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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历史文化遗存 再现津沽艺文幸事

《文美斋百花诗笺谱》揭百年面纱

辽代石刻造像规模数量在国内同时期同类型遗存中尚属仅见

我市辽金遗存考古再获新发现

■本报记者仇宇浩文并摄

印有精美朱色纹样的樟木外函，黑色金
属磨砂的漆盒，粗纹五彩祥云布裱的封面，蝴
蝶装、衬素锦、妍秀清雅的内页，雅致国风的
宣纸笺纸……古香古色地出现在第34届北
京图书订货会上天津展区的《文美斋百花诗
笺谱》，揭开了天津文美斋刊印、津门著名画
家张兆祥绘制的全套朱色单刷《百花诗笺谱》
尘封一百多年的面纱，让参展商和读者惊艳
不已。这也是继《中国年画遗珍：尉氏年画》
“火”了之后，天津出版深入挖掘、阐发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激活传统的又一范例。

这套集天津名画、名店、名刻、名印之精
粹于一体的笺谱，是张兆祥在1900年应文美
斋主人焦书卿之邀精心绘制的，当时已印刷
出笺样，由于战乱和文美斋失火，这部朱色单
刷的笺谱未能像张兆祥绘、文美斋印制的设
色《百花诗笺谱》和张兆祥绘、查凌汉题诗的
笺谱那样为世人熟知。一百多年来鲜为人
知，各大图书馆均未入藏，社会上也未流通，
亦无史料记载。如今，著名书法家龚望之子
龚绶将这套家传笺谱整理后，由天津教育出
版社出版，这既是对天津优秀历史文化遗存

的抢救、保护、传承、弘扬，也是彰显天津文化
艺术辉煌成就的艺文幸事。
我国的笺纸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清末

民初，天津制笺业盛况空前，笺纸品位高雅，
种类繁多，居全国领先之地位。该书策划编

辑之一孙丽业介绍说，文美斋是当时天津最
知名的书坊，所出笺谱精美典雅，系收藏珍
品；张兆祥所绘笺谱传世稀见，保存完整成
套的笺谱更是珍品。九十多岁的文史学者
杨大辛认为张兆祥绘制、朱色单刷的这套
《百花诗笺谱》“清妍秀美，绘、刻、印均属上
乘，堪称绝品”。

为了更好地传承文化、触达读者内心，出
版方特意开发了相应的文创产品笺纸，这样
读者不仅能翻阅书籍感受传统文化之美，还
能体味旧日文人雅士用笺纸书写的乐趣。记
者发现，笺纸不像书中收录的笺谱保留了岁
月痕迹，而是加以精修，去除了水渍、霉斑，全
套以文美斋印章合封。有读者表示，这笺纸
太有传统之美了，简直不舍得用，可以装裱后
挂起来。还有读者说，书中收录的严修1921
年撰写的《焦书卿先生八十寿言》，对了解当
年文美斋及其主人焦书卿，研究天津近现代
文化史、艺术史、商业史均有裨益，值得一读。

本报讯（记者张帆）近日，由市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蓟州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建的
调查队完成了天津市石窟寺（石刻）专项田野
调查工作，顺利通过市文物局组织的专家现
场验收，取得重要考古新发现。
据介绍，国家文物局自2020年 9月开

始，组织开展了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旨
在全面掌握石窟寺的保护状况，系统分析石
窟寺保护形势，为科学制定保护政策和中长
期规划奠定重要基础。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于2020年11月组队，正式启动我市以
蓟州为重点的石窟寺（石刻）专项调查工作。
调查组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环境艰险、寒冷

天气等不利因素影响，通过3个多月的野外
艰苦工作，共复查1911年以前开凿的石窟寺
和摩崖造像3处128个地点556尊石刻、摩
崖造像，新发现3处21个地点37尊石刻、摩
崖造像，基本摸清了我市石窟寺（石刻）文物
资源的家底，为后续保护管理和利用提供了
基础依据。

此次复查和新发现以辽代石刻造像为
主体，总量接近600尊，主要分布于蓟州区
盘山东麓千像寺遗址和正法禅院遗址周边
的孤石或崖壁上，造像均为线刻，个体大者
2米多，小者仅60厘米左右，如此规模、数
量的辽代线刻佛造像群在国内同时期同类

型遗存中尚属仅见，在全国具有特殊性和
唯一性。

此次调查在少量留存有榜题的线刻造像
中，见有功德主与为何人敬造的记述。镌刻
者多为弟子、信士或邑众。其表现形式、刊刻
技法，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民间造像的特点。
特别是以千像寺遗址和以正法禅院遗址为中
心分布的两处石刻造像群区域，均以山石为
依托，以类似绘画白描的线刻手法，营造出数
量庞大的佛造像群；两者在艺术造型、线条运
用、凿刻技法等方面体现出年代上的早晚接
续关系，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呈现出明显本土
化趋势。这也恰恰反映出辽金时期，佛教信

仰及其文化在天津北部地区得以长时期、稳
定有序的传承和发展。

总体上看，天津北部地区的石窟寺类型
以摩崖石刻造像为主体，兼见有零星石窟和
石龛；时间上集中于辽代，金代和明代亦有
少量分布；造像以佛教题材为主。复查和新
发现的石窟寺（石刻）个体数量多、造像类型
全、内容题材丰富、空间分布和年代相对集
中，展现了辽代以来天津北部地区佛教石刻
造像艺术风格的演变和传承，丰富了我市石
窟寺（石刻）的题材类型和文化内涵，无论对
于辽代佛教考古，还是中国佛教考古学研
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由中国书刊发行
业协会和百道网主办的“新时代杯”2020时
代出版·中国书店年度致敬盛典日前举行，
天津外文书店等10家书店荣膺“年度主题
书店”。
“新时代杯”2020时代出版·中国书店

年度致敬活动，共收到全国817份申报材
料，是历届申报最多的一次。为了确保致敬
活动公平、公正，采取线上投票和专业评审
会相结合的方式。此次天津外文书店荣膺
“年度主题书店”，也是我市书店首次在该评
选活动中获奖。
天津外文书店是市新华书店集团旗下

专营外文书刊的专业书店，七十余年来一
直是天津读者选购外文书刊的好去处。店
内有万余种进口原版书籍及国内版英、俄、
德、法、意、西、日、韩、泰等语种书籍，集阅
读分享、艺文展演、文创工坊、咖啡茶饮于
一体。
4月5日10:00，该店联合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举办“春日英语阅读沙龙”，邀请青少
年读者到店共读“外教社黑猫英语分级读物”
之《会飞的男孩》。

本报讯（记者 张帆）记者昨日获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文艺节目中心整合优质资源，将在“清明、端午、七夕、中秋、
重阳”等传统节假日推出“特别播出季”概念。4月3日至5
日清明小长假期间，最新打造的“春满人间正清明”播出季，
将围绕清明的节俗传统、人文内涵，通过丰富的文艺形式、
多样的表达手法，带领观众探寻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
“春满人间正清明”分为“追远、致敬、诗意、风起”四个部

分，汇集了总台文艺旗下综艺频道、戏曲频道、音乐频道，音乐
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阅读之声、劲曲调频以及央视
文艺新媒体的13档清明特别节目。

总台文艺以“追思致远”主题抒发清明节人们慎终追远、
怀念先人的道德情怀。4月4日，在CCTV-3综艺频道推出
《多情的土地》，CCTV-11戏曲频道推出京剧《焚绵山》，
CCTV-15音乐频道推出《音乐人生——追忆2020》。3月30
日至4月7日，在央广阅读之声推出《床前明月光——为亲爱
的妈妈送行》。

其中，《多情的土地》根据五色土意象，选择我国东南西
北中五座城市，由五位总台主持人带着观众一起探寻五方
土地上的春天故事。京剧《焚绵山》通过演绎介子推被焚绵
山、后有寒食节之由来的故事，传递“孝悌也者，其为仁之
本”的传统文化。《音乐人生——追忆2020》将带领观众共同
追忆2020年离世的琵琶演奏家刘德海、指挥家杨鸿年和歌
唱家任桂珍。《床前明月光——为亲爱的妈妈送行》是原央
视主持人敬一丹怀念妈妈的随笔集，此次特别节目也将由
敬一丹播讲。

“春满人间正清明”播出季推出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历时 3天的第
34届北京图书订货会在昨天落幕，本届订
货会一大亮点是让直播订货功能首次走进
订货会。其中，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的
500余套少儿围棋经典系列丛书《李世石
围棋教室入门篇（上中下）》，在知名主持人
王芳的直播推荐中，不到3分钟就被抢购
一空。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一年多时间里已在

多个视频平台开辟“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白话本草”和“冲小叔说书”三个主营视频账
号，打造原创视频近200条，其中有多条视频
点击量过万。本届订货会上，该社还推出了
两场直播，其中“建党百年仰望星空——畅谈
《太阳之美》”主题直播，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
文台研究员、博导谭宝林教授为广大读者科
普天文知识，讲述了我国近年大力发展航天
事业的丰硕成果，如同一场思想的太空旅行；
“家教育儿图书专场”直播活动则由两位宝妈
编辑与读者共话广大家长最关注的育儿难
题，从而带动爆款图书《非暴力沟通的父母话
术》的销售。

北京图书订货会
直播荐书成亮点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昨日，天津歌舞剧院
（保利天歌交响乐团）驻院艺术家及客座首席聘任仪式在天津
大剧院举行，旅德青年钢琴演奏家万捷旎受聘成为天津歌舞
剧院的第一位驻院艺术家，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爱乐乐团
的多位艺术家同时受聘成为客座首席。

剧院、乐团、音乐厅等表演艺术机构与艺术家强强联合，
通过驻院或驻团艺术家计划来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合作，已
经是一种国际惯例。每个音乐季，哪位艺术家签约受聘成为
驻院或驻团艺术家，往往是院团当年的重磅事件，备受乐迷观
众的瞩目。

万捷旎自幼学习钢琴，15岁时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
慕尼黑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少年班，后先后进入该校和耶鲁
大学音乐学院学习深造，20岁时已作为独奏家与祖宾·梅塔、
克里斯托弗·艾森巴赫等指挥大师合作。今后她将定期在津
举办音乐会、大师班和讲座。天津歌舞剧院同时聘请小提琴
演奏家梁大南为乐队客座首席，长笛演奏家韩国良、巴松演奏
家李岚松、双簧管演奏家魏卫东、中提琴演奏家毛新光、低音
提琴演奏家宋艺、单簧管演奏家袁源、圆号演奏家满燚、大提
琴演奏家鲁鑫等也受聘成为各声部的名誉客座首席。此次签
约的演奏家都将参加于今晚在天津大剧院举办的“伟大的祖
国”交响音乐会。

天歌迎来驻院艺术家和客座首席

天津外文书店
获“年度主题书店”

■本报记者张帆

由刘江执导的主旋律电视剧《光荣与梦
想》目前正在进行紧张的后期制作。近日，导
演刘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当
下主旋律题材创作的看法：“对于一部影视剧
作品而言，讲好故事永远是基础，‘怎样讲’永
远比‘讲什么’更重要。年轻观众并不排斥主
旋律剧，只要我们讲故事的方式足够贴近他
们的生活与想法。”
《光荣与梦想》从中共一大召开讲起，对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错综复杂、恢
弘壮阔的历史进程进行全景式的揭示和剖
析，展现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代表的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
建立红色政权，率领红军进行战略转移，英勇
抗日，最后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壮举，以及美帝
国主义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毛泽东毅然决
定出兵朝鲜，最后战胜敌人，从此新中国傲然
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伟大诗篇。

此次是刘江第一次执导重大题材主旋
律作品，“这次创作对我来说是激动人心的，
我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在
创作中，他认为只要是文艺作品，就得按艺术
规律来办，“我一直强调影视剧要避免生硬的
说教，还原出一个好看的故事、一个生动的人
物是最主要的。”在剪辑过程中，他还特意邀
请部分观众来看片，“大家的反应还是很强烈
的，当然作品还有待市场的检验。”

近期，从《山海情》到《跨过鸭绿江》《觉
醒年代》，优秀主旋律作品层出不穷。刘江
也透露，《光荣与梦想》在“怎么讲”上下了很
大功夫：“要仔细拿捏分寸，有种润物细无声

的感觉。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表达，那就是按
艺术规律来再现这段历史，把它变成一个好
看的故事。”对于“好看”，他也有自己的定
义：“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要能抓住
人，我们要刻画真实的人、人性。抓住人，才
能看到真正的历史，也能在其中看到自己，
这是故事存在的意义，观众也才会产生观赏
的愉悦感。”

在刘江看来，作品的优劣与题材并无直
接关系，而更取决于创作者的价值观。“作品
最终拼的是创作人员的审美、对生活的理解、
对人的理解和对时代捕捉的能力。相对而

言，技巧层面的东西比较容易学，或者说好追
赶，而真正的软实力、最后拼高低的在于‘审
美’，看不见摸不着，但里面包罗的东西是非
常体现技术含量的，这也是最决定作品生命
力的东西。”

刘江坦言，随着阅历的增长，自己也越
来越意识到价值观的重要性。“你的作品对大
家是有影响的，所以你是需要负责任的。你
要给别人传递一种怎样的价值观，传递的是
怎样一种能量，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珍
惜手里所谓的影响力，珍惜作品的发言权，而
且这种努力是无止境的。”

“抓住人，才能看到真正的历史”
——导演刘江谈电视剧《光荣与梦想》创作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合格的车间主任
在车间生产会上，王主任就焦

裕禄编制的生产计划，听取工人和
技术人员的意见。生产行家们听
了介绍，一致认为这份生产计划符
合车间实际。王主任惊讶地望着
焦裕禄，心悦诚服地说：“老焦，你
拿出打仗攻碉堡的劲头钻研工业，
不到一年时间，就变成专家啦！你哪
里是实习车间主任，你是合格的车间
主任啊！”

过了几天，厂里安排王主任脱产
去党校学习。临行前，王主任推荐焦
裕禄代行车间主任职责。焦裕禄接任
后，工作注意讲求民主，遇事多找老师
傅和技术人员商量，保证了车间生产
正常运行。

为了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
工业化目标，车间增加了生产定额。
按照以往的流程和管理方法，任务与
设备和人力之间的矛盾变得突出起
来，制订新的生产计划遇到了阻力。
上级下达的生产定额，究竟符不符合
车间实际？焦裕禄一头沉到车间关键
部位减速机工段，研究设备状况、生产
工序和操作技术，又到其他部门比对
分析生产运转情况，掌握了制定新的
生产定额的依据，认为上级下达的指
标是可行的。在车间生产调度会上，
焦裕禄依据摸到的第一手数据，算细
账、挖潜能，有根有据拿出了提高生产
效率的措施。工人和技术人员听后，
都感到很开窍，表示回去后要进一步
摸排挖掘潜力。上级下达给机械车间
的增产计划，顺利落实并如期完成。

政治工作与科学管理，是焦裕禄履
职的两个有力抓手，也是他心中蕴含巨
大变量的增长极。焦裕禄悉心研究教育
管理规律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把实践感
悟形诸文字，见诸报端。他讲话不再刻
意编顺口溜，而是更加贴近工作和思想
实际，也不大在意是否工整合辙，以准
确、深刻、凝练、生动见长。有人劝他不
必逐台机器熟线路、识部件、知流程，他
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讲到党员
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他说：“干部不领，水
牛掉井！”工作中遇到难题，他说：“没有
办法，就到群众中去！”

真理是朴素的，思想的灵光未必仅仅
闪现在神圣殿堂。这些后来在兰考乃至
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和语言，有的就
诞生在车间生产和攻关的进程中，诞生在
同工人和技术人员促膝交谈中。

现代工业生产的洗礼和全新的科学
管理，使焦裕禄如同置身星月交辉参回
斗转的浩茫夜空之下，满目璀璨目不暇
接。他笔耕不辍，撰写了《论劳动竞赛的
前方和后方》《论工段长的职责》等文
章。1956年夏秋季节，焦裕禄在厂《起重
机厂报》连续发表《对工段长工作方法的
几点体会》《谈谈前方竞赛中的问题和建
议》等文章。

来子“折饼儿”
来子这时也忍不住了，回身一下

抱住小闺女儿，两人就倒在床上。来
子有了这一夜，再看小闺女儿，好像
就变了。人还是过去的人，可又不像
是过去了。从前的小闺女儿只是表
面，穿嘛色儿的衣裳，梳嘛样儿的头，
怎么说话，怎么笑。可现在，却是从外
到里都知道了。这一知道，也就有了
一种暖呼呼儿湿润润的亲近感。小闺女
儿这时再看来子，眼神儿也不一样了，
过去是追着，眼神儿一追上，就像根钉
子似的钉在来子眼里。现在，刚跟来子
的眼神儿一碰，脸一红，立刻就躲开了。

可就这一碰，一红，来子的心里就
痒酥酥的。

小闺女儿虽是个女孩儿，但比来
子有主见，在男女的事上，好像也比来
子懂得多。

这以后，又过了几天，来子才知道
小闺女儿给他俩定的规矩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男女之间的事，就像水闸。平时
这闸门关着，也就总这么关着。可一旦
打开就不行了，只要一回，再想关上就
难了，憋足的水一下子倾泻而出，想挡
就挡不住了。来子一直住西厢房。过去，
东厢房是他爸和他妈住。后来他爸走
了，他妈死了，这屋子也就一直空着。这
几天，一到晚上，来子躺在这边的床上
就翻来覆去地难受。也不是难受，就是
睡不着，用街上的话说叫“折饼儿”。来
子一边在床上“折饼儿”，从窗户能看见
东厢房。东厢房也奇怪，不知小闺女儿
睡了还是没睡，灯总亮着，直到街上打
更的刘二把梆子敲了三下，还一直这么

亮着。那边的灯光从窗户透出来，把当院
儿照得通亮。当院儿一亮，西屋这边也就
亮。这一下，来子就更睡不着了。这天晚
上，来子看看铺子里没嘛客人了，本打算
拉个晚儿，把厨房的几个笼屉刷一刷。小
闺女儿对他说，刷笼屉，早一天晚一天也
没事儿，今天早点儿回去吧。来子看看小
闺女儿，觉着她这话有点儿怪，但接着心
里就动了一下。于是没再说话，就和小闺
女儿一块儿回来了。到了院里，小闺女儿
说，我还有点事儿，一会儿，你过来。
说完又看来子一眼，就扭身进屋去了。
来子回到西厢房，等了一会儿，就过

来了。东厢房这边还亮着灯，小闺女儿却
已经躺下了，裹着被子，看样子像睡着
了。来子一时不知怎么办，犹豫了一下，
蹑着脚走过来，在床沿儿上坐下了。可刚
坐定，小闺女儿突然一撩被子就像条出
水的鱼似的蹦起来，一把搂住来子的脖
子。来子吓一跳，还没等反应过来，就已
经让小闺女儿拉倒在床上。

小闺女儿歪在来子的怀里，气喘吁
吁地说，你今晚，别走了。
来子说，你有规矩。
小闺女儿说，规矩，也能改。
来子说，我也不想回去，想一辈子都

这样。

19 41 “白薯”出土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李滨声所

在的《北京日报》也开始积极组织
文艺界人士为响应中央的“双百”
方针进行作品创作。1957年，北京
日报文艺部领导命李滨声向朋弟
约稿，希望朋弟重操漫画旧业，继
续画些以往读者熟悉的“老白薯”，
作为《北京日报》的特色栏目参加
“鸣放”。

李滨声找到朋弟，向他约稿，希望
朋弟以当年红极一时的漫画人物“老
夫子”“老白薯”或“阿摩林”为主角，为
《北京日报》创作连续漫画。思考再三
之后，朋弟决定用“老白薯”这个角色
进行新时代的创作。因为“老白薯”这
个角色比较容易与新时代相结合，并
且“老白薯”这个人物的形象和性格也
是朋弟最为喜欢的。

当李滨声看到朋弟为《北京日
报》创作的第一组漫画《“白薯”出土》
时，他非常兴奋，提笔为朋弟的“老白
薯”漫画写了一篇推介文章《介绍“老
白薯”》。在文章中，李滨声向读者介
绍了“老白薯”的历史，也分析了“老
白薯”这个漫画人物的性格特征，还
分析了“老白薯”的家庭出身、成分等
情况。他说：“‘老白薯’是一个长篇
连环漫画中的主题人物，他没有固定
的成分、出身，他没有固定的
家庭成员，这些都是根据故
事情节的需要转移的。但是
他有一个固定的性格，他风
趣诙谐，他的每个生活片段
都充满了幽默和笑料，使你

笑口常开。”
李滨声约请朋弟为《北京日报》创作

“老白薯”系列漫画，出发点是为了增加
报纸的趣味性，为读者增加幽默笑料。
当然，因为漫画本身带有的“讽刺与批判
性”，朋弟的漫画肯定会反映某些社会问
题，这可能也是李滨声更为深远的考
虑。所以他在介绍朋弟的“老白薯”时特
意指出“在他（指‘老白薯’）的趣闻趣事
当中，有时也揭露和嘲讽过旧社会的阴
暗世态人情”，为今后的讽刺与批评漫画
内容埋下了伏笔。为了转变“老白薯”的
旧时代痕迹，李滨声特别提出，要让“老
白薯”来到新社会，“他将带给读者更多
的健康的笑”。
“老白薯”出土之时，恰逢“双百”方

针提出之际，所以李滨声希望朋弟能在
此时重新拿起画笔，为广大读者继续创
作那些曾经影响深远的漫画故事，因为
李滨声觉得“今天漫画的花坛上正缺少
‘白薯’这样的品种——幽默漫画”，这应

该也是艺术家响应“双百”方针
进行创作的实际行动，所以李滨
声特别指出，如果“不是‘百花齐
放’纵然有三根‘秧子’露在土
外，恐怕也难以被生掘出来的”，
这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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