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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帆）
由李少飞执导，张嘉益、闫
妮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
《装台》近日在天津卫视开
播。这部充满浓郁人间烟
火气的“陕味儿”剧十分圈
粉，而本身就是西安人的
张嘉益和闫妮在经过多部
剧的合作之后早已默契十
足，在这部剧中更是给观
众带来了不同以往的新鲜
感受。
《装台》讲述了以刁大

顺为首的舞台搭建者生活
中发生的酸甜苦辣的故
事。其中，由张嘉益饰演
的刁大顺是一名装台工，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有责任有担当，
有情有义，但在家庭生活中也有精明的一面，他努力要做合格
称职、靠得住的丈夫，也努力去做一个好父亲。而为扮演刁大
顺一角，张嘉益和主创提前一个月就到西安的城中村，和工人
们一起干活体验生活，最终将底层人物那种善良、吃苦耐劳、朴
实憨厚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并将自己对人物的构造和理解
融入其中。

剧中，由闫妮饰演的蔡素芬从甘肃来到陕西落脚，与刁大
顺萍水相逢后结为夫妻，贤惠持家，温顺善良，对于他人的恶
意和命运的不公，一再退避忍让，是一个情感内敛，敏感害羞，
身上笼罩着淡淡哀愁的传统女性形象。为了剧中角色，闫妮
从方方面面去接近蔡素芬这个人物，对人物性格和依照故事
走向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拿捏精准，在剧中几乎是素颜出镜。

除了张嘉益和闫妮两位主演，在《装台》中还有宋丹丹、秦
海璐、陈小艺等助阵，为该剧增添了更多魅力。不仅如此，剧
中的每一个人物角色都非常生动有趣，无论是秦腔团不怒自
威的瞿团长、鸡贼算计又上下奔走的主任铁扣、老实巴交的农
村孩子墩墩，抑或是城中村里时不时出现的疤叔、黑总等，都
让人印象深刻。
《装台》这部剧呈现了真实的生活状态，讲述了老百姓自

己的故事，并且在这些看似并不容易的生活当中，为观众带来
昂扬向上的生活斗志，带来较为深刻的人生思考。

■本报记者张帆

明日是农历二月初二，也是传统民俗中
的“龙抬头”。除了剃头、吃焖子，传统的民
俗活动更是必不可少。记者了解到，每年的
“二月二”，南开区都会在南开文化广场举办
传统民俗展演活动，今年的“运河舞春龙”民
俗文化展演活动汇集舞龙、杠箱、腰鼓、秧
歌、中幡等传统非遗表演项目，同时该区图
书馆还准备了“您读书，我买单”的新书借阅
活动。

专家解读“龙抬头”

“二月二”为什么又叫做“龙抬头”？天津

社科院研究员罗澍伟认为，这与古代天文学
对星辰运行的认识和农业节气有关。

罗澍伟告诉记者，古代天文学的观天模
式是在周天黄道确定 28个星座，称为 28
宿。古人将这28个星宿按照东南西北分成
4宫，每宫7宿，并按照它们的形象将4宫附
会为4种动物。其中东宫7宿（角、亢、氐、
房、心、尾、箕）被想象成一条南北伸展的青
龙，由30颗恒星组成。当被称为“龙角”的东
宫7宿的第一宿出现在地平线的时候，正值
春天来临，所以，古人将它的出现作为春天到
来的标志。此时，恰逢我国农历二月雨水节
气前后，传说天上主管云雨的龙开始抬头，此
后降水逐渐增多，由此产生了“二月二，龙抬
头”的说法。

百年焖子有讲究

每逢“二月二，龙抬头”，就是信末庭
一年中最忙碌的时间。他是静海区区级
非遗项目中旺“信记”焖子制作技艺的传
承人，已做焖子 30余年。“我们的焖子就
是纯绿豆、水，不添加任何东西。”这也是
“信记”焖子历经百年仍受到许多顾客青
睐的原因。从选材、备料到蒸制，“信记”
焖子严守祖传工艺，100斤绿豆原料最后
只能得到30斤制作焖子所用的粉团。获
得粉团后还需在大盆中放置12个小时沥
净水分，才会得到颜色雪白通透、手感滑
溜筋道的半成品。

除了吃焖子，二月初二的另一个习俗
是吃和“龙”有关的食物，表示龙已经来到
人间。罗澍伟说：“比如吃面条，叫龙须；吃
薄饼，叫龙鳞；吃饺子，叫龙牙；吃汤圆和馄
饨，叫龙眼。再有就是要做家庭卫生，因为
百虫复活，所以特别要做一做床的卫生。
因为过去睡的都是土炕，拿一些有挥发性
香味的中草药来熏炕，不再生虫。”

罗澍伟表示，现在很多传统节日的民
间风俗被逐渐淡化，但人们又渴望在节日
时回归传统，渴望感受到那浓浓的散发着
乡土气息的味道。让现代人多了解一点传
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唤起我们共同
的民族记忆并凝聚我们共同的文化情感和
民族精神。

■本报记者张帆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打造的
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二期播出，
聚焦中国首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
百科全书《天工开物》，致敬“古有《天工开
物》，今人继往开来”的科学精神。

跨时空握手引热议

节目中，“当代读书人”撒贝宁带领观众
游历于时间的长河。他从1961年湖南安江
农业学校的一片试验田里启程，遇见立志让
“稻子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有扫帚那么
长，籽粒有花生米那么大，每个人都可以在稻
穗下乘凉”的袁隆平，而后穿越到300多年前

明朝万历年间的江西稻田，拜访同样为了“五
谷丰登，物阜民康”的朴素梦想跋涉不止的
《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

在这期节目中，最让观众难忘的便是宋
应星与袁隆平跨越时空的握手。跟随撒贝宁
来到现代的宋应星，见到呼啸的高铁、天空中
的C919飞机、“九天揽月”的大火箭“嫦娥
号”、潜海万米的“奋斗者”号深潜器……尤其
是在袁隆平院士的稻田里看到心心念念的
“乃粒”，听闻袁隆平少年时读过《天工开物》，
最喜欢里面的《乃粒》，宋应星激动到热泪盈
眶，以现代礼仪和袁隆平在稻田里上演跨越
300多年的“握手”。
饰演宋应星的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李光

洁坦言和宋应星“相见恨晚”，他非常喜欢对《天
工开物》“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的评

价：“我能感受到他豁达的性情和时代思辨，
我希望能演出他的性格、思想，让更多的人了
解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从传统经典中“探得”宝物

一档文化节目何以能在各年龄层观众中
产生如此巨大声量？该节目艺术总监、中国国
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表示，《典籍里的中国》是
面向过去的传承，是面向未来的开启，是将戏
剧的传统美学融入电视创作的积极探索。节
目能够成为爆款，重要原因是挖掘出了典籍里
蕴含的思想精华，并让它穿透数千年的历史时
空，与当下观众形成精神上的共振。

在创作中，田沁鑫认为节目最难的还是如
何在生动的故事中突出典籍的思想性，还要保
留好“双手奉上”的仪式感。“无论是护书人为什
么要护书，还是写书人为什么要这样写，必须
要有一条主线一以贯之，从而深入浅出地串起
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避免因庄重严肃而晦涩
无趣。在舞台上进行呈现的时候，人物互动、
场面调度以及许多起承转合的环节，也都是在
前期的创作中就要把握好的。”

如今，《典籍里的中国》成为爆款节目，田
沁鑫也深感传统文化是一座取之不竭的“富
矿”：“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刻感受中华文明的灿
烂辉煌和中华艺术的精神风骨，在深入传统文
化宝库、探得‘宝物’的基础上，以现代人的视角
提取精神内涵，同时积极运用新的艺术表现手
段和技术手段，让传统题材作品既有传统的独
特韵味，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昨
日，“迎庆建党百年”天津评剧院志愿者下
基层服务活动走进武清区韩村，该院名家
新秀走进父老乡亲中间，以评剧唱响昂扬
向上的红色主题。

天津评剧院与韩村多年前就结下缘
分。韩村是一个热爱评剧艺术的美丽村
庄，也拥有自己的评剧社团。不过，毕竟
是土生土长的农村社团，基本上处于自
我摸索、自娱自乐，没有专业老师辅导，
更没有像样的行头和配备。天津评剧院
抱着文化回馈百姓、为新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注入活力的态度，经过精心筹备，于
2019 年和韩村评剧爱好者在当地成立

了昭晗评剧团，不但送来了刀枪把子、盔
头、头面、服装、乐器等一应俱全的用具，更
把艺术辅导和演出送到韩村。

天津评剧院的名家新秀又一次来到韩
村，受到父老乡亲的热情欢迎。演出中，庄玉
生、刘灵芝、李丽华、王晓凌等接连带来《智取
威虎山》《长征》《刘胡兰》等红色剧目选段，昭
晗评剧团的成员们也展示所学所会，现场洋
溢着一派正气以及演员票友的鱼水情。天津
评剧院副院长张卫星表示：“此次剧院组织全体
党员和志愿者到韩村，意在以文艺形式积极营
造红色文化氛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是文艺
工作者应该做的，今后我们将继续不断满足群
众的需求,与父老乡亲共享文化。”

本报讯（记者仇宇浩）由北辰区文旅局主办、北辰区图书
馆承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学习党史知识竞赛
活动”将于3月15日正式开启。
本次线上答题活动是北辰区文旅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之一。此外，北辰区图书馆还
在线推出“好书献礼建党百年”、建党百年红色连环画推荐和
线上讲座等，将在系列活动中深入开展“四史”学习教育，传
承红色基因，凝聚奋斗伟力。

北辰区学习党史知识竞赛将启动

南开文化广场“运河舞春龙”、专家讲解趣味民俗……

有吃有玩“二月二”“龙抬头”里有门道

张嘉益闫妮联袂 剧情“陕味儿”浓郁

天津卫视开播《装台》

迎庆建党百年

天津评剧院送戏到基层

《典籍里的中国》热播

穿透千年历史形成精神共振

文化观察

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

两本新书聚焦脱贫攻坚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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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天津人民出版
社近期推出了两本从不同角度聚焦脱贫攻坚伟业的新书《扶
贫日记》《深度贫困县高质量脱贫路径研究——贵州省正安县
脱贫攻坚范式》。

由“95后”新锐作家葛元利创作的《扶贫日记》，书写了其
公司派驻在深度贫困村参与脱贫攻坚战的两位书记的工作故
事，其中一位已退休却主动请缨，另一位身体多病带着媳妇一
起驻村，两位书记在各自负责的村子搞基建、兴教育、变革生
产模式、破除旧俗、共抗疫情。作者以第一人称主诉、问答记
录的方式，边观察边思考、边记录边叩问、边抽离边融入，如实
记录了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背景下贫困山村面貌的改变，也
展现当代年轻人对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注。
《深度贫困县高质量脱贫路径研究——贵州省正安县脱

贫攻坚范式》在深入正安县各乡镇、街道调研的基础上，客观
地、系统地从脱贫攻坚大决战前的正安掠影、正安县脱贫攻坚
战略部署、正安县脱贫攻坚战术举措、正安县脱贫攻坚所取得
的成就、后脱贫时代的正安县发展思路和方向等多个方面进
行了概括和总结，提炼了国家级深度贫困县高质量脱贫的正
安脱贫攻坚范式。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年轻的“巡视员”
这些巡视员，通常要求年轻、

腿脚利索、反应敏捷，又要原则性
很强，既要对下面的情况了如指
掌，同时又要坚守秘密和遵守铁
的纪律。
“巡视员的工作最危险。他们

有时刚从上海带着任务出去，半途
上就被敌人截获、逮捕。许多巡视员
走的时候并不知道当地的组织被破坏
了，当他们从上级那里领受任务回来，
就一步迈进了敌人的牢房……”党史
专家告诉我。
建党初期到解放战争前夕，上海

不仅曾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还是江浙省
委所在地。那时交通条件落后，为防止
泄密，党对全国各地的日常党务工作部
署和指导，通常就是由这些“巡视员”来
完成。尤其是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
其党务工作一直是由设在上海的中央
和临时中央局及江浙省委直接管辖，所
以这里的“巡视员”也特别多。
而这，也让我看到了另一些革命

者的形象——
1927年南京“四一惨案”和上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共产党在
沪宁线上的组织工作处在极其艰难和
危险之中，江苏省委和上海地区的党
团组织连连遭到严重破坏。这时，一
位宜兴青年被调到上海的江苏团省委
工作，他就是史砚芬，干练而又老成。
之前他是共青团宜兴县委书记，而且
作为副总指挥，刚刚参与组织了宜兴
暴动。
“沪宁一线的党团组织被敌人破

坏得相当严重，组织决定由你担任新的沪
宁线巡视员，同时兼任南京团市委书记。
有困难吗？”
“没有。”“那好，明天开始你的任务，

就是走这一条线，重点做好沪宁两地的组
织巡视，同时在敌人心脏南京地区积极展
开工作……”“是。”

那时，上级任命干部和交代任务非常
简单，也许就是一两句话、几分钟谈话，就
开始工作。而工作也许是一次与某某地
方的组织接头，也许是去跟另一位地方负
责人交代一件事情，在这过程中，你可能
面对的就是一位已经叛变了的无耻者，等
待你的是冰冷的铁镣与牢狱之灾。

史砚芬是位极有经验的年轻巡视员，
而且熟悉沪宁一线的敌情，除了上海，苏
州、无锡、常州、镇江以及南京，他都比较
熟悉，且能在不同城市讲不同方言。这是
从事地下工作的“巡视员”必备的能力，因
为沪宁一带的人十分注意方言不对的“外
地人”——那是当地特务们惯常识破一些
非本地籍的地下党员的“歪招”。有一次
史砚芬巡视到常州，正与当地一位地下党
负责人在茶馆接头时，几个特务突然出现
在史砚芬他们面前。特务问当地的那位
地下党是干什么的，人家马上用常州话回
答说是在本地做小买卖。

傻四儿恨洋教
小雪她妈信洋教，就说，傻四儿娶

小雪行，但也得信洋教。小雪她妈知
道傻四儿不会答应这个条件。傻四儿
曾对小雪说过，他虽是在娘娘宫长大
的，可连中国的神鬼都不信，更别说信
洋教了。果然，这时一听就拨楞着脑
袋比划说，不信洋人那玩意儿。傻四
儿并不知道，也就是他这句话，把小雪
她妈惹恼了。小雪她妈认为，这傻四儿
简直就是个魔鬼，他竟然敢把万能的主
说成是“那玩意儿”。这以后，也就索性
挑明了，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后来小
雪跟了个拉胶皮的。这拉胶皮的就比傻
四儿聪明多了，一听小雪她妈提这个要
求，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可答应是答应，
娶了小雪以后，一次教堂也没进过，该不
信还是照样不信。

傻四儿从这以后也就恨上了洋教，
就因为这个洋教，小雪她妈才愣把他俩
拆散了，再后来从恨洋教也就更恨洋人
的教堂。这时一听街上的人说，洋人又
在老西开盖了教堂，东马路上的人就是
为这事闹起来的，于是水铺的水也不烧
了，跑到东马路，从早到晚也跟着抗议
示威的人一块儿罢工。一天晚上，傻四
儿从东马路回来，累了一天正打算睡
觉，杨灯罩儿来打开水。杨灯罩儿白天
让人牵着游了一天的街，从东马路一直
游到金钢桥，一路让人又啐唾沫又往身
上扔各种垃圾，从头到脚流脏汤子，晚
上回到家，想弄点儿水洗洗。这时一看
水铺凉锅凉灶，水缸也见底了，也是心
里正没好气，一下就跟傻四儿急了，骂
他没事儿闲得蛋疼，洋人盖教堂跟他有

嘛关系，放着水铺的活儿不干，跑去掺和
这种没用的闲事。

他这一骂，旁边的邻居不干了。
水铺旁边的邻居这几天虽也觉着不

方便，但傻四儿去东马路跟着示威，毕竟
也是正经事，大伙儿也就都能担待。这
时住水铺对门的李秃子从院里出来，指
着杨灯罩儿的鼻子骂，你少喝一碗水能
渴死啊，白天游街没游死你，又跑到这儿
来找死是吗？

李秃子这一骂，旁边又有人说话了。
这说话的姓麻，叫麻新科，在一家小

报馆当主笔，平时写些花边新闻之类的
“豆腐块儿”。李秃子一骂杨灯罩儿，他
不爱听了。这麻新科也信洋教，本来就
看不惯在东马路抗议示威的人，觉着这
些人简直不可理喻，洋人在天津盖教堂，
是来传播西方文明，天津人这么闹不光
没文化，素质低，也把愚昧的本性都暴露
出来。又听说这杨灯罩儿因为替洋人说
话，让东马路上示威的人打了，还牵着去
游街，心里正为这事鸣不平，这时一听李
秃子也骂杨灯罩儿，就过来帮着说话，说
李秃子不该骂杨灯罩儿，傻四儿是开水
铺的，不好好儿烧水，跑到东马路去凑热
闹，说他闲得蛋疼还是好的，说白了就是
吃饱了撑的跟着瞎起哄。

72 20 重返上海
经过紧张地筹备，《大公报》上

海版于1936年4月1日创刊，馆址
设于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
18号。此后，1936年4月1日，《大
公报》又在四马路436号设立了代
办部。

冯棣入职《大公报》之时，恰是
《大公报》上海版创建时最为繁忙之
际。冯棣因为自己在上海的求学经
历，为《大公报》上海版的创建出谋划
策，颇为用力。所以，在《大公报》上海
版创办之初，冯棣作为“资深”员工，也
随着天津《大公报》编辑部来到阔别多
年的上海。

重返上海，冯棣再次领略了上
海这座不夜城的繁华，但他在看到
上海浮华一面的同时，更以一名记
者的眼光去观察这个东方巴黎。在
他的眼中，虽然上海有着富足繁荣
的外表，但其实在这些华丽的表象
之下，掩藏着太多不公平，人们因为
贫富的差距形成了明显的阶层，富
人因垄断某些资源，不劳而获却每
日奢华享乐，那些被生活所迫辛苦
劳作的下层人民，却衣食无着，饥寒
交迫。带着这样的发现，冯棣于
1936 年 5 月至 6 月期间，在《大公
报》上海版刊发了《都市下层生活》
系列速写作品，同时配发简
短文字，反映下层人民的生
活苦痛，具有极强思想性。

如 1936 年 5月 8日《大
公报》上海版刊登的冯棣《都
市下层生活》速写“马路旁的

炒面馄饨摊”，画面类似丰子恺漫画，以
线条绘制，画面中央有一黑色墨块，分隔
开馄饨摊主的工作区和光顾馄饨摊的顾
客，简单的线条将几个都市底层的劳苦
民众形象展现出来，远处破旧的茅草房
和街巷，暗示着这里是贫民窟。冯棣还
为这幅作品配上了一句话的说明文字：
“他们一家大小的生活，全靠那些赤膊光
足汗臭的顾主。”明确指出马路旁边的炒
面馄饨摊主赖以为生的顾客也是社会底
层的民众。

类似的作品还有1936年5月9日的
《犯罪》，说明文为：“她们没有受过文明的
教育，生活也没有职业的保障，只得以皮
肉来换金钱，有时被认为有病，便带去罚
钱，并禁止营业。路人喝彩看热闹，说她
们是‘社会罪人’。”

这组作品与赵望云的“农村写生采
访”异曲同工，但冯棣笔下的人物与景象
却是《大公报》上海版读者身边的人，这更
让繁华都市——大上海——的读者看到

之后产生强烈的共鸣。
1936年9月1日，《大公报》

在上海徐园举行“复刊十年沪馆
同人举行纪念会”，这次纪念会的
主持人由享誉京津的文化名人
“海怪”严仁颖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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