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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南开画家为党献礼

天津歌舞剧院2021音乐季启幕

“伟大的祖国”交响音乐会上演

在图书大厦公益活动宣讲台上，从八九岁的孩子到年近古稀的老人都来分享党史故事

津沽大地人人争做红色宣讲员

献礼建党百年 清明缅怀英烈

评剧白派剧团《骄杨》成功首演

北辰区图书馆
设立“党史学习专架”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昨
日，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创排的评剧《骄杨》
在海河剧院首演。此剧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而作，以评剧剧种风格、白派流
派特色并借助话剧等艺术手段，艺术地重温
革命先烈们艰苦卓绝的岁月。演出时值清
明，大家也以此剧祭奠英烈、缅怀英烈。
评剧《骄杨》讲述革命烈士杨开慧的故

事，她在湖南坚持革命斗争，不幸被捕后，面
对敌人的威胁利诱，毫不动摇、视死如归，最
终慷慨就义。此剧意在展现杨开慧厚重的家
国情怀和深邃的内心世界，展现她以大无畏
的革命精神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在同敌
人交锋过程中，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人的高
尚革命气节。
此剧主创由戏曲界、话剧界人士共同组

成：编剧赵德明、柳峰，导演钟海，评剧白派剧
团团长、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冠丽饰演杨开
慧，评剧白派剧团的众多实力演职员以及评
剧白派班的青年人都参与此剧排演。该剧已
入选中宣部、文旅部、中国文联举办的“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展演”。
在创排过程中，剧组成员身心也受到洗

礼。赵德明说，通过这次创作实践，深切感受
到我们党的百年历史中，有无数革命志士为
了祖国、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他们永远值得我们纪念与敬重。王冠丽
表示，努力运用所学所会，在艺术舞台塑造英
雄形象、讲好英雄故事，是文艺工作者应承担
的责任。2021年恰逢建党百年，要演好这部
意义深远的作品以表达对党的感恩情怀。

经过长期筹备和刻苦排练，该剧昨日迎
来首演，演职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演出。
大幕一开，舞美效果呈大气高洁之风格，令戏
迷观众耳目一新。王冠丽展现了杨开慧朴实
正直又机敏果敢的性格本质，对丈夫、孩子的

挚爱，对战友的关怀，对敌人的憎恨，塑造了
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生动的巾帼革命者艺术
形象。评剧白派艺术以唱腔低回婉转见长，
剧中杨开慧的唱腔是一大特色，思念丈夫之
深切，革命信念之坚定，声情交融，入情入心，
运用并展现了白派的流派特色，很是动听。
特别是在全剧最后，杨开慧被捕、在监牢中与
儿子诀别的一场戏，她回想同丈夫并肩战斗
的历程、叮嘱儿子继续战斗，细腻真挚的情感
以多种板式呈现，感人肺腑，令人潸然落泪。

剧中还以不同行当塑造了各具特色的人
物，一身正气的革命人苏金明、灵动爽朗的杨
家帮工孙嫂、惨无人道的军阀何键等等，使舞
台故事跌宕且丰满。戏曲锣鼓经在剧中也多
有运用，结合剧情的开打场面，展现了戏曲语
言和特色优势。同时，此剧在保持戏曲本质
的基础上，在舞台调度等方面也借鉴话剧手
段渲染气氛。

当演出落幕，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令观
众怅然、感慨。观众吴女士说，正是因为无数
英烈的无私奉献和牺牲，才换得人们现在幸
福美好的生活。清明节是思念先人的日子，
通过观看这样的剧目，在剧场里收获艺术熏
陶的同时，更是对英烈的祭奠，向他们致以深
切的缅怀和由衷的敬意，人们在今后的日子
里也应当继续珍惜当下、奋斗向前。

据悉，该剧今日以及5月初将继续演出。

■本报记者仇宇浩文并摄

“我是红色宣讲员……”，每到周末，图
书大厦一楼入口处右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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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公益活动宣讲台上，常
常会响起志愿者、读者以此为开场激情讲
述党史故事的声音。

昨天，12岁的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
小学学生刘远希、贺昊楠，11岁的红桥区
实验小学学生王竞研分别跟着妈妈来到图
书大厦分享党史故事，争做红色宣讲员。
刘远希和贺昊楠告诉记者：“因为同学刘禧
莹上周日参加这个活动成了红色宣讲员，
我们听说后也想来，想多了解红色故事。”
此前，他们还跟着妈妈一起去了平津战役
纪念馆缅怀烈士，“没有革命先烈的牺牲，
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长大以后我
们也要报效祖国。”

为了流畅地讲好故事，孩子们认真准
备，互相打气，他们还现场邀请逛书店的同
龄人一起加入红色宣讲员的行列。“百团大
战 破袭歼敌”“一大首聚 开天辟地”“西安
事变 石破天惊”“五四运动 唤醒民众”“中
原突围奋起自卫”等红色故事伴随孩子们
的稚嫩童声流淌进现场所有人的心中。几
位妈妈纷纷表示，现在的孩子都没吃过苦，
所以希望让孩子多参加这样的活动，既能
多了解党史故事，继承爱国为民、艰苦奋斗
的优良传统，又能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和与
人交往的能力，对孩子健康成长很有帮助。

来自天津纺织集团的邓伟从2017年
开始做志愿者，昨天她现场分享了“红军改
编首战平型”的党史故事，“其实我们每天
都在微信群里诵读党史故事，通过这些小
故事可以了解党的光辉历程，让心灵受到
洗涤，也能从中汲取力量。”

8岁的翔宇国际学校学生李悦然是跟
着爷爷奶奶一起来的，“爷爷从《天津日报》
上看到图书大厦有‘讲好党史故事’的活
动，周末，我就早早起床，和爷爷奶奶一起
来参加活动。我和大哥哥、大姐姐一起读
党史小故事，了解了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
伟绩。我跟奶奶约定，有时间还要来讲党
史故事，争做一名合格的小小红色宣传员，
把好故事讲给同学们听。”
静海区电力发展中心的谷娟娟是党务

工作者，工作再忙也会尽量协调时间参加
服务大众的公益活动，“我每天都读一个党
的小故事，也影响了周围的朋友、同事和孩
子们一起读。为更好地迎接建党100周
年，每个党员都应该全面提升自我，牢记历
史，不忘使命，奋勇当先，传承红色精神。”
梁顺义、张玉菁夫妇都是六十多岁的

老人，“我们收藏红色系列藏品已有30多
年，收藏了七大至十九大党章和建党30
年、50年、60年、70年、80年、90年的图书
资料。我们经常到图书大厦选购红色图

书，学习党史、讲党史故事，让我们更加热爱
我们的党。”
26岁的任强在人保寿险天津分公司工

作，他很感谢主办方搭建了这样一个红色宣
传站让读者参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
中，党史是一篇写满无数革命先辈牺牲奋斗
故事的名著，我们要从党史中汲取力量，继承
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争做红色宣讲员·献礼建党100周年”

主题公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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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3月27日起至7月1日每周六、
日10：00—17：00，志愿者们在图书大厦为读
者讲述党史故事，带领读者一同走进历史深
处，重温百年奋斗的恢宏史诗。记者在现场
看到，读者们也积极参与活动，从八九岁的孩
子到年近古稀的老人，都光荣地成为红色宣
讲员队伍的一员，红色血脉正在虔诚追随中
生生不息，这片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奋斗精神
的土地也在春光明媚中迎来勃勃生机。

本报讯（记者翟志鹏摄影姚文生）为天津乐迷期待的天
津歌舞剧院2021音乐季，于昨日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拉开大
幕。该院艺术总监、著名指挥家李飚执棒天津歌舞剧院交响
乐团，为观众们送上了一台气势恢宏的“伟大的祖国”交响音
乐会。

本场音乐会是李飚担任天津歌舞剧院艺术总监的首场
演出。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音乐季”是一个职业乐
团每年必须参加的演出活动，天津歌舞剧院作为全国知名
的综合性院团，有很多优秀的演奏家、演员，天津人民如此
信任地把艺术总监的重任交给他，他就有责任与剧院的艺
术家们一起，为天津歌舞剧院引入“音乐季”。这一系列演
出可以利用剧院各个艺术门类的资源，为天津观众带来更
多艺术的享受。

音乐会以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开场，热烈的旋律
为观众送来欢乐的气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音乐会特别安排了钢琴协奏曲《黄河》，作品在创作中运用了
西洋古典钢琴协奏曲的表现手法，在曲式结构上又融入船夫
号子等中国民间传统音乐元素，有着史诗的结构、华丽的技
巧、丰富的层次和壮阔的意境。天津歌舞剧院驻院艺术家、青
年钢琴家万捷旎担任钢琴演奏，她的演奏准确流畅、情感丰
富，令观众们心潮澎湃。

音乐会下半场，天津歌舞剧院交响乐团首次“挑战”舒伯
特《C大调第九交响曲·“伟大”》。这部作品在舒伯特去世十
年后才被舒曼发现，次年由门德尔松指挥上演，可以说是舒伯
特全部音乐生活的总结，代表了他创作的最高峰。整部作品
分四个乐章，演奏时间长达一个小时，对乐队各个声部都有非
常高的要求。在李飚的精准调度下，乐团精彩诠释出作品高
昂的浪漫主义激情、青春的活力、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英雄
气概。天津歌舞剧院特邀客座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梁大南及
其他名誉客座首席演奏家也以精湛的技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
印象。

本报讯（记者张钢）清明小长假首日，《第十一回》与《我
的姐姐》两部国产片成为观众首选，与上映9天、主打视效的
《哥斯拉大战金刚》一起，使得电影市场在春节档之后，又焕发
了新的生机。

在这三部影片的带动下，周五电影市场票房比前日暴
涨242%，全国单日票房显著反弹至1.5亿元以上。《我的姐
姐》当天18点起上映，该片以讲述中国式亲情赢得了观众的
喜爱，当日便以超6000万元的亮眼成绩，终结了《哥斯拉大
战金刚》在电影市场长达一周的冠军之路，排片和票房占比
也排在首位。陈建斌自导自演的新作《第十一回》上映首日
轻松破千万元票房，并因口碑上佳，在假日期间上座率不断
攀升。

两部国产片的联手并进，使得此前一直占据排行榜首位
的《哥斯拉大战金刚》有了竞争对手。该片在内地上映9天总
票房也已突破7亿元，仍是假日期间的主打片目。

本报讯（记者翟志鹏）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进一步推动西青区、南开区美术创作繁荣发展，日前，“天津市
西青区·南开区油画、水彩作品联展”在西青区文化中心开幕。

此次展览由西青区文旅局、南开区文旅局共同主办，共展
出两区画家创作的油画、水彩作品70件，参展作品主题鲜明，
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倾注了对党和祖国发自心底的热爱，带
给观众独特的艺术享受和积极的精神力量。

本报讯（记者翟志鹏孟若冰）4月2日是
第14个世界自闭症日，当日，“点亮星空——
关爱自闭症青少年绘画联展”特展在天津美
术馆开展。
此次展览展出了来自国内外30余名自闭

症青少年的绘画作品60余件，这些作品题材丰
富，表现了作者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特别是
来自美国的19岁自闭症艺术家伊莱尔斯·申威
的作品以丰盈的色彩、灵动的线条，展现着五
彩斑斓的内心世界，得到了很多关注。
此次活动由天津美术馆、天津市宜童自

闭症研究服务中心、天津星星闪耀自闭症康
复研究中心、天津童之舟自闭症康复服务中
心、亚杜兰学坊共同举办。

本报讯（记者仇宇浩）日前，北辰区图书
馆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我为群众办实事”党史学习教育进基层系列
活动，并联合各街镇分馆设立“党史学习专
架”，引导群众高品质阅读、学习党史。
日前，北辰区文旅系统党史学习教育宣

讲小分队来到佳荣里街分馆，结合图书馆特
点，开展“学习百年党史讲好中国故事”宣讲
活动，并组织群众共唱爱党爱国歌曲，将党史
学习带到群众身边。小分队还将继续深入各
分馆及基层图书服务点，讲述红色故事，弘扬
革命精神。同时，宜兴埠镇分馆开展了党史
阅读推广活动。图书馆流动图书服务车也来
到宜兴埠镇文体中心，把“为读者办理借阅证
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图书车还带来了党
史连环画巡回展，让参观者重温党的百年光
辉历程。北辰区图书馆还指导各镇街分馆建
立了“党史学习专架”，帮助各分馆整理上架
红色图书两千多册，方便读者阅读。

关爱自闭症青少年
绘画联展开幕

清明小长假三部影片热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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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孩子的车间主任
当年11月，《起重机厂报》刊登

了《机械车间被评为前后方竞赛优
秀单位》的消息，还以整版篇幅发表
了焦裕禄的《机械车间三季度竞赛
总结》。焦裕禄谨记自己基层党组
织建设第一责任人的政治身份，总
结实践经验写成《减速机工段党小
组是怎样保证完成计划的》一文在厂
报发表。这一年12月，《起重机厂报》
刊登了焦裕禄为车间基层干部总结的
十条工作经验：一要依靠群众；二要发
扬民主；三要经常总结工作；四要学习
政治；五要利用积极分子做工作；六要
了解群众思想，关心群众生活；七要依
靠党的领导；八要搞好团结；九要学习
党的政策；十要主动向上级汇报工
作。厂党委在全厂推广了焦裕禄总结
的十条经验。

当然，在车间这个有着上千号职
工的小社会里，早已潜入焦裕禄灵魂
的“小村总理”理想，依然有声有色地
在付诸实践。
“谁看见孩子没有？有谁抱孩

子了吗？”一天晚上，机械车间响起
了减速机工段女工李培娥惊慌失措
的呼喊声。
“你把孩子放哪儿啦？”上夜班的

工友围拢上来问。“放在工具箱里了！”
李培娥说着，几乎哭出声来。“别急！
车间进不来外人，大伙儿帮着找找！”

李培娥遍寻无着，忽然想起该给
领导报告，遂三步并作两步赶到车间
主任办公室，未及敲门就闯进去，却见
焦裕禄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小心翼翼

用汤匙在给孩子喂水。焦裕禄灿烂的笑容
与婴儿欢愉的神情，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
图，李培娥一时竟看呆了。“焦主任……”
李培娥喊了一声，眼中泪水盈盈。

焦裕禄抬头看见李培娥，急忙解释
说：“车间里冷，杂音又大，我看你正加工
部件，没打扰你，就把孩子抱到了办公室。
孩子尿了，我已经给他换了尿布……”说
到这里，焦裕禄叹了口气：“厂托儿所不开
夜班，女工只好把吃奶的孩子带到班上。
夜深更长，车间地板上的工具箱，成了孩
子梦中的摇篮……你们作这么大的难，我
们当领导的咋就没发现呢？”他摇摇头，带
着几分愧疚说：“你专心工作吧，今晚孩子
交给我照看！”“焦主任……”李培娥鼻子
一酸，泪水溢出了眼眶。

几个帮着找孩子的工人相继进了办
公室，见状均感叹不已。

亲睹襁褓中的婴儿睡在机声喧阗的
车间工具箱，焦裕禄的心再也不能平静。
机械车间承担着全厂机械零部件的加工
任务，工人二十四小时三班倒，其中不少
人都是老少三辈，眼睛一睁，柴米油盐酱
醋茶，样样都得操心费神。自古穷人事多
路少，今天工人虽说成了国家的主人，可
他们的难事哪个不像一座山，压在自己乃
至全家人头上！

小闺女儿不见了
小闺女儿听了，就把头钻进来

子的胳肢窝里。来子觉出来，小闺女
儿哭了。小闺女儿说，我肯定等你，
可你，也一定得等我啊。来子停住
了，问，你这是嘛话？小闺女儿说，记
住，我这辈子除了你，不嫁别人。说
着，就又哭了。

来子慌了，忙问，你这是怎么了？
小闺女儿抹了下眼泪说，高兴的。
来子还是回西屋了。来子本来不

想走，但小闺女儿似乎又改主意了，说
不行，这本来是好事，可别弄得胡同的
人都知道了，以后别说自己，来子也没
法儿见人了。又说，真那样，丢的不光
是来子的脸，连包子铺高掌柜和尚先
生的脸，也就都丢尽了。

来子这才不情愿地回来了。
这个晚上，来子回到西厢房这边，

躺到床上，又觉着有了精神。想想自己
这几年，爹走了，娘也死了，又干嘛嘛
不成，好像就没一回走运的时候。现
在，有了小闺女儿这样一个可心的女
人，这辈子总算有点儿福分了。这么一
想，脑袋一热，就觉着自己过去的想法
也许太矫情了。讨老婆是为过日子，如
果真找着个能一块儿把日子过好的女
人，又干嘛不呢？何必非得等到自己混
得怎么样了再说。况且话又说回来，就
算混得怎么样，也是无尽无休的事，混
成嘛样儿才算是真混得怎么样了呢？

来子这一想，也就想通了。
既然如此，小闺女儿又这么称心

如意，该娶就娶，娶过来俩人一块儿
干，日子也就更有奔头儿了。这么想

着，也就不想再睡了。可激灵一下，再看
窗外，天已经大亮了。这才意识到，自己
不知不觉地已睡了一觉，刚才的这些念
头，都是在半梦半醒的时候想的。

来子起来匆匆洗了把脸，就来东屋
叫小闺女儿，一块儿去铺子。可叫了两
声，屋里没动静。看来小闺女儿已经先去
了。来子就赶紧奔包子铺来。可到了包子
铺，还是没见小闺女儿。一问少高掌柜
的，说没见她来。来子心里纳闷儿，刚才
去东屋叫她，没人，现在又没来铺子，她
这是去哪儿了呢？少高掌柜看一眼来子，
开玩笑地说，挺大个活人，丢不了，这一
会儿没见人，看你跟丢了魂儿似的。
来子一听，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又过了一会儿，还不见小闺女儿来。

来子就真有点儿沉不住气了。这回没再
说话，就又回小院儿来。小院儿的门敞
着。来子早晨走时，记得把院门关上了，
看来是有人来过。来子来到东厢房，推门
一看，小闺女儿的床上已经空了，铺盖和
换洗的衣裳都没了。再细一看，她平时手
使的东西也都不见了。来子的心里咯噔
一下，赶紧又回包子铺来。少高掌柜的
一听，这才意识到，看来小闺女儿确实有
事，就赶紧和来子一块儿来后面跟高掌
柜说这事。

20 42 黯然离世
但是，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

化后，“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干
扰和损害，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
中央开始纠正这一错误，但1964年
后，特别是“文革”中这一方针又受
到了严重的破坏。
在“反右”斗争中，《北京日报》成

为重灾区，从创刊主要负责人周游，
到编辑、记者从维熙、李滨声，多人均
被打为“右派”。而朋弟——《老白薯》
的作者——也因为“反右”被打翻在
地，从此再不敢提笔。无独有偶，与朋
弟同时期成名的漫画家汪子美，也在
1957年被打成“右派”，从此远离漫画，
直到2002年去世。一代漫画人的命运
竟然如此相像，而今回望那个时代，难
免令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
带着“右派”的帽子，朋弟仍然努力

用画笔证明自己在艺术上的能力与追
求。1960年2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黎新、朋弟合著的《京剧化妆常识》，这
本书是“戏曲基本知识小丛书”之一，全
书52页文字，其余全部为彩页插图，均
为朋弟所绘，尤其是彩页部分，生角脸
谱的化妆步骤图中，模特略有自来卷的
发型，炯炯有神的眼睛，分明就是朋弟
年轻时的自己，画中的模特潇洒帅气，
似乎是朋弟对自己过去意气风发时的
追忆。1960年8月，中国戏剧
出版社出版董雄贤、曲六乙合
著的《戏曲表演的十耍技巧》，
冯朋弟为本书绘制数十幅插
图，为此书增色不少。

尽管被划为“右派”，受到

不公正对待，但由于朋弟身体不好，才免于被
遣送到外地劳动改造，在单位看大门，直至退
休。晚年的朋弟双耳失聪，妻子又病魔缠身。
“四人帮”倒台后，朋弟曾表示愿在劫

后余生继续作画，以振雄风，也曾想将他
一生中好的作品整理出版。20世纪70年
代，有人曾把香港出版的《老夫子》漫画带
给冯朋弟看，看到王家禧的漫画，他一句
话都没有说。他生前曾无奈地对子女说
过：“打官司是需要钱的，需要有人支持
的。就随它去吧。”

1983年5月3日，因身体多病，严重
营养不良，冯朋弟在北京的病床上孤寂地
死去，终年76岁。
1999年，作家冯骥才在《今晚报》上发

表文章《朋弟的“老夫子”与王泽的“老夫
子”》，就朋弟漫画形象被挪用一事发声。此
后，冯骥才整理朋弟相关资料，撰写专题文
章，并出版《文化发掘：老夫子出土》一书。

2001年 8月 16日《天津日报》刊发
记者周凡恺、侯跃男，通讯员田丕津的

报道《朋弟、王泽，谁是真的——
冯骥才为“老夫子”抱打不平》，
此前一天（2001年 8月 15日），
冯骥才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
行的《文化发掘：老夫子出土》
首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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