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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艺术培训协会成立

图书大厦开展“讲好党史故事”活动

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增加娱乐节目文化深度 激发年轻受众认知兴趣

文化学者上综艺“寓教于乐”效果非凡

“天津文艺界庆祝建党百年精品创作展”启动作品征集

回顾百年历程展现辉煌成就

本报讯（记者仇宇浩）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让广大读者了解党的初心与使命，3月27日起至7月1日每
周六、日10：00—17：00，图书大厦开展“讲好党史故事·传承
红色基因——争做红色宣讲员·献礼建党100周年”主题公益
活动，邀请读者加入红色宣讲员的队伍，传承红色基因，凝聚
奋进力量。

本次活动由市女性社会组织妇联、市公共文化志愿服
务总队、天朗之声文化志愿服务总队、市华朗文化发展中
心、天津图书大厦联合举办，邀请青年志愿者为读者讲述以
党的重大事件为线索，以不同时期的典型事例、历史人物、
精彩故事为主干的党史故事，让读者重温中国共产党非凡
的百年建党历程和辉煌成就。读者还可现场分享自己所了
解的党史故事，主办方将为参与活动的读者颁发“红色宣讲
员”纪念卡。

本报讯（记者 张帆）由孔笙、孙墨龙执
导，黄轩领衔主演，张嘉益、闫妮、黄觉、姚晨、
陶红、王凯特别出演，热依扎、黄尧、白宇帆、
尤勇智等主演的脱贫攻坚剧《山海情》近日在
天津卫视开播。

该剧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海固
的人民和干部们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号召，
完成异地搬迁，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通过辛
勤劳动和不懈探索，将飞沙走石的“干沙滩”
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故事，全方位
还原了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扶贫工作，细节
呈现十分全面。

电视剧《山海情》群星集结，由黄轩饰演
的马得福从苦口婆心地劝返吊庄户、帮助村
民完成“吊庄移民”工作，到软磨硬泡给移民
村通电，再到之后东西协作扶贫政策出台
后，带领村民们共同走上了致富的康庄大
道。张嘉益饰演的马得福父亲马喊水满嘴
胡须，处处透着农民的憨厚。他精明能干，
在马得福的鼓励下，和县里的领导一起协商
村民移民吊庄，带头踏上了移民之路。陶红
饰演的得福妈在小家中稳定关系，在大家中
无私奉献。她朴实无华，是一位有想法有坚
守的优秀女性。另外还有因在该剧中有着
出色表演而收获无数“粉丝”的热依扎，她饰
演的李水花虽然从小与马得福青梅竹马，但
终究遗憾错过，即便如此，李水花始终内心
坚定乐观，永远笑对生活，在闽宁镇建设中
浇灌希望，追寻光芒。

该剧还刻画了多个扶贫干部的鲜活形
象。闫妮饰演的杨县长脚踏实地，敢为人
先，她以雷厉风行的作风，在闽宁镇各个发

展阶段起到了推动作用。黄觉饰演的凌一
农是一名福建援助宁夏的菌草科研专家，一
心为农的举动让农民动容。姚晨饰演的吴
月娟是宁夏西海固地区的扶贫干部，有信
念，有热爱，带着一颗坚定的心来改变当地
农民的生活。王凯饰演的潘书记对待工作
严肃认真，将闽宁镇出现的大小问题逐一解
决，稳定了发展方向。
《山海情》开篇画面中全体人物灰头土脸

的造型、简陋的办公室以及漫天黄沙的户外

环境，无一不将一个生活环境艰苦、村民观念
滞后的涌泉村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但与
这种贫困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个鲜活
生动、真实丰满的人物形象，将重大命题借由
一个个平凡人物的故事建构，体现出伟大建
设与个人命运的息息相关，每个人既见证了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段苦尽甘来的奋斗史，
更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命运的转折，用一个个
有血有肉、真实接地气的故事与人物形象，给
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共鸣和感动。

■本报记者张帆

文化学者与电视结缘并“出圈”，始于《百
家讲坛》的热播。随着互联网和新传播媒介
的兴起，文化学者的“露脸”机会越来越多，不
仅改变了观众对他们的刻板认识，也让综艺
节目变得更有文化趣味。

文化类综艺，文化学者的“传统打法”

从最初的《百家讲坛》到后来的诗词类文
化节目，及至近期大火的《典籍里的中国》等
节目，文化学者嘉宾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道
亮丽风景线。郦波、康震、蒙曼等专家做起点
评来不仅妙语连珠，还能让观众有茅塞顿开
之感。

近年来，户外文化真人秀逐渐兴起，吸
引了不少新文化学者的参与，用镜头语言
展现“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有机结
合，真正做到“知行合一”。高晓松的漫游
式脱口秀《探世界》第二季，在旅行中与好
友嘉宾分享感悟和观点输出。窦文涛与好

友周轶君、罗朗一起开着房车从西宁出发，
开启边走边聊的《锵锵行天下》第二季；人
文类文化探索专题节目《小镇故事》中，复
旦大学哲学系博士陈果深度参加节目；创
新形态的文化探寻节目《一路书香》，则请
来了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和青
年学者蒋方舟。文化学者作为嘉宾在节目
中的“常规操作”，不仅增添了看点和话题
流量，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年轻受众对于相
关文化领域的认知兴趣。

网综“黑马”，文化学者的“另一面”

说到观点输出和展示文化魅力，似乎没
有哪种节目形式比脱口秀更有代表性。凭借
着在《脱口秀大会》和《吐槽大会》上的出色表
现，一批不同领域且各具性格魅力的文化学
者火速“出圈”，让“文化”流行了起来。

在访谈节目《十三邀》里，知识分子许
知远是冷静睿智的访问者；而在《吐槽大
会》的舞台上，他则成了公认的“金句制造
机”，“CP和期货也差不多，是一种没有兑现

的爱情”至今还被网友津津乐道。另一位节
目中的“黑马”选手则是访问记者易立竞，她
独特的“审问式吐槽”在网友看来“既像班主
任训话，又像是在审问，攻击性极强，仅几个
问句就让被吐槽者陷入窘境，可吐槽者却是
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

去年年末，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
院教授罗翔在《脱口秀反跨年》晚会上成为
全场最佳，而在此之前他已是B站（视频网
站哔哩哔哩）上最具知名度的视频博主之
一；辩论综艺《奇葩说》曾邀请经济学家薛
兆丰和哲学教授刘擎担任导师和嘉宾，二
人虽专业背景不同，但凭借严密的逻辑和
形象的比喻很快折服了各路辩友，成为网
友眼中的“大神”。

文化学者靠综艺“出圈”，不仅为娱乐节
目增加了文化深度，也让年轻的节目受众体
验了一次互联网式的“寓教于乐”。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和讴歌百年来党
取得的光辉业绩和伟大成就，市文联与滨
海新区区委宣传部等单位将推出“天津文
艺界庆祝建党百年精品创作展”，作品征集
近日启动。
此次活动应征作品应以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为主题，聚焦我市经济社
会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
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引领，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不同的艺术
形式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
雄，彰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
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所取得的辉
煌成就。作品既可以选取中国共产党革
命、斗争、发展、壮大、建设、改革的重要节
点、事件为主题的历史题材，也可以是歌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抗击疫情、
美丽“津城”“滨城”建设期间先进党组织和
优秀党员的感人事迹和取得的显著成绩等

现实题材，充分反映全市人民为建设“五个
现代化天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不懈奋斗的精神面貌。

征集活动将分别遴选美术、书法、摄影和
民间文艺作品各100件（组），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展出。入展作品将全部在“天
津文艺界”网站进行云展览，部分优秀作品
将在线下展出。其中，美术作品分为中国
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钢笔画、
连环画、漫画、招贴设计、综合材料等画种；

书法作品书写内容为紧扣主题的文章摘句
或自作诗词，一律竖幅；摄影作品创作地点
应为天津市全境范围内，创作时间不限，单
幅、组照均可，所用拍摄器材不限制，应为纪
录类影像，并配有相应文字说明；民间文艺
作品应紧扣主题，鼓励技艺创新、材料创新、
立意创新，杜绝收藏品。

此次征集活动将从3月31日持续至5月
20日。征稿结束后，市文联将邀请专家组成
评委会，评选出入展作品并颁发证书。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日前，天津市艺术培训协会成立。
新闻发布会后，协会专家顾问团举行会议，为我市艺术教育发
展献言献策。

据介绍，该协会是在市民政局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由
天津市文改办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天津北方演艺集团作为
协会主办单位。协会是由从事天津市文化艺术培训工作的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自愿结成的专业
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旨在团结广大艺术教育工作者，搭
建天津市艺术培训平台，促进我市艺术教育事业繁荣发
展。协会聘请了刘强、曾昭娟、王冠丽、刘军、郭鸿斌、赵崑
等21名文化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作为顾问。北方演艺集团
总经理周炜表示，协会要承担起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任，深挖我市的艺术培训市场潜力，发挥主导
优势，积极搭台服务。

发布会后，协会专家顾问团还举行了会议，一致认为，
我市艺术教育产业近年来发展较快，但专业化水平参差不
齐。协会应从建立行业标准、制定行业规范、搭建服务平
台、引导市场健康发展等方面开展工作：建立天津市艺术培
训规范化、专业化的行业标准，为广大会员单位提供经营标
准和行业依据；规范艺术培训行业模式，以培养提升艺术审
美为导向，形成良性健康的艺术教育格局；搭建交流、合作、
资源共享的平台；服务会员单位，打造培训机构的会员大家
庭；服务艺术教育教师群体，打造标准化的师资培训和就业
推荐平台。

文化观察

天津卫视开播《山海情》群星闪耀传递正能量

剧情接地气演员“都是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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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姜凝）3月26日，由南开大学和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主办、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
思主义研究院承办的《新大众哲学》（教材版）和“世界社会主
义与资本主义前途命运暨当代国际形势研究”系列成果新书
发布会，在南开大学举行，来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百余名知名
专家学者、青年师生代表与会，共同见证新书发布并就“世界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前途命运暨当代国际形势研究”课题进
行深入探讨。
《新大众哲学》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由十三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南开大学·中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王伟光教授
主编，众多知名学者通力合作完成，紧扣时代脉搏和实践发
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大众喜闻乐见
的方式表达出来，对新形势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作出了开创性的探索。该书深受读者好评，后续又推出了
《新大众哲学（两卷本）》《新大众哲学（简明本）》，为阐释、传
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了新标杆。本次发布《新大
众哲学》（教材版），旨在面向大学生群体进一步阐释、传播
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报讯（记者张钢）继成功出演《老炮儿》
后，冯小刚时隔六年再次出山，与陈冲搭档出
演电影《忠犬八公》。该片由徐昂执导，定于
今年12月31日上映。
《忠犬八公》改编自日本作家新藤兼人原

著剧本，讲述一只名为八公的秋田犬在自己
的主人死后，一直在车站等候，直至离开这个
世界。此前，日本和美国都曾将这个故事搬
上银幕成为经典作品。中国片方购得故事版
权后，在保留前作的情感精华与艺术价值外，
充分进行了本土化改编，带来独属于中国的
“八公故事”。

中国版《忠犬八公》定档12月31日

银幕再现感人故事

《新大众哲学》（教材版）发布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新的领域亟待学习和掌握
毛泽东详细了解洛矿的建设、

生产和管理情况后，十分严肃地提
出一个问题：“苏联专家离开后，你
们能不能管好这些工厂？”
纪登奎说：“请主席放心，根据

我们厂的情况，可以搞好。”
1986年7月10日，纪登奎应邀

为《洛阳矿山机器厂志》撰文，忆及当
年向科学文化进军的浪潮，这位创业
厂长写道：“全厂涌现了一批学习的先
进人物，焦裕禄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代表。”
1955年3月，焦裕禄第三次出关，

同厂里二十二名干部和技术人员一
起，满怀新的期待来到大连起重机器
厂（后与大连重型机械厂合并组建大
连大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机械车
间任实习车间主任。徐俊雅也随调大
连起重机器厂学做统计。
创建于1948年的大连起重机器

厂，是中国起重机行业的排头兵，也是
新中国培养企业管理干部的重要基
地。焦裕禄走进有几个篮球场大的车
间，只见形态各异的机器琳琅满目，凌
空而过的天车穿梭往来，像是置身充
满现代气息的工业博物馆；参加车间
生产会，他只能洗耳恭听，眼瞅着别人
说得头头是道，自己干着急却插不上
嘴；同工人接触交流，只能拉家常、谈
思想，光打“隔山炮”，一涉及生产和技
术问题就一窍不通；对车间的生产管
理，焦裕禄也十分生疏，什么计划安
排，什么工艺流程，一概不明就里。
几天下来，焦裕禄急得像针毡上

睡觉——坐卧不宁，忍不住时，便私下里
问车间王主任：“掌握这些管理业务，得多
长时间？”
“用一两年时间，大概可以摸到点儿

门道，入门得好几年。”
“要用这么长时间？”焦裕禄暗自吃了

一惊，眼前悠然浮现出一座巍峨而险峻的
高山。业界有五年成师之说，意即要成为
某领域的专家，至少要用五年即不低于一
万小时的时间，进行专业学习和训练。国
外神经学专家认为，人类大脑需要不低于
一万小时的时间，充分理解和吸收某种知
识或技能，才能技艺精湛、臻于完美。还有
人研究证明，五年是培养工程师的底线，培
养画家、钢琴家等业界精英也概莫能外。
焦裕禄暗忖：五年是什么概念？这差不多
是一个人黄金工作年限的五分之一，自己
等不及，马上就要投产的洛矿也不允许啊！

入夜，焦裕禄打开《毛泽东选集》，领
袖亲切的叮咛在耳畔响起：严重的经济建
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
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
在强迫我们去做……

焦裕禄掩卷遐思，不禁浮想联翩。历
史的转折已经完成，我们熟悉的武装斗争
已不再是党的中心任务，陌生的经济建设
规律，亟待我们去学习和掌握。

小闺女儿给来子打帘子
这小鼻子日本人一下愣住了，低头

看了看，扔下刀就又朝刘大头扑过来。
刘大头两眼盯着他，等他来到近前只朝
旁边一闪，与此同时伸出两根手指在他
的肩膀前胸和小腹点了几下。他这几
个动作极快，一般的外行几乎看不出
来。这小鼻子日本人的这一下又扑空
了，转身的一瞬，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站
住愣了愣，突然啊地叫了一声就倒在地
上，身子蜷得像个蛆，一边龇牙咧嘴地抽
搐了几下，就不能动了。这时另一个日本
人一见，也朝刘大头扑过来。这次刘大头
没再跟他费事，只在他身上点了一下。这
日本人立刻像个蜡人儿似的定住了，两手
还举着，眼也一眨一眨的，却一动不动地
僵在了那里。刘大头走过来，轻轻一推，
这日本人就像半截儿木头似的倒下了。

围在旁边的徒弟徒孙们立刻都齐
声叫好。

这时，站在旁边的几个安南人都已
经看傻了。

刘大头回头对他们说，你们费点儿
劲，把这两块料抬回去吧。

说完，就回铺子里去了。
小闺女儿来蜡头儿胡同找马六

儿。马六儿不在家。
马六儿常来包子铺吃包子，小闺女儿

也常跟他说话，挺熟。前几天的后晌，将
近傍黑时，马六儿从外面回来。经过包子
铺的门口，小闺女儿追出来叫住他。马六
儿看出小闺女儿好像有话，就跟着她来到
胡同口的拐角儿，问，有嘛事儿？

小闺女儿问，打一个帘子多少钱？
马六儿一听乐了，说，你打帘子干嘛？

小闺女儿脸一红，不是我打，有人打。
马六儿问，谁打？
小闺女儿说，你怎么这么多话呢，就说

多少钱吧。
马六儿说，不是我多话，这也得分人。
小闺女儿眼一立，怎么，你还看人下菜

碟儿啊？
马六儿赶紧说，倒不是这个意思，外人一

个价儿，要是咱自个儿街坊，就另一个价儿。
小闺女儿问，我算自个儿街坊吗？
马六儿摇头，你打帘子？我不信。
小闺女儿说，这么说吧，是给来子打。
马六儿一听又乐了，要是来子还用问，

嘛钱不钱的，说不着这个。
小闺女儿说，本儿钱，总得给你，那就

给他打一个吧，今年一闹水，秋后苍蝇蚊子
太多了，我看他身上咬得净是疙瘩，去他家
一看才知道，连个帘子也没有。

马六儿想想说，那就甭打了，我那儿还
有个现成的，是江家胡同老齐家的，后来
他家修房，又闹家务，这帘子就没要，我
搁着也是搁着，拿去给他挂吧。

小闺女儿说，行，你就给他送去吧。
想了想，又说，别说是我让送的。
马六儿反应慢，回到家才捯摸过

来。小闺女儿要给来子打帘子，可又不
想让来子知道，把帘子送去也让自己送。

12 34 重回天津
所以，当冯棣一家返回天津后，

学生萧英华问起他们在四川的境况
时，他的妻子高凌云说：“到处流浪，
尤其是在四川那几年，过得哪是人
的生活呀。”

1947年 1月，在解放战争纷飞
的战火中，冯棣离开四川敬业中
学。前往重庆适存商专教国文、音
乐，但只上了几个星期课，朋弟就因为
厌倦了这种枯燥重复的授课，毅然辞
职回成都开了一个相当于烟卷摊的烟
卷小铺。因为朋弟不懂经营，没过多
久便赔了一个底朝天。眼看四川已经
没有生路，朋弟不得已到重庆的外甥
女许如群处寻求帮助。最终，在重庆
住了一两个月后，朋弟决定回天津，一
家人拿着向许如群借来的路费，踏上
了返回天津的道路。

1947年11月，朋弟一家回到阔别
已久的天津，朋弟重操旧业，继续给天
津《民国日报》投稿，再次开始画漫画。

1947年8月1日，《星期五画报》
创刊。该画报是一个综合性文艺刊
物，每周五出版一期。封面是红黑双
色套印，内页为黑白单色印刷。该画
报从1947年8月1日创刊到1948年
10月终刊，总计出版了69期。《星期
五画报》每期都在首页开设《漫画之
页》。朋弟也为《星期五画报》
创作漫画。

此后，朋弟还曾担任过
《星期日画报》“星期画页”的
主编。在《星期日画报》的“星
期画页”上，朋弟继续连载着

自己的经典漫画《老夫子》《老白薯》《阿摩
林》，同时也邀约吐鲁、公孙丑、傅基、无
希、正宇（C.Y）等漫画作者为画报投稿。

返回天津后，朋弟的固定职业仍是教
书，他于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在天
津沧县联中教美术。在1948年8月，通过
内弟高鹏万和好友邢贵钦二人发展，朋弟
加入天津市地下工作组织，与党建立了
“群众关系”。

朋弟以崭新的心态迎接新时代的到
来。1949年这一年，朋弟在天津新华书
店（后改新华印刷厂）出版社设计股搞美
术，工作地点在渤海大楼斜对过。

在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新中国成立前
夕，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召开
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这
个大会之后，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
蹈、曲艺等各部门的全国性协会相继成
立，美协的全称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
协会”（1953 年更名为“中国美术家协
会”）。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相继成立

了分会。作为天津知名的漫画
家，朋弟与天津的不少同道中人
都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关怀和重
视。1949 年 11月 20日上午九
时，天津市美术工作者协会在河
南路艺术馆召开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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