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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评剧院精心创排，排练场成为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课堂

锤炼《革命家庭》汲取信仰力量

天津自驾联盟启动扬州自驾活动驾友招募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下午，在
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举行的
2020—2021赛季中国男排超级联赛
B组第二轮的比赛中，天津食品集团
男排以2：3憾负四川男排，五局比分
为 25：27、23：25、25：21、32：30 和
13：15。赛后，天津男排主教练蒋杰
认为球队打一场进一步，“这场比赛输
得比较可惜，我们有很多机会没有把
握住，球队在阵容磨合和配合默契度
上与对手还有一定差距，尤其是四川
队抓防反机会的能力比我们更强，接
下来，我们会及时总结本场比赛，备战
好接下来的比赛。”B组今日休战，明

日10：00，天津男排将对阵福建男排。
B组首轮，天津队以1：3不敌劲旅

山东队。相比上一场比赛，天津队此役
的首发阵容有所调整，崔箫替换王翔宇，
与张昕宇组成副攻线，此外还有主攻袁
党毅、杜海翔，接应翟浩楠，二传邓鹏，自
由人徐朋和宋子豪。开场后，双方一路
战至25平。四川队随后加强对天津队
四号位的拦防，连得2分以27：25赢下
首局。第二局局末阶段，四川队抓住机
会连得2分，以25：23再赢一局。第三
局，天津队在杜海翔的发球轮中连得4
分，以5：3领先，其中杜海翔发球得到3
分。此后，天津队连抓防反机会得分，加

上对手连续失误送分，以22：15领先。
虽然四川队将比分追至21：23，但天津
队凭借杜海翔和翟浩楠进攻连得2分，
以25：21扳回一局。第四局，天津队中
局发力，以17：12领先。四川队随后连
得6分，以18：17反超。此后，双方一路
战至30平，四川队随后连续两次进攻失
误送分，天津队以32：30赢下本局。

决胜局，双方一路战至12平。四川
队关键时刻把握住机会，以15：13赢下
制胜一局。此役，天津队四人得分上双，
翟浩楠拿下全场最高的26分，杜海翔、
袁党毅和王翔宇分别得到16分、15分
和11分。

重拳打击违规行为

足协公布纪律准则新赛季进入倒计时
本报讯(记者申炜)中超联赛的赛程

和参赛球队还没有正式公布，中国足协昨
天率先公布了2021年度《中国足球协会
纪律准则》，受到外界的强烈关注。
从中国足协的罚单数看，2020赛季的

中国各级职业联赛，各种违规违纪案件似乎
有所降低。但实际上过去的一年，中国足协
并没有公布新版纪律准则，依旧是按2019
年版的纪律准则执行。中超联赛实际上充
斥着各种问题，球员们的犯规动作一点都不
少，只是因为赛程缩水而不那么突出。
从中国足协昨天发布的2021年度

《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来看，体现了
“从严管理”的思路，也为球场不文明行
为划清底线。例如球员对对手实施暴力
停赛3场起步，罚款3万元；对比赛官员
实施暴力行为至少停赛6个月，罚款至

少10万元；向比赛官员吐口水，至少停
赛12个月，罚款至少2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和上一版纪律准则相

比，这一次中国足协对于部分内容进行了更
新。例如球员或官员利用公共媒体或比赛
日在体育场内或其周边地区出现“挑起敌
意和暴力”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至少
给予停赛或禁止进入替补席18个月，并处
罚款至少30万元。这也意味着，如果有球
员通过社交媒体将比赛中出现的争议放
大开来，那么等待他的将是重罚。
此外，今年的纪律准则也增加了“纪

律约谈会”制度，进一步在保障当事人的
权利与完善纪律委员会工作程序间寻求
平衡。纪律委员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召
开纪律约谈会，对涉嫌违规违纪的当事人
进行纪律约谈和口头警告。

本报讯(记者 李蓓)由天视体育、
天津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金昇体育
组成的天津自驾联盟，将在清明小长
假期间组织“烟花三月下扬州”自驾活
动，现已开始驾友招募。
此次活动分为5天和9天两个行

程，利用清明假期自驾游玩扬州瘦西
湖、镇江金山、南浔古镇、安吉大竹海、

兴化千垛油菜花等景区。活动期间，主
办方将推出自驾旅行“护照”，驾友凭“护
照”不仅可以在今后的活动中尽享优惠，
还可以记录打卡中华大地的山山水水。
每天的行程中主办方还将组织各种车手
评选活动，并赠送天津自驾联盟定制T
恤衫。
本次活动对参加车辆不设车型限

制，汽油车或混动车皆可报名，同时需要
保证车辆手续齐备且车况良好。所有参
加活动人员须保证身体健康，因疫情防
控需要报名时需提供个人健康码填报健
康申报表。天津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将
派出专业技师和保障车全程保驾护航，
解除出行担忧。本次活动咨询电话：天
津 汽 摩 协 会 23526974，金 昇 国 旅
4008782255。报名地点：南开区水上北
道爱俪园公寓天津汽摩运动协会；南开
区三马路165号金昇国旅。

本报讯(记者赵睿)中国队新一期集
训即将开始，但昨天传出一则信息，队长
蒿俊闵因伤错过本期至关重要的合练。
另悉，入籍队员蒋光太身体方面也出现
问题，不排除缺席的可能。
3月14日泰山队在济南进行了一

场热身赛，1：1战平河南嵩山龙门队。
令人遗憾的是，开场仅仅5分钟左右，队
长蒿俊闵在一次拼抢中腿部肌肉拉伤被
换下场。一般情况下，这种拉伤即便不
是太严重也需要一到两周时间恢复，中
国队教练组不得不暂时放弃蒿俊闵。蒋
光太则是在训练中出现了情况。知情人
士透露，泰山俱乐部训练基地赛前给场
地浇水，使得场地比较湿滑，蒿俊闵不慎
受伤。另外训练不系统，身体达不到激
烈对抗要求，球员也容易发生伤病。

中国队教练组的大名单上，基本上
每个位置储备3名队员，个别位置甚至
更多，例如前锋线。不出意外的话，已经
由广州俱乐部转会至泰山俱乐部的徐新
将顶替受伤的蒿俊闵。蒋光太伤势如
何，是不是可以不参加本期集训，还需要
中国队教练组作出判断和决定。如果他
无法参加集训，空缺位置由泰山的另一
位老将郑铮弥补。

对于“全年无赛”的中国队而言，本期
集训是40强赛开打前至关重要的一次阵
容磨合。根据目前各俱乐部输送国脚的
数量来分析，未来中国队不排除会以多名
国安队员为班底的、前锋线以广州队的入
籍队员为重点组成一套阵容的可能性。
中国队上一期海口集训，类似这样的阵容
曾在首场教学赛中有所显现。

蒿俊闵腿部拉伤 蒋光太身体有恙

国足尚未开练先遇伤病

■本报记者刘莉莉摄影姚文生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天津评剧院创排的史诗评剧《革
命家庭》作为献礼剧目日前成功在
津首演。这台剧目用民族艺术讲述
了可歌可泣、弥足珍贵的伟大革命
精神。其团结、用心、刻苦的排演过
程，对众多演职员来说也成为生动
的党史学习教育。
评剧《革命家庭》是根据“革命母

亲”陶承的口述自传《我的一家》改编
而成，讲述了革命战争年代一个平凡
女子逐步接受革命理想，和丈夫、孩子
们一起投身革命事业，渐渐成长为一
个意志坚定的革命者的故事。该剧出
品人、领衔主演曾昭娟，文学指导盛和
煜，编剧徐新华，导演张曼君，演出阵
容由该院实力演员以及剧院学员班学
员共同组成。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2020年12月

该剧建组投排。从排练之初，剧组就透
着积极向上的精气神。下午1：30排
练，所有人提前一刻钟到场，齐整地站
在那里等待排练开始。导演张曼君说：
“天津评剧院的排练场让我肃然起敬。”
这种“一棵菜”精神，在相互带动之间形
成强大气场。
从建组到首演，剧组没有一天

休息。作为领衔主演以及剧院负责
人，作为一名党员，曾昭娟把责任扛
在肩上：担起繁重的排练以及事务
性工作，每天夜里将近12点才能到
家；为了练好一段唱，练到嘴发木，

半个小时说话不畅；她有时也会想“什
么时候能吃一顿美餐，什么时候能睡
到自然醒”……虽然很辛苦，但是曾昭
娟想：革命先辈们那么艰苦卓绝，我们
这点累算得上什么？

曾昭娟说：“通过排演这个戏，所有
演员特别是年轻演员，学习了党史，切身
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得多么不容
易，身心都受到了洗礼和教育。有三位
‘80后’‘90后’演员，在排练场就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革命家庭》让人感受到信
仰的力量还有普通革命者的伟大。我们
选择了心中信仰，就要义无反顾风雨兼
程。作为文艺工作者也是一样，选择了
评剧舞台，无论多么艰难曲折，都要往前
走，这就是信仰。”

这台剧目有天津评剧院四代人参
与，年龄最小的戏校学生只有十四五
岁。孩子们不会化妆，剧院的同志就自
发提出，每人负责两个孩子的化妆以及
其他事宜，戏曲人的态度与责任在此间
传承。排演过程中，有的演职员家人生
病，有演职员亲人离世，但是，因为一句
“戏比天大”，他们顾不得照顾家，全都一
心扑在戏上……
“这就是信仰带来的力量和凝聚

力。”曾昭娟激动地说，“所有的不容易
都是值得的，我们希望这个戏能让更
多人看到，让大家知道可歌可泣、弥足
珍贵的伟大革命精神。我们也有信
心，继续打磨这部作品，为建党百年贡
献精品力作。”

本报讯（记者 张帆）国安题材当
代都市反谍大剧《暴风眼》正在热
播。作为“不易拍”的冷门题材，《暴
风眼》以收视口碑双丰收的成绩实
现了冷门题材出圈大众化的成功突
围，让曾经陌生的当代国安题材“火
出了圈”。

《暴风眼》讲述以安静（杨幂饰）和马
尚（张彬彬饰）为代表的国安人员，不畏
险阻始终坚持心中正义、努力侦破技术
窃取案件，保护国家稀有资源不被境外
势力走私交易的故事。随着近日临近大
结局，国安战士们抽丝剥茧最终锁定了
潜伏在鼎华集团内部的境外间谍“沉睡

者”，国安与间谍集团终极之战即将开
启，持续了半月有余的反谍悬案也即将
告一段落。观众们在沉浸式的追剧过程
中，也了解了国安战士，收获了不少国家
安全知识。
当代国安题材不易拍，但国安战士

们在隐蔽战线的坚守付出又是真正值得
让广大观众看到的。总制片人高琛提及
拍摄这部作品的感触时说：“我们生活在
和平年代，但我们更应该知道谁在为我
们守护和平。”总编剧梁振华也在采访中
表示：“如果说这部作品有偶像色彩的
话，那偶像就是那些默默无闻为国家奉
献的国安战士们。”
该剧让观众看到了与往常的侦查、

破案剧不同的一面，让观众对国安有了
认识。观众们在网络上纷纷有感而发：
“看这部剧一边惊叹于国家科技发展之
迅猛，一边能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居安思
危，能看见国安战士工作的不易”“当这
部面向主流收视人群的剧集将如此多
‘硬货’包裹进扎实的故事和出彩的人物
群像里时，这部现实题材大剧在好看之
余，便有了直击人心的力度”。

热播剧致敬国安战士

《暴风眼》掀起“国安热”

本报讯（记者张钢）日前，博纳影
业集团等联合出品的电影《父辈》（暂
定名）在内蒙古紧锣密鼓地筹备，将于
4月开机拍摄。该片由于冬任总制片
人，尔冬升监制并导演，故事根据“三
千孤儿入内蒙”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
全景式再现60年前那段流淌着民族
大爱的往事。
据于冬介绍，《父辈》将作为中

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献礼影

片。该片讲述的是 1959 年到 1961
年，新中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大
批来自南方的孤儿面临营养不足的威
胁。为此，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主
动请缨，将 3000 多名孤儿接到大草
原，牧民们本着“收一个、活一个、壮一
个”的原则，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并养育
了这些孤儿，成就了一段民族团结、守
望相助的佳话。

该片筹拍过程中，尔冬升导演带

领制作团队在今年春节期间就赶到内
蒙古，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在
呼和浩特、锡林郭勒盟、乌拉盖草原及
周边地区勘景，力图以严谨的态度和
扎实的创作来完成这部年度感人之
作。于冬表示：“在 60年前国家经济
最困难的时期，内蒙古大草原的牧民
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祖国分忧，为
民族团结贡献力量；60年后，在抗击
新冠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果之时，将这
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搬上大银幕，是我
们这些中国电影人的责任，也是向中
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献礼！”

《父辈》再现民族大爱往事

本报诸暨3月16日电（记者 苏
娅辉）面对内线占据绝对高度优势，同
时又以防守凶悍著称的北京队，天津
先行者男篮在篮板球处于绝对劣势的
情况下，开局挖下巨大的“坑”。虽然
后三节发挥出色，但依然回天无力以
84：95告负。外援特罗特三世被对手
撞到腰，赛后被救护车紧急送医。
昨天，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官宣与

美籍球员乔丹·迈克瑞签约。今天上
午，CBA联盟官宣迈克瑞完成注册。
今晚与天津男篮一战，身穿52号球衣
的迈克瑞迎来登陆CBA的首秀。北京
队同时拥有吉布森、汉密尔顿和迈克瑞
三位强力外援，而天津队一度以单外援
特罗特三世甚至是以“全华班”苦苦支
撑。在北京队的强硬防守下，天津队首
节进攻严重受阻陷入得分荒，以11：27
落后。逐渐适应对方的凶悍防守后，逐
渐找到进攻节奏，同时增强防守，天津
队在第二节单节以24：23领先。中场
休息时，主教练刘铁一直在强调，加强
防守强度，进攻要耐心。咬住比分，顶
住对方反扑。队员们做到了，第三节以
23：23战平对手。第四节在一度落后
18分的情况下，打出一波18：6的得分
高潮，将分差缩至6分。随后双方比分
交替上升，天津队虽然单节以26：22领
先，但无奈无法填平首节挖下的“坑”，
最终以84：95告负。
本场比赛，天津队5人得分上双，

孟子凯19分3篮板3抢断、特罗特三世
18分9篮板2助攻3抢断、时德帅14分
7篮板2助攻2抢断、林庭谦13分4篮
板5助攻2抢断、刘伟11分3篮板1助
攻1抢断。北京队3人得分上双，吉布
森28分、范子铭22分、汉密尔顿14
分。天津队篮板球35：55落后。
赛后传出了坏消息，特罗特三世

在拼抢中被对手撞到腰，躺在担架上
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经赛会医生
初步诊断为挫伤，是否伤到神经还需
经过核磁检查。

天津男篮负于北京

把握机会能力仍需提高 阵容磨合期待默契

天津男排苦战五局憾负四川
■《装台》第19、20集

名角丹丹老师被秦腔团请
来演出，令众人没有想到
的是这个名角居然是顺子
的旧相识，丹丹老师主动
找顺子合影羡煞旁人，临
走还指派顺子作为丹丹老
师的代表接受采访，记者
一拥而上，铁扣驱散。顺子
接到刁大军电话……

天津卫视 19:30

■《妈妈在等你》第
30—32集周家小院，石竹
把儿女们召集在一起给大
家开会，石竹表示，这两年
来，捣腾这个饭店。起初，
就是想把晓柳好吃懒做的
毛病改过来。如果饭店经
营得好，就把这份家业留给
晓柳和大江，让江河出来之
后，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江河流着泪站起来，拽着晓
柳，跪下给石竹磕头……

天视2套 18:25
■《追风行动》第22—

25集经过分析，李梓牧也
认为锻造厂是日军的重要
实验室之一，上官静云邀
请凌霜等人一同商讨如何
破坏锻造厂，李梓牧向凌
霜公开了自己地下党的身
份，尽管凌霜对于李梓牧
的隐瞒很是气愤，但为了破
坏风影计划，她还是选择与
他们联合抗作战……

天视3套 19:20
■《九九》第47、48集

大全得知林老师回到河西屯
不愿九九总去学校送饭，故
意假摔留住九九，范大厨看
不过去讽刺大全。大全试探
九九如果自己好了九九作何
打算，九九故意表示好了就
给送走自己也算完成任务，
令大全不敢开口……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望子

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个做
父母的最大的心愿，为了
孩子，每个父母都不惜拿
出一切为孩子搭建良好的
成长环境。姜女士也是这
么一位母亲，她替孩子跟
一家公司签了份合同，也
交了巨额的费用。可这之
后发生的事儿却让姜女士
无比的气愤。

天视6套 18:00

■《模唱大师秀》本
赛季将要模仿的艺术大家
们，都与天津这方艺术沃
土息息相关。本期节目要
模唱的是有“金嗓歌王”之
称的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
骆玉笙先生创立的骆派艺
术。节目邀请到了天津市
曲艺团国家一级演员、骆
玉笙先生亲传弟子刘春
爱和天津京剧院国家一级
演员杨乃彭两位老师做客
演播厅，与大家分享京韵
骆派的艺术魅力。

天视2套20:45

荧屏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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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视（101）
19:30 剧 场 ：装 台

（19、20）
天视2套（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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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你（30—32）20:45 模
唱大师秀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海边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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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剧 场 ：九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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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职业联赛 浦和红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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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大律师20:10 百医百
顺21:00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18:35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首任厂长纪登奎
规划中的洛矿，位于洛阳西北

涧西新征购的农田中。拟建厂址无
房，参加筹建的干部工人暂住老城
民宅。焦裕禄被任命为洛矿筹建处
资料办公室秘书组副组长，负责搜
集施工用的水文地质资料。

洛阳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最
重要的发祥地，名冠中国四大古都之
首，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四千多年建城
史和一千五百多年建都史，是中国古
代建都时间最早、建都朝代最多、建都
时间最长的城市，历经十三个王朝，一
百零五位帝王在此定鼎九州。洛阳涧
西曾为京畿禁苑。公元前十一世纪，
周公旦在涧河东岸构筑王城；公元
605年，隋炀帝在洛阳营造东都，涧西
为皇家西苑，苑内造山为海，海中造蓬
莱、瀛洲、方丈诸岛，海北沿龙鳞渠建
有十六座宫院。北宋起，王朝政治中
心东移有水运之利的汴梁，洛阳及涧
西渐趋荒凉。

洛阳地处秦岭余脉，地势空旷河流
缠绕的邙山，因背山面河、黄土致密，成
为营茔归葬的风水宝地。“生在苏杭，死
葬北邙”，因数十万古墓而“无卧牛之
地”的邙山，埋有六朝二十四位皇帝。

一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就是沁
入这座城市的性格和灵魂。昔日帝王
禁苑，今日国家现代工业福地。焦裕
禄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翔实了解
涧西水文地质和文物分布情况，为施
工做好准备。

1956年4月，洛矿首任厂长纪登
奎，就洛矿建厂时间上书中央部委。这

位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的厂长提出，经过1954年一年多的工作，原
定四年建成的工厂，三年即可建成，建议建
厂进度由1960年投产，提前为1959年投
产。纪登奎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国务院第一
机械工业部和苏联方面的认可。

纪登奎生于1923年，山西武乡人，原
名籍登魁，1938年入党后，队伍上的同志
常将他的姓氏“籍”错为“纪”，于是索性将
错就错，改姓为纪。又感名字“登魁”锋芒
太露，遂改“登奎”。

1951年春，毛泽东乘专列南下视察，
经过三国曹魏都城许昌时，听许昌地委书
记说，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纪登奎既
年轻、又能干，顿生兴趣，特予召见。见到
这个身材修长、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毛泽东
感叹：“像周瑜一样，还是个青年团呢！”

毛泽东打量着纪登奎，先是问：“你知
道关云长是哪里人吗？”

纪登奎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山西人！”
毛泽东笑道：“关云长是河南人，因犯

有命案，逃往山西。他本不姓关，过潼关
时，人家盘问他姓什么，他不敢说真姓，一
抬头看见城门上‘潼关’两字，随口说姓
关，后来就落户山西。他和你恰好相反，
他是河南人在山西造反，你是山西人在河
南革命。”

先问小闺女儿
来子一见就找了个洗脸盆，舀了

街上的水直接往火上泼。旁边的人一
看，这才意识到，眼下正是发大水的时
候，还愁没水？立刻也都找了脸盆水
桶一类的家伙儿，舀着水救火。

这一场火，华记布匹庄只烧了些
布匹，倒没受太大损失。华掌柜这个
下午是出去收账了。做买卖最怕世
道不稳，发水着火，或赶上兵乱，本来
欠钱欠得好好儿的，兴许就趁乱赖
账。所以华掌柜一见要发水，就赶着
出去收账。这会儿急火火地回来，一
见自己的老娘正坐在铺子门口吃槽子
糕，又听街上人说，是来子冒死把老太
太背出来的，就扯住来子千恩万谢。

这时布匹庄里已成了个水坑。华
掌柜一看，也没了主意。

来子发现，在旁边的街旮旯儿有
半堵破墙。可墙破，砖还是好的。于
是就去把这墙拆了，搬来砖，在布匹庄
的门口垒了个半人高的埝。这一下就
行了，不光能把街上的水挡住，铺子里
的水也就能淘出去了。街上别的铺子
和住家儿一看，觉着来子的这个办法
挺好，也都跟着学。来子帮布匹庄垒
好了埝，谁家再叫，就去帮着搬砖。后
来墙旮旯儿的这堵破墙青砖拆完了。
来子又找来一辆平板车，蹚着水，去西
营门外的砖窑往这边拉砖。
等这场大水过去了，华掌柜就来包

子铺找高掌柜。华掌柜知道高掌柜在街
上人缘儿好，说话也占地方儿，且来子当
初在包子铺干过，跟来子的关系最近，就
想让高掌柜问问来子，往后是怎么个心

气儿，总在水铺帮傻四儿挑水，也不是长事
儿，要是还没想好事由儿，就想让他来自己
的布匹庄当个大伙计。所谓大伙计，也就
是伙计里领头儿的，在铺子里的身份仅次
于二掌柜。高掌柜这时已上了年纪，怕自
己想事不周全，别好心好意地又把事情办
砸了，就来胡同里找尚先生商量，看这事
儿，跟来子说还是不说，要说，怎么说。

尚先生听了想想说，要说，倒也能说。
高掌柜听出尚先生这话里好像有

话，就让尚先生说明白了。
尚先生笑笑说，也没嘛说不明白的，

只是，您先去问问小闺女儿，看她怎么说。
高掌柜听了看看尚先生，不明白为

嘛去问小闺女儿。
尚先生说，这么说吧，小闺女儿要

说，让您管这事，您再管，倘她说别管，咱
再另说。

高掌柜听了又想想，笑着摇头说，看来
真是老了，脑子跟不上了，我还是不明白。

但嘴上这么说，也知道不便再问，只
好回来了。

让高掌柜没想到的是，他回来一问
小闺女儿，小闺女儿果然不同意。但她
虽不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只是说，隔行
如隔山，来子又没在布匹庄干过。

说完这半句话，就不往下说了。

2 24 北平漫展
1937年 7月 3日，北平漫画展

在中山公园开幕，展览三天（7月3
日至7月5日），一百三十多幅作品
参展。展览主办方为王石之、王君
异、蒋汉澄和孙之俊，他们都是北平
“五三漫画会”的创办人。参展者有
北平的孙之俊、张振仕、梁津、张启
仁、王青芳、陈志浓、穆家麒，“五三
漫画社”的王石之、王君异、蒋汉澄，
还有来自上海的叶浅予、陆志庠、华
君武及天津的高龙生、冯朋弟、窦宗
淦、辛莲子等。

这次展览的主要内容是揭露日本
帝国主义侵华阴谋，揭露在日寇操纵
之下，汉奸走狗的丑恶嘴脸。这次画
展，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坚定了抗日的
信心，自然也引起了日寇的不满。他
们强令北平当局撤下展品，并要追究
画展负责人和作者的责任。经过孙之
俊等巧妙周旋，画展继续举行，还保护
了作者的安全。该展览撤展几小时
后，当晚，七七事变爆发。

七七事变爆发后，冯棣因为参
加“北平漫画展”的作品极具抗日
性，被日寇高度关注，无法在北平驻
足，只得辗转天津。抵达天津后，冯
棣原想继续前往内地避难，但买好
船票后，路已因战事蔓延无法通行，
无奈之下，冯棣一家将船票
退掉，暂时寄住在丈人高子
祥家。冯棣也将自己的姓
名改为冯朋弟，以躲避日本
人和日伪政府的追捕。

此后，朋弟一家租住英租

界慧德里（现汉阳道慧德里7号）。朋弟
在自家院门口临街不到一米的地方种了
很多鲜花，为生活增添情趣。

朋弟的学生萧英华说：“1937年冬
天，冯朋弟开始使用笔名‘朋弟’给《银线
画报》投稿，同时也给广告界投稿，画‘老
白薯’‘老夫子’漫画，并编过《银线周刊》
等副刊版，又曾给天津《庸报》画‘阿摩林’
漫画。各报停止画稿后，曾给天津‘励力
出版社’画‘老白薯’等漫画集子。”

来天津后，朋弟早先的漫画人物形象
“马大人”不得不暂时“隐居”。而随之而
来的“老白薯”“老夫子”“阿摩林”等几个
风趣人物相继出世，朋弟以每次四幅的形
式，发表在天津的《庸报》和其他刊物上，
那生动活泼的形象、幽默诙谐的内容，顿
时攫取了读者的心，“老白薯”和“老夫子”
等人物立刻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随着1938年 1月 27日，朋弟的第
一本单行本漫画《老白薯》（中英文双语
版）出版，朋弟漫画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

代——《老白薯》《老夫子》时代。
《天风报》1938 年 9月 5日

创刊，后改名为《天风画报》。发
刊词《创刊号的几句话》中传达
了这张以图为主的小型报纸的
办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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