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文娱
2021年3月20日 星期六 责编:祁振

《我的红色研学记忆》出版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出炉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三作品入选

著名指挥家李飚执棒天津交响乐团

“巨人的号角”震撼心灵

用年轻人语态讲故事，为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注入更多朝气与活力

红色题材剧刮起

本报讯（记者刘茵）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充
分挖掘革命文物及其背后的历史故事，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
爱党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天津博物馆现
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革命文物和史料。

此次文物征集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反映中
国共产党组织领导革命斗争、重大战役、重大历史事件的实物
与文献资料原件。尤其是与中共天津地委、天津解放相关的
实物与文献资料原件；要反映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不断奋斗，取得社会生活和建设成就重大胜利的相关物品、见
证物原件；反映天津地区革命烈士、英模人物、革命群众、爱国
人士先进事迹的实物与文献资料原件。

征集方式均为无偿捐赠，天博将严格按照我国相关法律
法规，组织专家评估认定，对入选物品的捐赠单位或个人颁发
捐赠证书，并在鉴选后入藏天津博物馆。对未入选物品完整
退回。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4月30日。

本报讯（记者仇宇浩）2021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
持项目名单日前公布，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旗下新蕾出版社的
《爸爸星》《正气歌：百年党史家风故事》与百花文艺出版社的
《乡村诗篇》入选。

少年成长小说《爸爸星》以儿童视角展现了火箭军的艰
苦训练生活以及自我牺牲的大爱精神，讴歌了新时代火箭
部队砺剑强军的时代风采和中华儿女雄心报国的奋斗精
神。作者高满航爬山头、进哨所、到阵地，一次次面对面采
访那些默默坚守在高山密林间的火箭军将士。身为军人的
他希望《爸爸星》能成为一粒种子，在孩子们心里孕育下家
国天下宏伟理想。

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的《正气歌：百年党史家风故事》由
知名诗人、作家徐鲁创作，讲述了党的先驱、老一辈革命家、革
命先烈和新中国英模人物的家风故事，堪称对青少年进行爱
党、爱国教育生动鲜活的励志读本。

书写大巴山脉米仓山区百年变化的长篇小说《乡村诗篇》
将乡村故事与壮美的地理风光融为一体，通过小人物与命运
的抗争呈现时代变迁。这片土地养育出的作者卢一萍搜集和
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史料，深入到米仓山的每个村庄，以期
创作出有辨识度的佳作，艺术化地反映当地历史、风俗，特别
是脱贫攻坚后的山乡新面貌。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
昨日，由著名指挥家李飚执棒天津交响乐
团演奏的“巨人的号角”交响音乐会在天津
音乐厅上演，为观众再现了马勒笔下震撼
人心的永恒旋律。
李飚是天津观众熟悉的指挥家。艺术

生涯早期，他作为打击乐手出现在国际舞
台，逐渐成为乐坛瞩目的打击乐名家。之
后，他走上指挥舞台，将多年来作为打击乐
演奏家的艺术感悟与指挥艺术相结合，形
成了独特的指挥风格。近年来，他已成为

天津演出市场的常客。他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多次表示，非常喜爱和欣赏天津浓
厚的文化氛围。今年，李飚出任天交的音
乐总监和首席指挥，与乐团建立起更加紧
密的联系，天津乐迷也对双方的进一步合
作充满期待。
昨晚的音乐会是李飚出任天交音乐总

监和首席指挥之后与天交合作的首场演出，
双方携手为观众带来了一首重磅曲目——
马勒《D大调第一交响曲·“巨人”》。这部作
品是马勒交响曲中相对通俗的一部，1889年

在匈牙利首演时反响不佳，但其艺术价值在之
后才逐渐被乐坛认可。李飚与乐团的配合达
到了高度默契，他对作品节奏和音响上的把控
很有特色，马勒在曲中倾注的对大自然的热爱
和对人生命运的思考，随着乐团的倾力演奏感
染着观众的内心，发出震撼的回响。
音乐会上，天交还与青年钢琴家万捷

旎合作演出了圣·桑《F大调第五钢琴协奏
曲·“埃及”》。该曲是音乐会上一部不多见
的作品，多彩的旋律使观众感受到神秘的
异域风情。

■本报记者张帆

中国共产党辉煌的百年历史是电视剧人
宝贵的创作素材。近日，多部以纪念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主题的电视剧正在热
拍。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年演员在
这些主旋律作品中勇挑大梁，为重大历史题
材创作注入了更多朝气与活力。

《百炼成钢》历练年轻演员

“国家广电总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电视剧展播”剧目《百炼成钢》目前
正在热拍。该剧时间跨度从1921年到2021
年，分为《国际歌》《万里长征》《黄河在咆哮》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抗美援朝》《歌
唱祖国》《大地颂歌》《为希望祝酒》八个单
元。剧中包含众多历史人物，有革命战争年
代的先驱、领袖、英烈，也有为新中国各项事

业无私奉献的功勋，还有和平年代的普通建
设者。

据了解，《百炼成钢》起用众多青年演员
挑大梁——王雷饰演毛泽东、陈晓饰演瞿秋
白、汪涵饰演李大钊、张新成饰演焦裕禄、赵
樱子饰演杨开慧等，还有佟丽娅、郑伟、梁田
等大批青年演员参演，让人感受到《百炼成
钢》的朝气与活力。剧中饰演毛泽东的王雷
曾在《风华正茂》中饰演过青年毛泽东并获
得金鹰奖，这次他饰演的毛泽东要跨越青年
和老年，难度更大。王雷表示，会从人物的
心理、精神层面寻找突破，“一定会尽最大努
力把毛主席塑造好，尤其要演出一代伟人的
神韵”。

对于大胆使用青春面孔，制片方表示，年
轻人若想“成钢”，必然需要经受“百炼”，这种
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担当和传承。一方面，让
年轻演员向老一辈演员学习，传承表演技巧
和职业精神；另一方面，也希望年轻演员能吸

引更多年轻观众通过影视作品学习党的历
史，传承红色信仰。

《理想照耀中国》探索青春化表达

正在紧张拍摄中的电视剧《理想照耀中
国》集结了行业的中坚力量组成庞大的主创
阵容，仅导演就有17位，编剧30位，超百位
演员阵容，近3000名工作人员参与其中。

该剧以建党100周年各个阶段的“中国
精神”为坐标，在各历史时期中选取了40个
理想人物，进行40集“照耀中国”故事的拍
摄，以充分反映党的初心使命，深刻阐释“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展现新时代全国人民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
的精神风貌。在把“找准选题、讲好故事、拍
出精品”落到实处的同时，《理想照耀中国》
运用创新主题、创作语态探索青春化的表
达，力图在主旋律突出、正能量强劲的总要

求下，用年轻人的语态来讲述一个个动人的
故事。

这部电视剧中还有许多鲜明的“天津元
素”。由郭涛领衔主演的《冰与火》选题近日
在天津开机，该选题以孙文海的故事为主线，
详细地讲述了他从钢铁工人到制冰师这一从
火到冰的转型过程。制冰并非一件易事，目
前全世界的顶级制冰师也不超过20人。据
悉，郭涛为了演绎好孙文海这一角色，特地去
工厂车间，和工人们交流；剧组也将在国家冰
壶馆进行实地拍摄，达到纪实性和戏剧性并
存这一核心要求。

此外，《理想照耀中国》之《歌唱！祖国》
则是以著名的天津音乐家王莘为原型，讲述
了王莘突破音乐创作瓶颈，创作出亿万中国
人民久唱不衰的“金曲”《歌唱祖国》的故
事。在开机仪式上，郭晓东、王鸥、尹铸胜等
主要演员也表示很荣幸参演该选题，并为更
好演绎角色做了许多功课。

■本报记者仇宇浩

以《向左走 向右走》开创成人绘本新类
型和绘本创作新风潮的幾米，20多年来以治
愈系画风温暖了无数心灵。如今，他的全新
暖心治愈绘本《头碰头 说说话》由天津华文
天下图书有限公司策划出品。采访中，幾米
透露，“头碰头”是他和女儿以及家中宠物猫
常做的亲昵举动，也是他近年来的重要创作
主题。在他看来，轻轻说话，好好碰头，就是
让人珍惜的美好时光；人与人可以沟通、没有
误会、没有距离，就是幸福。
近年来，幾米的创作不论是雕塑、油画，

还是专栏作品，都有小朋友和动物、植物头碰
头的画面。他透露，自己很喜欢“头碰头”这
样的举动，“过去几年来，脑海里一有画面，我
就陆续画出各种小朋友与动物或植物“头碰
头”的画面。这些画面非常温暖我，也希望读

者可以从中得到温暖。”
幾米的作品里既有孩子的成长难题，也

有成年人的瞬间崩溃。他表示，“负面情绪是
难免的，只是看怎么排解。我想借着创作，展
现正面的感情和互动，这样也许就可以让大
家在阅读之后有点喘息的空间和鼓舞的力
量。创作可能没办法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但
能产生力量，支持着每个人去面对与解决问
题。我很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陪伴与关
怀的感受。”

除了青睐“头碰头”的主题，幾米近年来
也喜欢以小孩子作为创作的主角，“一来，小

孩子很可爱，也很有活力，充满希望感；二来，
以小朋友当主角，要比成年人角色更有说故
事的空间。”
“我的作品大多是自己跟自己对话，因为

日常的生活感触，希望在创作时可以纾解一点
什么，就会借着作品表达出来。”幾米坦言，自己
的治愈系画风并非刻意为之，“这个过程几乎
是无意识的，我在多年后重新看自己的作品，
才理解原来当初心里在想什么。我猜想，可能
是我在创作过程中试图和自己对话，而这些帮
自己打气的创作，刚好也鼓励到他人。”

从第一部作品《森林里的秘密》到现在的

《头碰头说说话》，幾米常常会为主人公设置一
个秘密通道或是秘密空间，“就是想创造一个在
日常压力环境之外的喘息之地，似乎逃到那里
就可以躲起来不被烦恼。也许这正是我心里面
的期望——躲到一个不受烦扰之地。”

画了这么多年，幾米也觉得创作很辛苦，
“辛苦的时候我就会想，是不是可以不要这么
辛苦，干脆退休了。也许，退休就像是我刚才
说的秘密通道或秘密空间，大家都很想去那
里躲起来，觉得可以抵挡烦扰。但是作为一
个喜欢主动创作的创作者，我应该是会一直
画到老的。”

天津博物馆征集建党百年革命文物和史料

振奋民族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帮自己打气的创作，刚好也鼓励到他人”
——幾米谈新绘本《头碰头 说说话》

本报讯（记者仇宇浩）日前，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优秀读
本《我的红色研学记忆》由天津教育出版社联合天津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来临之际，平津战役纪念馆
面向我市中小学生开展了“我的红色研学记忆”主题征文活
动，共征集到来自112所中小学的754篇作品，最终100篇作
品脱颖而出。天津教育出版社将100篇获奖作品结集成书，
集中展示了我市中小学生的红色研学成果，为小作者抒发爱
党、爱国、爱人民的炽热感情提供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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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钢）由周青元执导，王砚
辉、张宥浩、龚蓓苾主演的电影《了不起的老
爸》宣布定档4月9日全国公映。该片通过
对“命运”持有不同态度的一对单亲家庭父
子，讲述了一个用爱向阳而生的故事。
《了不起的老爸》和去年大热的《送你

一朵小红花》一样，讲述的都是励志的故
事。该片的主人公一个是患有先天疾病却
怀有“马拉松梦”的少年肖尔东，一个是固
执逼迫儿子预习“盲人生活”的出租车司机
父亲肖大明，互不理解的父子俩，却在一场
马拉松比赛中“互换身份”，并肩站在了起
跑线上。
据该片导演周青元介绍，这个故事来源

于真人真事——一位名叫何亚军的盲人参
加马拉松赛，在其他人陪伴之下突破自我
的事迹。而在电影的创作过程中，导演则
通过对肖大明、肖尔东这对普通父子日常
生活的塑造，将父子亲情的细节进行了细
腻的刻画，从而令故事在励志的基础上，增
加了温情暖心的情感表达。他说：“这对父
子其实是很平凡的普通人，他们也会充满
了生活的烦恼和挫折，但这些都没有消磨
掉他们对梦想的坚持。这种现实和梦想的
冲突在电影里会有很特别的展现，相信也
会令观众感同身受。”

细腻刻画父子亲情

《了不起的老爸》
用爱向阳而生

青春风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三个月建成通车
“电影里的情节当然离不开虚

构。”焦裕禄望着小伙子，脸上的神色
变得凝重起来，“不过，这部电影是根
据我军解放洛阳的真实战斗经过创作
的。为了争夺涧河上的这座桥，许多
战士前仆后继，英勇献身。我们现在
坐的河边，就是当年战斗最激烈的地
方。”在当年的战地，焦裕禄说电影、忆战
事，娓娓道来的话语像小溪潺湲沁人心
脾。涛声喧哗，战斗故事蕴含的道理也
入脑入心、令人折服：“战争年代，夺取和
控制桥梁，对战斗胜利常有决定性作
用。和平建设年代，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改善人民生活，同样离不开桥梁。眼下，
我们架的桥被洪水冲垮了，但失败是成
功之母。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根据
涧河的水流特点改进设计和架设，一定
能架一座更牢靠、更漂亮的浮桥！”

七彩长虹升起在一碧如洗的天
空，恰如化挫折为转折年轻筑路人开
朗明丽的心境。工程技术人员根据涧
西雨季河水上涨快、水势猛的特点改
进设计，架桥大军重振军威，再次鏖战
涧河两岸。很快，新浮桥像一只有力
的臂膀，跨河挽起了两岸新修的公路。
“焦副科长，有人晕倒了！”近午时

分，焦裕禄接到报告，立即带医生赶到
筑路现场。筑路中，焦裕禄被任命为
洛矿工程管理科副科长。焦裕禄职务
离工地远了，心却离工人更近了。他
靠在现场抓施工，张罗给工人调剂伙
食。经诊断，工人系因天热中暑。焦
裕禄安排好病号治疗，及时调整了施
工作息时间，改进了降温防暑措施。

还在施工初期，焦裕禄就反复琢磨，按
照设计方案，这条临时公路底层和面层，分
别要铺十五和十二厘米厚的石子，花的钱
相当于几个县一年上交的粮食。这条路建
厂初期使用后就废弃了，石子能不能铺得
薄一些？大家觉得焦裕禄的建议有道理，
经论证并报厂批准，适当降低了路面所铺
石子厚度，节约建设资金十万元。
科学组织的智慧之花，结出了丰硕的果

实。原计划半年修好的路，三个月便建成通
车，为洛矿提前建成投产提供了重要保障。
洛矿的建成，奠定了涧西以机械工业为

主体的城市工业区格局，对中国机器制造业
和矿山开采业的建设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条高效优质的路，就是筑路人留下
的丰碑。后来，每逢人们谈及新中国工业
骄子洛矿筚路蓝缕的涧西创业史，都会油
然忆起那支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的筑
路大军，忆起开路先锋焦裕禄。
涧西筑路五十六年后的春天，2009年

3月31日，习近平到洛阳中信重工集团考
察。习近平参观焦裕禄事迹展室，翔实了
解洛矿创业年代焦裕禄勇当铺路先锋等模
范事迹，信步走过横贯厂区的焦裕禄大道，
深入洒满焦裕禄汗水的第一金属加工车间
视察，万千感慨化作一句话：“焦裕禄精神
孕育形成在洛矿，弘扬光大在兰考。”

争地盘打架
这儿子叫黄金堂，是个二百五，

平时总跟码头上的装卸工人过不去。
码头上干装卸的也有组织，叫

“脚行”。这“脚行”看着是出苦力
的，也有很严的行规，顶头儿主事的
叫“总头”，也叫“大头”，下面设“二
头”“小头”“把店”“抱把”，一直到
“先生”“站街”，每人都掌管“脚行”
里不同的事务。这黄金堂是东家，东
家总跟“脚行”的人过不去，其实最后
吃亏的还是东家自己。“脚行”的人看
着都是出力的，其实也蔫损嘎坏，在
活儿上，或是在货上给你使点坏门
儿，你赔钱都不知怎么赔的。黄家码
头的脚行“大头”叫杜黑子，是个吃石
头拉硬屎的人。黄金堂觉着跟他不
好说话，心里就一直别着劲儿。后来
黄金堂找了个机会，也没跟杜黑子打
招呼，就跟下游贺家口脚行的“大头”
马老虎说定了，让他带人来接黄家码
头。说好的这天，马老虎带人一来，
就跟杜黑子这边的人顶起来。两句
话没说完，双方就动了手。脚行的人
打架一般都是为争地盘儿，地盘儿就
是饭碗，所以不打是不打，一打就是
打死架。但杜黑子这边人少，又正干
着活儿，马老虎这边是有备而来，不
光人多，还都带着家伙。这一动手，
杜黑子这边的人就吃了亏。杜黑子
是个玩儿命的主儿，一见自己的人见
了血，就急眼了，把衣裳一甩就朝人
堆儿里扑过去。但最后，还是马老虎
这边占了上风，杜黑子手下有几个人
给打成重伤，杜黑子自己也让人打折

一条腿，太阳穴上还挨了一刀。杜黑子
带人离开黄家码头，心里咽不下这口
气，就来找刘大头。这杜黑子当年也是
义和团的，跟刘大头不在一个坛口，所
以不熟。但刘大头早就知道杜黑子。
杜黑子当年曾编了几句话：“男练义和
拳，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
道，烧了毛子楼，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
鬼，再跟大清闹。”义和团把这几句话写
成揭帖，贴得满大街都是。这回杜黑子
来找刘大头，本来心里没底，不知刘大
头会不会管自己的事。没想到刘大头
一听就说，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咱当
年虽不在一个坛口，可毕竟练的是一家
的拳，这事我既然知道了，就不能不管。

刘大头管这事，也是管在明处。他
先让人去黄家码头给马老虎送信，说这
天傍晚，太阳一落三岔河口，他就带人过
来，马老虎这边准备多少人都行，想备嘛
家伙，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棍槊棒拐子
流星，也随便，他只带五十个人，一个不
多一个不少，还都赤手空拳，别说一根
针，在身上找出一根洋火棍儿就算栽。
这马老虎也听说过刘大头，只知道他是
侯家后耍石锁的，却并不知道，他当年还
在义和团跟洋人打过死仗，也就不知好
歹地应了战。

5 27 引发共鸣
《训育失败》第八幅图，老夫子

拄着拐，脚上打着厚厚的石膏夹板，
从医院出来，嘴里猛抽着烟袋，似乎
仍旧愤愤不平。两个学生从医院大
门后探出头来，远远地看着老夫子，
露出得意的笑容。

这组漫画，将老夫子与学生之
间因为“闹学”引发的冲突刻画得惟
妙惟肖，是表现师生关系的优秀漫画
作品。

1938 年 11 月 23 日，连续漫画
《老夫子》再次与读者见面，此次朋弟
为读者奉上的是一组4幅“有味道”
的作品《忍无可忍》。描绘了老夫子
内急欲上厕所，但厕所已被别人捷足
先登，不得已在门外等待，但厕所内
的人以剪影形式展现其如厕的全过
程，只见厕所内，一个戴礼帽的男子
不紧不慢，方便之后，擦屁股、冲厕
所，推门走出来。与此同时，老夫子
站在门外却是上蹿下跳，急得团团
转，甚至为了缓解即将喷涌而出的便
意，不得不用手托住屁股，但最终还
是没能等到厕所里的人出来，老夫子
就已经一泻千里。所以最后一幅图，
当厕所中的男士开门出来时，老夫子
已经提着湿漉漉的裤子狼狈地去换
衣服了。

民国时期，天津的公共卫
生条件堪忧，随地大小便之风
屡禁不止，而公共厕所配比也
与市民需求相差悬殊，朋弟笔
下的老夫子虽然不想随地大
小便，但却因为厕所被占用，

最终拉了一裤子，实在是反映了当时市民
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况，必定在市民读者中
引发强烈共鸣。

自1938年11月15日起，冯棣以“朋
弟”的笔名在《天风画报》副刊“黑旋风”上
刊载连续漫画老夫子，《老夫子》系列作品
每2天刊发一组，作品以4格漫画为主，不
时穿插一些6格漫画、8格漫画，情节基本
上以老夫子的各种“遭遇”为主要内容，设
置各种话题，引发笑料。

与朋弟同时在《天风画报》上刊发连
续漫画的作者还有夏香如的《小刷子与
鲁姐姐》，华匡子的独幅漫画作品。朋弟
的《老夫子》与夏香如的《小刷子与鲁姐
姐》基本上是穿插刊发，一人一天，这样
两位作者都可以有一天构思创作的时
间，不至于每日刊发那样紧张。当然，这
也仅是理想的状态，其实朋弟的《老夫
子》并不能保证每两天一次，经常有空
当。其实其他作者也是一样，比如还珠
楼主的《蜀山剑侠传》也经常出现“续稿

未至”的情况，但在报纸连续作
品这样一个“卖方”（创作者）主
导的市场下，读者为了能接续前
面的文章，为了能继续看到连续
漫画的笑料，肯定会一期接着一
期地继续买报，继续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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