲协、
市音协、市书协文艺家组成小分队，走进东丽

区新立示范镇农民安置用房建设项目──丽
恒花苑的建设工地慰问建设者们。

线上活动同样特色十足。市文联制作
了由多位文艺名家担纲的艺术讲座，在线上

广泛传播，张建会、李强、聂书娟、齐镇宇、肖
桂森等名家从各自的专业角度，为市民讲解
书法、民间文艺、摄影、古彩戏法等艺术门类
知识。

为了更好地落实“文化进万家”活动理
念，市文联在组织实施活动的同时，积极指导
各区文联结合各自实际，开展接地气的文化
活动，形成了市、区两级联动的良好态势。和
平区文联充分调动区内骨干艺术家力量，先
后在大都会社区、和平区纪委监委机关、新津
社区开展送“福”活动和文艺讲座；西青区文
联组织小分队深入精武镇小卞庄村和王顶堤
商贸城开展“送福下乡”活动，将寓意着“福”
的书法作品送到群众手中；北辰区文联结合
防疫工作要求，开展了“共圆百年梦 奋进新
征程”迎新春送福活动，区内书画家书写春
联、“福”字送给群众；蓟州区文联组织书法家
书写了“福”字、春联，送到群众，特别是农村
百姓家中。

■本报记者张钢

在今年火热的电影春节档中，《唐人街探
案3》上映6天已经拿到35亿元票房，位居票
房榜首。与此同时，陈思诚也成为中国影史
首位票房破百亿元的导演。
2015年12月31日，集探案与喜剧于一

身的《唐人街探案》惊艳亮相，当即受到观众
欢迎，并以8.22亿元的票房成绩完美收官；
两年后，该片续集选择在大年初一上映，依靠
前作积累的人气以及故事的进一步升级，
33.96亿元的成绩仅次于《红海行动》位居当
年票房排行榜次席；如今，在经过一年的等待
后重装上阵，再度喜获佳绩。对于自己取得
成绩以及《唐人街探案》系列此后的发展，陈
思诚表示自己已经开始脱离这部系列片，把
主要精力放在了最新的科幻三部曲上。
“大家看这部系列片时，都会喜欢片中搞

笑的人物设置、精巧的悬念结构、诱人的异域
风情、新颖的拍摄手法等等，但作为导演，我
更关注的是电影背后要传达的主题，因为《唐
人街探案》系列在这些精美的外壳下，背后还
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核。”陈思诚在总结影片成

功经验时说，“《唐人街探案1》讲的是人的原
罪，人生来有善恶；《唐人街探案2》讲的是人
的‘三性’，就像电影开头写的那句，‘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任何人都有人
性、神性和兽性；《唐人街探案3》讲的更多则
是‘见众生’，故事的主题是反战。我觉得一
部成功的电影作品，一定会有一个能与观众
产生共鸣的内核，然后再用大家喜欢的形式
去做包装，最后才能呈现出效果。这三部影
片能够取得成功，是来源于我的经验，我知道
观众喜欢什么样的作品。我以前在舞台上演
出时，是直接面对观众的，我所有的表演都能
获得直接的反馈。那时我就发现，自己能掌
控观众的情绪。现在我在电影里的种种设
计，都源于最初自己一步一步的积累。”

在成为中国影史首位“百亿导演”后，陈
思诚的下一步工作计划出人意料，他说：“我
不会再去执导《唐人街探案4》，要将精力用

在最新的科幻三部曲上。这些年我在拍《唐
人街探案》系列的同时，也在不断尝试去找
更好的合伙人、导演和编剧进行合作。比如
我做了《误杀》监制，发现柯汶利就是一个年
轻的、有创造力的导演，还有很大潜力去发
挥。因为我感兴趣的题材很多，一年可能也
就能做一个项目，《唐人街探案》系列已经是
很成熟了，我会把这个题材交给别人做，自
己再去开发新的作品。我希望自己能像库
布里克一样，从《2001太空漫游》拍到《大开
眼戒》，从最早拍太空题材，拍战争电影，最
后还是回到婚姻关系的电影。这才是艺术
家要走的道路，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作
品。目前我的新作《外太空的莫扎特》正在
拍摄之中，这是一部带有科幻元素，又包含
教育以及喜剧色彩的多题材作品，是对我自
身的又一个挑战，我也期待着影片在今年暑
期上映时观众的反馈。”

本报讯（记者张帆）新春伊始，《见字如
面》第五季为迎接建党百年华诞特别制作
《初心季》，今日起在黑龙江卫视亮相。

除了延续节目“一人一信一舞台”的传
统风格，新一季的《见字如面》特别制作在
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内容上
聚焦“初心”，通过选择具有重大“地标”意
义的历史书信、文献，讲述中国共产党追寻
真理、舍身取法的寻路历程以及带领中国
人民追梦圆梦的故事；为了“活化”历史，形
式上则新增了戏剧化演绎，以期打开尘封
岁月，重现历史场景。

本季《见字如面》以《初心季》为题，用
“前夜”“信仰”“火种”“征途”“黎明”“青春”
“热血”“活力”“先锋”（上、下）等10个章节，
带领观众回顾这100年来中国所走过的民
族复兴之途、改革开放之路，翻阅百年间留
下的历史书信、报章、公告、文献，勾勒中国

共产党“初心”从形成到坚定的“心”路历程，形
成一份特殊的记忆献给建党百年华诞。
节目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起步，概括了

一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夜”，一代又
一代的志士仁人创造光明中国的不懈努力。
回首百年，用书信、文献梳理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在外侮入侵时奋勇抗击，在山河破
碎中浴血重生，在一穷二白时励精图治，在时
代发展时与时俱进。其中，既有毛泽东、蔡和
森、张太雷等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往来
书信，聚焦他们在茫茫黑夜中对“信仰”的孜
孜以求；又有柔石兴奋地向《萌芽》杂志的读
者描摹红色根据地的革命“火种”怎样星火燎
原的一线特写。既有红军战士何滌宙、谢扶
民的遵义和草地日记，用质朴的书写重现那
场震撼世界的“征途”；也有毛泽东的名篇《为
人民服务》、赵一曼遗书和《新华日报》给读者
的公开信，尽显“黎明”当前的壮怀与壮烈。

还有新中国成立初期，叶剑英写给女儿、梁思
成召唤友人、华罗庚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投
身“建设新中国”的倡议书信，还原了在“一张
白纸”上挥洒“青春”的豪情。有焦裕禄、邢燕
子，一个个响亮的名字，闪耀着燃烧激情的壮
志；有小岗村大包干、勇砸“大锅饭”、恢复高
考、香港回归……一个个光辉的坐标，为这条
通往复兴的中国道路计时读秒。
“一人一信一舞台”的极简风格始终是

《见字如面》的标志，并凭此获得了口碑和赞
誉。这种形式在本季特别制作中因为选取
大量的历史信件、文献与公告而被打破。因
此，《见字如面·初心季》在保持原风格的基
础上，为降低部分历史信件、文献的收看门
槛，一些信件将通过戏剧演绎的形式呈现，
通过演员表演与舞台调度，配合舞美、道具、
服化，“故事化”地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带
领观众走进历史“现场”。节目邀请王劲松、
刘琳、宁理、冯嘉怡、李建义、何瑜、宋洋、俞
灏明、张萌、张晞临、高晓攀等众多知名演
员，在戏剧表演和读信两种不同表现形式下
往复转换，以精彩的演绎丰富了本季节目的
视听体验。

“我不会再执导《唐人街探案4》”
——中国影史首位票房破百亿元导演陈思诚谈创作

本报讯（记者刘莉莉摄影姚文生）天津京剧院昨天在中
国大戏院演出《三娘教子》，演绎了一段感人肺腑的人间真情
故事。
《三娘教子》一剧具有强烈的教育意义。说的是薛衍有两

兄，长兄亡故，寡嫂张氏；二哥薛奇娶妻刘氏，生子乳名倚哥。
薛衍、薛奇同船出行，薛衍赶考半路下船，薛奇遇风浪落水而
死。张刘二氏闻讯席卷家财改嫁他人。薛衍之妻三娘春娥收
留薛倚哥，织布为生勉强度日。倚哥被同学讥为无母之儿，气
愤而归不认三娘为母，三娘怒将刀立断机布。老仆薛保竭诚
劝导，母子和好。春娥积劳成疾，性命垂危，张刘二氏袖手旁
观，倚哥、薛保沿街乞讨为春娥救命。春娥感动，二人情如亲
生母子。多年后，薛衍发迹，倚哥亦得中状元，一家团圆。

此次演出由“梅花奖”得主王艳饰演王春娥，赵华饰演薛
保，吴凡、邵海龙等分饰其他角色。司鼓丁胜，操琴贾增辉、仇
朝煦。王艳塑造的王春娥令人动容，坚贞守节、含辛茹苦、情感
真挚。赵华饰演的薛保在机房中的经典唱腔彰显忠义善良。

科普漫画《工作细胞》首次引进

“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慰问建设者。

本报讯（记者张钢）今年春节档电影，贾玲执导的《你好，
李焕英》逆袭成为最大黑马。该片不仅让贾玲成为中国票房
第一的女导演，也让该片主演沈腾成为中国影史票房第一的
演员，累计票房超过188亿元。

截至目前，中国演员按所演电影票房及片数的前五位排
序为：沈腾（188亿元，28部）、黄渤（183亿元，52部）、吴京
（178亿元，30部）、王宝强（169亿元，46部）、刘昊然（166亿
元，24部）。从开心麻花的舞台到2015年正式主演《夏洛特
烦恼》，短短七年时间，沈腾跃居中国电影史上票房第一的演
员，说明他多年来在舞台上练就的扎实功底获得了回报。

春节长假过后，春节档大部分电影票房涨势趋缓，只有
《你好，李焕英》借助观众的良好口碑一路上扬，票房已达33
亿元，与《唐人街探案3》只有4亿元的差距。据业内专家分
析，该片会在本周末完成对《唐人街探案3》的赶超，最终票房
会突破50亿元大关。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春节期间，日本爆款科普动画《工
作细胞》第一季在央视六套开播，同名漫画则由磨铁图书首次
引进出版，此次与中国读者见面的是《工作细胞》简体中文版
第一册至第五册。

医学知识萌系科普《工作细胞》是由日本“90后”漫画家
清水茜2015年起连载的漫画，该系列漫画在日本累计销售
450万部。这部寓教于乐的漫画缘起于作者的妹妹在学习细
胞相关知识，希望姐姐帮她把知识点画成漫画以便记忆。其
以拟人化的方式，讲述了运送着氧气的红细胞、与细菌战斗的
白细胞等人体内数量约60兆的细胞如何无休无眠工作的故
事。画风有趣可爱，知识通俗易懂。

沈腾成中国最卖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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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憎分明的立场
1929年年底，殷夫在姐姐的帮

助下，离开象山，回到上海，这次他
与家庭断绝关系，开始了真正的革
命职业生涯。从此，一个革命诗人
在上海闪闪发光……
血液写成的大字，斜斜地躺在

南京路，这个难忘的日子——润饰
着一年一度……
……
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我也是历史的

长子，我是海燕，我是时代的尖刺。
“五”要成为报复的枷子，“卅”要

成为囚禁仇敌的铁栅，“五”要分成镰
刀和铁锤，“卅”要成为断铐和炮弹！
……
他的《血字》在上海街头成为学生

和工人们纪念五卅运动的战斗檄文。
让死的死去吧！他们的血并不白

流，他们含笑地躺在路上，仿佛还诚恳
地向我们点头，他们的血画成地图，染
红了多少农村、城头。他们光荣地死
去了，我们不能向他们把泪流。
……
《让死的死去吧！》的诗篇里，我们

看到了一位青年革命者的爱憎分明的
立场。此时的殷夫，已经不仅仅是只会
站在革命的岸头振臂高呼的人了，他已
经带着他的战斗武器——革命诗篇，去
街头领着无产阶级战士去战斗了——
在今天，我们要高举红旗，在今

天，我们要准备战斗！
怕什么，铁车坦克炮，我们伟大的

队伍是万里长城！怕什么，杀头、枪
毙、坐牢，我们青年的热血永难流尽！

……
杀不完的是我们，骗不了的是我们，
我们为解放自己的阶级，我们冲锋陷

阵，奋不顾身
……
20岁的殷夫的这首《五一歌》，不仅成

为当时上海人民纪念“五一劳动节”、与敌
人战斗的号角，而且还在诗风上突破了
“五四”时期抒情诗的格调，创造了音律铿
锵、意境高昂、笔触粗犷而富有无产阶级
革命激情的战歌，达到了殷夫本人的创作
高峰，与其他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作品共同
起着动员群众和鼓舞革命的作用。

就在这个时候，殷夫也走进了鲁迅的
“圈子”。尤为当今青年人喜欢的那首匈
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
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
光辉诗篇，就是当时殷夫以“白莽”的笔名
翻译并亲自带着译稿找到鲁迅门下的。

革命者殷夫，此时更多的是“一位革命战
士”。1927年7月，19岁的殷夫因参加丝厂
的一个罢工，被捕入狱。囚禁一段时间后获
释的他，身上什么都没有了，从朋友那里借得
一身长衫后去见鲁迅，不好意思地在老师面
前说：“这回是第三次坐牢了。自己出来的，
前两回是哥嫂保出的，他一保出，我就失去自
由，这回我不通知他了，想得个自由……”

老朱说的是当年的事
可这时天正热，糨子又搁了一

宿，已经馊了，老朱吃完就拉起稀
来。老朱本来就瘦，在前胸扎一锥
子，能透到后背，隔着皮能看见骨
头。老话说，好汉禁不住三泡稀，拉
两天就起不来了。

来子一看就知道有事儿，问了
几次，老朱才把实话说出来。这时
老朱已挂了相，面色焦黄，嘴唇干裂，
两个太阳穴瘪了，眼犄角儿耷拉了。
来子赶紧去把尚先生请来。尚先生给
摸了摸脉，又开了个方子，让来子去街
上抓药。但一出来就跟来子说，这就
是服平安药儿，已经没用了。

来子一听就急了，说，也就是拉个
稀，还能把人拉死？

尚先生说，一样的拉稀，也分人，
火力壮的，别说三泡稀，十泡八泡也扛
得住，老朱是寒弱，就像灯碗儿里的
油，本来就没多少，这一泻也就完了。

尚先生摇头说，他现在，五脏六腑
都已枯竭了。

当天晚上，老朱就不行了。来子没
回家，一直守在老朱跟前。半夜，见老朱
动了动，就赶紧凑过来。老朱睁开眼，看
看窗外，问来子，嘛时候了？来子说，后
半夜了。老朱吭哧了一下说，想喝口酒。

来子一听老朱想喝酒，就知道，这
是老话儿说的上路酒，应该到时候
了。柜子上的酒瓶子里还有点底儿，
来子倒在碗里，给端过来。老朱一口
喝了。这一口酒下去，两眼一下亮起
来，人也好像有精神了。他把碗递给
来子，唏地出了一口气说，我这辈子，

冤哪。说着动了动，意思是想起来。
来子就扶他坐起来。老朱坐稳了，说，

这些年，一直想找个能说话的人，好容易找着
两个，一个是小福子他妈，可没几年就跟人跑
了；另一个是你，也没几年，我又要走了。

来子说，先别这么说，你走不走，还
不一定。老朱摇头，这点事儿，明摆着。
喘了口气，又说，有个事儿，我没跟人说
过。来子看着他，你现在要不想说，就还
别说。老朱说，再不说，就没机会了。

老朱说的是当年的事。当年刚娶小福
子他妈，老朱白天在铺子里绱鞋，小福子他
妈一个人在家没事，就上街溜达。其实老
朱不愿让她上街。小福子他妈长得不俊，
但挺扎眼。女人扎眼也分几种，一种是俊，
一种是丑，还一种是奇。俊就不用说了，漂
亮女人走在街上谁都爱看，不光男人爱看，
女人也爱看。丑女人要是丑出了圈儿，在
街上也能让人多看几眼。唯这长相出奇
的，最少见，也就比丑的和俊的更招眼。

小福子他妈长相就出奇，是个瘦脸
儿，不光瘦，下巴颏儿还尖，再细眉细眼，
就是个狐媚相，走在街上也就更让人多
看几眼。一天下午，老朱正在铺子里绱
鞋，就见小福子他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头发散了，衣裳也撕了。接着没等老朱
问，一个洋人就追进来。

51 48 感召效应
有网友问：“守岛卫国32年，不

惧风雨不言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
力量，能让一个人把一生年华都奉
献在一座远离陆地的小岛上？”答案
只有一个：信仰。在王继才的境界
里，是“守岛就是守家，国安才能家
安”；在他的荣誉里，是“你不守，他
不守，这岛，谁守”？
“王继才是我们这个群体的突出

代表，他身上有我们戍边人共同的故
事。”广西那坡县天池国防民兵哨所哨
长凌尚前表示：守边防和守海岛环境
虽然不同，但性质相似、任务相通。在
王继才事迹感召下，凌尚前动员女婿
放弃货运生意上哨所当了哨兵，还告
诉儿子让他来接班。如今，哨所被评
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凌尚前自告奋
勇担任讲解员，他要把王继才和像王
继才那样的戍边人的故事讲给更多的
年轻人听。

全国“时代楷模”、山东兰陵县
卞庄街道代村社区党委书记王传喜
一步一个脚印带领村民致富，在全
县率先实行了土地流转，建起全国
首个“国家农业公园”和“代村商贸
物流城”。“王继才同志舍小家为国
家，不为利益所惑，不为困难所惧，
在平凡岗位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王传喜说。

全国“时代楷模”、农业专
家赵亚夫正带领团队走进贵
州大山深处的沿河县，为这个
在脱贫攻坚一线的贫困县“把
脉问诊”。他们4天时间走过

了沿河7个镇14个农业点，不是在路上，
就是在地头。“王继才用一生守岛卫国，我
们也要为老百姓脱贫致富贡献所有力
量。”赵亚夫说。

2018年8月，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桂
五镇敬老院焕然一新。江苏“时代楷模”、
李银江院长为了做好养老事业服务社会，
对敬老院进行亮化、美化、净化、绿化。“我
要以王继才同志精神的正能量，走完王继
才没走完的路，继续为社会奉献自己的光
和热。”李银江说。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副部长王东海
指出，王继才身上蕴含着四个方面的精
神内涵：灵魂内核是忠诚——32年守岛，
他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用行动铸就听党
指挥的不变军魂。质朴情怀是奉献——
他无私忘我，不辞艰苦、不求回报、不计
得失，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爱国
奉献之中。价值追求是坚守——他每天
干着巡海岛观天象、护航标等普通的工
作，日复一日、心无旁骛，在平凡的岗位

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
时代精神是奋斗——他把对祖
国的感情融入工作奋斗中，始终
脚踏实地、敬业务本，是我们走进
新时代、实现新作为的一面镜子、
一盏航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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