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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载体学党史 红色教育暖人心

平津馆让党史学习“活”起来

新赛季准入名单延迟公布

■本报记者张帆

由谭松韵、钟汉良领衔主演的
古装剧《锦心似玉》正在腾讯视频热
播，该剧自开播以来持续升温，剧中
人物关系和剧情走向屡屡引发热
议。近年来，“宫斗剧”逐渐淡出观
众视野，但以《知否》《锦心似玉》为
代表的“宅斗剧”却成为新的热点。
记者发现，在此轮“宅斗热”中，权谋
纷争、钩心斗角已不多见，更加符合
现代人价值观的人物设定和奋斗经
历成为新的创作方向。

以古鉴今，“宅斗”更励志
在《锦心似玉》制片人吴义苗看

来，该剧原著有着鲜明的“现代性”：
“原著小说给我们提供的空间非常大，
它里面塑造的人物、蕴含的古代人的
生活智慧和为人处世的方式，都与当
下语境有着密切关联。”
吴义苗说：“家宅剧最大的看点是

看似平淡的剧情背后，充满诸多生活智
慧和为人处世的哲学。”如何将这些旧
时代语境与当下市场关联起来，首先需
要在人物性格上下功夫。男主徐令宜
的冷静睿智、识大体；女主罗十一娘聪
明通透、知世故而不世故，这些原著中
的人物亮点全部得以保留。“我觉得一
个人物的立体化形象，需要看他的方方
面面，而不是某一方面。从这个角度来
看，我们的IP化改编非常忠于原著。”
这种创作方向也得到该剧原著

《庶女攻略》作者吱吱的认可。在她看
来，罗十一娘的故事是典型的“性格改
变命运”。“她身上有一种坚韧不拔的
品质，哪怕手里拿的是一把烂牌，也要

尽量打成好牌。十一娘所处的环境一直
危机四伏，在这种情况下，她依旧沉得住
气，慢慢去经营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这
就是她能够逆袭，能够跨越身份背景成
为受人尊重的侯府夫人的原因。”

制作用心，“爽剧”也能是好剧
与过往动辄七八十集的古装励志女

性作品不同，《锦心似玉》的整体篇幅只
有45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整部
剧的叙事节奏和调性。“轻快、不拖拉”是
很多观众对这部电视剧的第一印象。从
待字闺中、出嫁，到经历了后院之争、生
活磨难，再到丈夫遇难、朝堂事变，《锦心
似玉》做到了快节奏、高密度的创作输
出，这也是当下观众给该剧贴上“爽”“畅
快”标签的核心要素。

在保证“爽快”观感的同时，《锦心似

玉》也在创作中时刻保持清醒，以古今观
念的对撞制造戏剧冲突，也给观众留下
更多的思考空间。如剧中对几大家族人
物关系的描写，对应了不同的教育观
念。徐令宜，在外行军打仗一年，过家门
而不入，回京后的第一件事是面见圣上
汇报军情，而后才回家团圆，对应的是徐
家“忠君爱国，以正治家”的家风；反观同
样出身高门大户的王家，不学无术、抢占
民女，有着纨绔子弟之称的王煜，则与其
母亲过度溺爱子女、教导不正有关。
“如果看我的小说看得多的话就会

发现，我在家族关系、人物关系上面花的
笔墨比较多，大家很容易在自己身边找
到同类型的人，这是现实的一部分。”吱
吱希望传递的是那种真挚、柔和的感情，
而不是为了戏剧化一味去夸大人物之间
的关系和情感。

■本报记者刘茵

为当好红色文化的传播者，用丰
富的红色资源为全市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搭建平台，平津战役纪念馆充分发
挥主阵地作用，紧密结合展线、展览、
文物故事，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通
过多元化方式延续红色基因。

撰写讲解词发掘文物故事

为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我市关于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指示精神，平津馆
迅速组织专业人员撰写了《平津战役
基本陈列“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讲解
词》。在平津战役基本陈列讲解中，以
红色故事为主线，串联起一组组既生
动又立体、既有深度又有内涵的党史
学习教育鲜活教材。
平津馆有馆藏文物近万件，展线

上陈列了2600件珍贵历史文物，其中

16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些文物
见证了党的英明领导，都是对我党伟大
历程的真实刻画。在此基础上，平津馆
作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主阵地，在办
好主展览的同时，根据形势需要，还从选
题策划、资料整理、展览形式、讲解业务
等方面着手，推出让观众看得懂、听得
进、记得住、触动内心的临时展览，不断
深挖文物背后的故事，将党的历史讲活。

打造“六进”活动足不出户看展览

平津馆虽只有一个，但红色教育
资源可以流动。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中，平津馆继续推进“六进”活动，将讲
述党的历史、弘扬党的精神、传承党的
基因的临时展览送进社区、军营、学
校、养老院……让不同年龄、不同职
业、不同需求的观众，足不出户就能看到
各种题材的展览，身不离岗就能受到生
动鲜活的教育。

目前，平津馆“把青春献给党”“古田
会议——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伟大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三个展
览正在巡展中，社区居民和干部看过展
览纷纷表示，要学习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知史爱党、知史爱
国，铭记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继承革命
的光荣传统，在新时代走好新的长征路，
用智慧和汗水续写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
篇章。

开发文创产品激发爱国热情

近年来，平津馆陆续推出“为了和
平”“平津战史”“全民国防”和“学生用
品”等四大类原创文创产品，受到观众广
泛欢迎。今年以来，为了讲好党史故事，
平津馆将党史元素与文创产品相结合，
开发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专题
水杯”，将党史元素整合制作成纪念币，
以此激发观众学习党史的热情。

本报讯（记者翟志鹏）近日，市摄
协召开第五届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市摄协第五届专业委员会由市摄协第

五届主席团审议通过，由我市摄影界的学
术性专家、摄影工作者组成，首批成立的
五个专委会为媒体与纪实摄影委员会、艺

术与策展委员会、摄影教育委员会、群艺
摄影委员会、大画幅摄影委员会。

专委会将致力于团结摄影工作者，发
挥专业人才作用，加强学术建设、学术引
领和专业指导，充分发挥“团结引导、联络
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的作用。

《锦心似玉》热播

古装“宅斗剧”路在何方

市摄协第五届专业委员会在津成立

入籍队员阿兰：国家对我特别好 愿为国家效力

国足目标先击败菲律宾

本报讯（记者 申炜）在截止提交新
赛季准入材料三周之后，中国足协、职业
联盟筹备组原定昨天正式公布新赛季各
级职业联赛的准入名单。不过随着多家
中甲俱乐部出现了紧急情况，只能再次
延迟了。
让中国足协、职业联盟筹备组决定

再次推迟公布新赛季准入名单的原因非
常复杂，因为有多支球队出现了紧急情
况。此前，淄博蹴鞠曾经按时提交了工
资奖金确认表，努力保住了中甲准入资
格。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淄博蹴鞠新投
资方突然解雇了所有教练和有合同在身
的14名球员。也就是说，淄博蹴鞠只剩
下了一个空壳，谁能代表这支球队踢球
还是个大问题。
另外一支中甲球队内蒙古中优的

情况更加复杂，此前俱乐部曾与被欠
薪长达 8个月的球员进行协商，希望
补发一个月工资，其余所欠的工资与
奖金一笔勾销，以此保证球队通过足
协的准入审核。不过内蒙古中优最终

还是决定解散，球员们发现俱乐部老
总已经不知所踪，这样转会也成了大
问题。

内蒙古中优打了中国足协一个措
手不及，在退出之后，整个中甲联赛拟
定好的赛程需要变动。此外，中乙球
队将递补到中甲联赛，资格审定同样
需要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协
没办法解决突如其来的情况，只能延
期公布准入名单。

此外，南通支云尽管保住了中甲准入
资格，但同样麻烦不小。昨天，祝一帆通
过社交媒体讨薪，他控诉南通支云在败诉
后，仍然拒不支付欠薪，希望足协能够为
自己主持公道。对此，中国足协已经给俱
乐部下发通知，如截至4月2日拒不执行
裁决，将面临进一步处罚。随后，南通支
云已经进行了申诉并要求重新处理。

一天之内，中国足坛爆出了如此多
的乱象，甚至连已经获得准入资格的球
队都有可能解散，中国足协的无奈可想
而知，如何解决同样是麻烦事。

本报讯（记者 赵睿）国足在上海
集训的第三天，战术套路训练逐渐增
加。按照计划，击溃菲律宾队是夺取
40强赛小组出线权的第一步，国足尽
可能针对该队特点整合好自身的战术
打法。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19日接

受央视采访时，将40强赛第一循环客
场被菲律宾队0：0逼平的比赛称为令
他“最生气”的一场球，那场比赛中国
队浪费了大把机会，平局之后小组出
线形势陡然严峻起来，客场输给叙利
亚队，中国队无论第二循环比赛表现
有多好，也只能以四个成绩最好的小

组第二身份进军12强赛。其实，没有陈
戌源的“最生气”比赛之说，中国队在第
二循环首先要干掉的也是菲律宾队，因
为菲队是要和中国队竞争A组第二名。
菲律宾队新近引进了归化球员，对

于对手的变化，李铁透露：“在这个问题
上，其实我不太想讲太多。我能说的，就
是我们有专门的情报收集小组。关于对
手的所有情况包括人员的变化，我们在
第一时间时就会掌握，我们也会有相应
的对策。”
梳理过去4场世预赛，其实不难发

现，中国队的老问题还是进攻效率不高，
李铁征召入籍队员的要义也是提高得分

能力，入籍队员需要尽快与中国队融为
一体。昨天，阿兰接受了媒体采访，他透
露自己每天都在上中文课，在队里和队
友相处得很融洽。“我在广州和北京都踢
过，国家队的球员大部分来自这两支球
队，我们之间的感情很好。我也在学
习中文，虽然比较难，但是每天都在上
课。因为这两天是集训，所以没有上
课，但接下来还是会继续上课的。”
阿兰表示，“国家对我特别好，我应
该珍惜机会，为国家效力，认认真真
训练。”这句话赢得大量点赞，甚至
有网友留言：“还有没有和阿兰同款
的入籍队员？”

全运会排球成年组预赛赛期确定
本报讯（记者梁斌）日前，中国排协

官网发布了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排球成
年组预赛的竞赛规程，男排、女排成年组
预赛四个小组的比赛全部于4月6日至
13日举行，比赛采用单循环赛制，每组
前四名获得决赛阶段的参赛资格。天津
女排和天津男排分别在山东潍坊和广东
江门参加女子成年组B组和男子成年组
B组的比赛。
男子成年组A组的比赛将在福建

省漳州体育训练基地举行，共有福建、湖
北、浙江、河南、辽宁、江苏、四川7支球
队参赛。男子成年组B组的比赛将在广
东省江门体育中心举行，共有天津、广
东、山东、河北、上海、北京、澳门7支球

队参赛。
女子成年组A组的比赛将在国家

体育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举行，共有河
北、澳门、河南、江苏、四川、辽宁、浙江7
支球队参赛。女子成年组B组的比赛将
在山东省潍坊市体育运动学校举行，共
有天津、山东、上海、北京、云南、广东、福
建7支球队参赛。
各参赛队按照要求将于4月1日抵达

所在赛区，预赛开始前将进行体能测试，
达到体能测试准入标准的球队获得参加
预赛的资格。体能测试共设有5个项目，
具体为30米跑（站立式起跑）、助跑摸高、
半“米”字移动、正面双手实心球（2kg）掷
远、男子1500米跑/女子800米跑。

本报诸暨3月 23日电（记
者 苏娅辉）参加全明星周末的
何思雨和林庭谦于昨天傍晚归
队，今天开始与球队合练。目
前，球队的备战重点就是25日
与江苏队的“卡位战”。据悉，
CBA联赛第四阶段将于明天开
赛，CBA公司决定有计划地开
放看台。

何思雨和林庭谦参加全明
星周末星锐赛，证明了他们在
赛季中的努力得到了CBA联盟
和球迷的认可。在这个短暂的
休整期，天津队通过观看技术
录像、开会等，针对第三阶段出
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在阵容
不整的情况下，特别是为了缓
解连续作战的疲劳，留在诸暨
赛区的队员们进行了身体调
整，训练多以提升自身能力为
主。第四阶段首轮对阵江苏
队，将是本赛季双方第三次交
锋。主教练刘铁表示：“江苏队
速度比较快，我们着重进行了
攻守转换、奔跑能力、投射能力
等方面的训练。今天思雨和小
林归队，球队第一次进行对抗
训练，大家的积极性和认真程
度都不错。‘卡位战’非常重要，
我们还是要力拼对手。在球队
处于困难的情况下，每个人都
不放弃，敢于站出来扛起责任，
要有战胜对手的勇气和决心。
每一步的前行中，希望队员们
不仅在技术能力上，更在思想
和心理上，逐步变强。”

本赛季常规赛第四阶段和季
后赛的部分场次将在暨阳学院体
育馆逐渐适度开放观众现场观
赛，包括常规赛第四阶段周一至
周五晚上、周末下午和晚上场次
以及季后赛全部场次。刘铁表
示：“感谢我们伟大祖国对疫情的
防控，这是对我们防疫工作成果
的又一次有力证明。希望我们都
能奉献精彩的比赛，为现场观赛
的球迷们带来快乐。队员们已经
很久没有在现场见过球迷了，随
着球迷入场，他们也将面临着心
理调整的过程。希望队员们能够
尽快适应这个变化，将精力集中
在场上。”

天津男篮
全力备战江苏队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参观赵一曼事迹展览
焦裕禄说，从那时起，我就立下志

气，绝不做亡国奴。今天，我们必须下
决心学好本领，把国家的工业搞上去，
永不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焦裕禄参观的赵一曼事迹展
览，是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街241
号东北烈士纪念馆。这座1931年
竣工的以古典主义为主的折中主义建
筑风格楼房，原为东省特别区图书馆而
建，1933年为日伪哈尔滨特别市警察
厅占用，成为镇压中国人民的血腥魔
窟。东北全境解放后，1948年10月10
日，东北烈士纪念馆在这里开馆。

纪念馆老一代讲解员回忆，当年，
赵一曼烈士事迹展览布置在一楼。焦
裕禄听解说时，神情十分专注。焦裕
禄看过电影《赵一曼》，十分钦佩这位
铁骨铮铮的钢铁战士，参观中不时提
问，详询赵一曼被捕前后的情况。讲
解员介绍，赵一曼两度被捕，都关押在
这座楼内地下室遭受酷刑。1946年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访问记《赵一曼
是怎样被杀害的》，女英雄令山河垂
泪、敌寇胆寒的壮举传遍解放区。根
据罗荣桓建议，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
殉难烈士纪念事业筹委会，确定将这
座大楼作为东北烈士纪念馆馆舍。在
赵一曼被关押处领略烈士英风浩气，
焦裕禄周身的血都在沸腾。

1935年 11月，赵一曼在珠河县
同日伪作战负伤转移，因汉奸告密被
日军包围。两名战友牺牲，赵一曼左
腿骨被打断后被俘。

日本战犯大野泰治1955年供认，

赵一曼被押到警察厅大楼地下室，由他酷
刑逼供，赵一曼始终坚不吐实。后因赵一
曼伤口溃烂，生命垂危，被送进哈尔滨市
立医院监视治疗。赵一曼亮明自己的共
产党员身份，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成功
教育争取了警士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
在他们帮助下，于1936年6月28日逃离
医院，直奔抗联三军活动地区。6月30
日，赵一曼三人在距抗联根据地仅二十里
处，被日寇追上……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往她曾
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在火车上，她向宪
兵要来纸笔，用铅笔给幼子宁儿留言，写
下了“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
实行教育你”的不朽遗嘱。

金瓯破碎年月，一位来自天府之国的
巾帼英雄，用一己柔弱的身躯，撑起了民
族的脊梁！赵一曼震撼寰宇的壮举，令焦
裕禄热泪飞迸。他肃立在赵一曼半身塑
像前，向女英烈深深地鞠了一躬。

赵一曼的遗嘱，是从日军档案中缴获
的。烈士以生命书写的带血的叮咛，像用
母爱和忠贞编织的瑰丽彩虹，照亮了中华
民族的精神天宇，令一个国家的母亲都抬
起了骄傲的头颅。英雄赵一曼从走进焦
裕禄心中那天起，就山岳一样永世不移，
再也没有离开。

来子有高招
这以后，刘大头这边的菜就停

了，包子也停了。刘大头这伙儿人
都是练硬气功的，不光饭量大，嘴也
急，甭管上菜还是上包子，一眨眼的
工夫就吃得见了盘子底儿。这时包
子和菜一停，立刻就觉出来了。刘
大头的大徒弟也姓刘，叫刘全儿。
刘全儿一见这几桌都没动静了，就
朝里边的厨房喊，怎么回事啊？来子
出来说，临时加了个外活儿，实在忙不
来，得等一会儿。刘大头的这些徒弟
知道师父跟包子铺的关系，可今天是
给师父过六十大寿，就还是有点不高
兴。刘全儿说，今天说好是包桌，就咱
这一档子，怎么又接了外活儿？

来子说，不接不行，人家要得急啊。
刘全儿说，他再急，也没这个道理。
来子站在厨房门口这边，只跟刘全

儿说话，人却不过来，这样说话就得大声
嚷。他又说，刘全儿大哥，我们做生意的您
也得担待，来的都是客，我们谁都惹不起。

刘全儿一听来子今天说话有点儿
怪，更不高兴了，说，来的都是客，也得
有个先来后到，说着就站起来，一边朝
这边走着说，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厉
害，让你惹不起？
要在平时，刘大头就把刘全儿叫住

了。刘大头虽有一身本事，却不是个爱
惹事的人。街上把练武的人叫“练家
子”，“练家子”一入行，师父不是先教本
事，而是先立规矩，将来学了能耐不能
恃强凌弱。可这时，刘大头已经看见
了，进来要包子的是几个安南人。刘大
头最恨安南人，当年在义和团时，说是

跟洋人打仗，其实洋人的军队里也有很多
安南人。尤其后来，洋人在天津划了租
界，平时站岗巡逻、在街上出头露面的都
是这些安南人。这些人比洋人还坏。洋
人有时甭管真假，还顾点儿脸面，装装绅
士。这些安南人却是死不要脸，多下作的
事都能干出来。这时刘全儿走过来，朝这
说话的大个儿安南人看看问，你要包子？

刘全儿个儿不高，还有点儿驼背，站
在这大个儿安南人的跟前几乎矮半头。
这安南人显然没把刘全儿放眼里，拿眼
角瞥着他没说话。旁边的撅嘴儿说，是
我们要包子。

刘全儿不想跟这几个人废话，转身
叫过来子，问，今天我们包桌，对吗？来
子点头说，对。刘全儿又问，这个中午，
铺子里就我们这一档事儿，对吗？来子
又说，对。刘全儿说，赶紧给我们上菜上
包子，甭搭理他们。

来子也就等着刘全儿这句话，应了
一声转身就走。

这大个儿安南人一听急了，上前一
把抓住来子说，先给我做包子！

刘全儿一见这安南人动手了，就走
过来，一把攥住他的手。刘全儿是耍石
锁的，来子隔着这安南人的手，就能觉出
刘全儿手上的劲儿。

9 31 业余兼职
朋弟非常认同达文学校的办学

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
培养目标。著名漫画家萧英华回
忆，她当时在天津志达中学就读，一
次因为在数学书上画漫画小人，被
数学教师抓到，但老师没有惩罚她，
还将她推荐给在达文学校任教的朋
弟，萧英华后来成为朋弟的学生。
学生萧英华记忆中的朋弟，多才多艺，
而且很富有幽默感，他交际舞跳得很
好，经常在家搞聚会，生活内容丰富多
彩。萧英华说：“（朋弟）经常和志同道
合者排练话剧，记得其中有《日出》和
《群莺乱飞》，可惜没有机会公演。他
与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田菊林合作公
演过京剧《坐楼杀惜》，同时他还拉得
一手好二胡，舞剑技术也相当高超。”

朋弟在达文学校的薪水往往不够
花，不得不经常去一些娱乐场所（诸如
舞厅之类）去打鼓，以赚点外快，贴补
家用。朋弟发挥自身特长，曾在“仙乐
舞场”为乐队打鼓，还在天津一个日本
人所办的“中国少女歌舞团”导演过四
个话剧，作乐打鼓。做这些与艺术创
作无关的工作，朋弟并没有觉得枯燥，
反而乐在其中。他很多漫画作品的素
材就来自他丰富的社会生活。

在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同时，朋弟
的漫画作品接二连三地出版，
暂时缓解了朋弟的经济困
境。他的漫画作品单行本《老
白薯》《老夫子》《上海现形记》
《发财还家》相继出版……可
以说，朋弟在达文学校任教的

这几年——也是在河西的这几年——是朋
弟漫画创作最高产、最高质、最受欢迎的时
期。那时爱好漫画的天津人，每天都争相
购买刊载《老白薯》连环漫画的报刊，因此
报纸的销售额大增，出版社也争相来洽谈
出版单行本的出版权，甚至连邮局的工作
人员，见到邮寄《老白薯》的画稿，也都先拆
开来欣赏一番，然后再封好寄出。朋弟在
创作的时候，非常注意读者的接受度，很注
意漫画作品的效果和读者的反应。当时朋
弟家有一位保姆，没有什么文化，但朋弟经
常将画好的《老白薯》画稿先给保姆看一
遍，如果保姆看后哈哈大笑，朋弟才会满意
地将画稿交给报刊的编辑去排版印刷。朋
弟的智力过人，想象力极其丰富，特别善于
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矛盾和创作题材。

1942年3月8日，《北京漫画》杂志的
工作人员赴天津采访了著名漫画家朋弟，
并与天津漫画界人士座谈，此后天津漫画
界人士又盛情邀请《北京漫画》的工作人
员在中原公司五楼聚餐联欢。在此后出

版的《北京漫画》杂志中，刊登了
记者对朋弟的专访，朋弟也为《北
京漫画》绘制了自己的代表性漫
画人物“老夫子”以示感谢。这可
能是朋弟在华北漫画界最为风光
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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