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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多成果获教育部科研奖

《史努比漫画全集（70周年纪念版）》出版

重温舒尔茨笔下经典形象小说《借枪》出新版 天津作家龙一谈创作

“像熊阔海一样坚守自我，不忘初心”

走进剧场欣赏舞台剧或观看脱口秀，已成为市民喜爱的休闲方式

周周演出不断 魅力十足

“我们的生活必须要有信念”
——陈建斌谈自导自演电影《第十一回》

■本报记者仇宇浩

影视谍战剧《潜伏》与《借枪》，都改编自
我市作家龙一的同名小说。近期，龙一的小
说《借枪》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新版，以独
特复古民国风格装帧设计，让读者重温“史上
最落魄的抗日英雄传奇”，了解“什么是人民
英雄”“他们为什么永垂不朽”。接受记者采
访时，龙一直言：“我热爱天津这座城市的历
史并以此为荣。天津丰富的文化元素和历史
资料是我的创作源泉。”

塑造落魄英雄
还原被遗忘的历史

新版《借枪》新增龙一自序，对龙一而
言，“小说再版是件开心事，特别是在它被改
编为电视剧很久之后。根据《借枪》改编的
同名电视剧播出效果很好，至今仍有许多观
众记得这部剧，特别是其中生活化和喜剧化
的部分，就如同他们能记住《潜伏》一样。电
视剧《借枪》是导演姜伟、编剧林黎胜和演员
们辛苦工作、发挥极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
结果，小说《借枪》仅仅是一粒种子，被他们培
育成参天大树。对小说家来讲，这是一份巨
大的幸运。”
和《潜伏》一样，《借枪》也是一部反套路

的谍战小说，主人公熊阔海的前后左右都是

一个大写的“难”字：心理疾病让他无法用枪
瞄准，但又必须远距离刺杀；家有病妻幼女，
缺乏助力，资金不足；对手在资源、计谋和残
忍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他……龙一表示，塑造
这样一个落魄英雄是为了真实反映我党基层
地下工作者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致敬曾被忽
略的无名英雄群体，“在中国革命史中，像熊
阔海这种身份的地下工作者非常多。他们依
赖信仰和理想的支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
为党工作。他们遇到的困难需要自己克服，
经历的危险需要独自承担。这支人数众多的
无名革命队伍作出了难以统计的基础工作，
使民族解放事业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写作者背离生活
就会被读者抛弃

《潜伏》和《借枪》都是龙一虚构的故事，
但观众却在观剧之后为余则成找到了历史原
型，龙一表示：“这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且高
于生活的魅力。其实主人公没有任何历史原
型，都是通过对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深入研究，
提炼出来的典型人物和典型戏剧结构。”

面对方兴未艾的互联网写作，龙一认为，
“网络平台与纸质出版平台正在打通，传统写
作者与网络写作者之间的差距正在日渐缩
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是文学作品流通
的必然趋势。”他不认为作家有专业和业余之
分，“只有全职与兼职之分。”而他作为传统写
作者，深知文学来源于生活的重要性，“有关
生活的本质、变化、规律、情
感，特别是细节，不论是直接
来源于亲身感受，还是间接
来源于资料与影像，都是作
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
作源泉。今天的读者是人类
历史上见闻最广博的读者，
写作者如果背离了生活，尤
其是背离了生活常识，立刻
就会被读者指出并被读者抛
弃。所以说，文学写作这个
职业是一份需要自尊自爱的
职业，也是一份需要慎独的
职业，唯有勇于自我审视，勇
于自我批判，方能坚持下去，

赢得寸进。”
龙一不喜欢重复，差不多五六年换一次

题材，他也不讳言作家的职业特性之一就是
会出现瓶颈期 。《潜伏》电视剧的大火，让龙
一感觉到“畏惧”，“畏惧虚名，畏惧诱惑，畏惧
自己有可能变得面目全非。要想消除畏惧，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像熊阔海一样选择坚持，
坚守自我，不忘初心。”作为一个热爱生活的
人，他更在意生命的品质，而非作品的数量，“我
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唯一的，就像纯手工制品，
不可能复制。我唯一能做的是，继续在写作
中‘潜伏’。”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 姜凝）教育部近日公布了第八届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选结果，
其中，南开大学王立新的《古犹太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希伯来
圣经文学研究》和江曼琦的《中国主要城市化地区测度——
基于人口聚集视角》、天津大学冯骥才主编的《传承人口述
史方法论研究》以及天津师范大学徐大同的《中国传统政治
文化讲录》获评著作论文奖一等奖；南开大学尚虎平的《“一
带一路”关键词》获普及读物奖；南开大学的汪梦川《南社词
人研究》等5项成果、天津师范大学的周余姣《郑樵与章学诚
的校雠学研究》和高维《教学隐喻论》、天津大学薛杨的《新
型两用生物技术对我国生物安全的威胁及对策建议》获青
年成果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奖
项，每三年评选一次，旨在表彰奖励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者取得的突出成绩，展示高校社科界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推动高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

■本报记者张帆摄影吴迪

如今，走进剧场看一场轻松爆笑的舞台剧，
亦或是三五好友相约听一次时下流行的脱口秀
演出，已经成为深受市民喜爱的休闲方式。

开心麻花民园剧场即将亮相
开心麻花天津公司是最早在天津进行舞

台剧演出的团体之一，运营至今已有10年。
从最初每年二三十场演出到如今年演出场次
超过300场，开心麻花也见证了天津演出市
场的不断壮大。开心麻花天津公司总经理孙
文岩告诉记者：“天津的文化演出市场潜力巨
大，我们现在每年演出场次超过300场，仍感
觉有上升空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
剧场，他们也越来越习惯在周末以看舞台剧
的方式来放松休闲。”
目前，由开心麻花完全自主设计装修的

民园剧场也即将投入运营。走进剧场，首先
映入眼帘的就是剧场入口空间处巨大的倒置
街景。据介绍，倒置的街景元素灵感全部源
自五大道的真实街景，设计成倒置空间的概
念，是与开心麻花戏剧反转人生和虚实结合
的概念相匹配。在这里，剧场的功能并不仅
仅是演出，更是一个多功能的社交场所。未
来，民园剧场也将集戏剧、创作、交流、休闲、
培训、展览、文创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形成戏

剧+特色餐饮、戏剧+文娱零售、戏剧+生活
方式体验等多元的文化娱乐新模式。

作为开心麻花在全国首个自主设计装
修、自主运营的剧场，其最具特色的当属旋转
式舞台的设计。这种里外双层的旋转式舞
台，能够为舞台剧创作增添许多新的灵感和
表现方式。此外，剧场内的700余个座椅以
跳色设计布局，配以星空式的穹顶灯光让整
个剧场显得更加年轻化。

除了常规的演出剧目外，孙文岩也透露
未来希望能够创作更多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

文化产品，“我们还将与和平区共同制作原创
舞台剧，利用丰富的小洋楼资源，讲好五大道
故事、和平故事、天津故事，探索新的戏剧形
式，让天津成为源源不断产出优质作品的文
化原创基地。”

让更多人感受脱口秀带来的快乐
作为脱口秀的资深爱好者，杜玲每周都

要到线下脱口秀俱乐部去听上一场。“脱口秀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在于它‘共情’的魅力，演
员的年龄和谈论的话题都与我们的生活非常

贴近，通过搞笑的方式说出了我们共同的烦
恼，听完特别解压。”

天津脱口秀俱乐部创始人李优经历了从最
初无人喝彩到如今周周观众爆满的“过山车”式
发展。天津是“曲艺之乡”，又是“相声窝子”，幽
默是刻在“哏儿都”骨子里的城市性格——这也
是李优对于脱口秀能否在天津“扎根”的信心来
源：“无论是相声，还是脱口秀，都有一个共性，就
是欢乐。天津人喜欢幽默，热爱快乐。而相比
相声，脱口秀不需要基本功，可以快速上手，所
以更容易学习。脱口秀的魅力就是真实和表
达，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欲望，说出自己的心
声，说脱口秀段子更容易引起共鸣，把大家一
下子拉到话题的世界。”

对于天津脱口秀的未来，李优总结了三个
字：演下去。“我们希望能够以演下去为核心，吸
收和锻炼更多演员，扩大观众群体，寻找更多
适合脱口秀演出的场地。我们也不希望仅仅
把脱口秀局限成一项年轻人的活动，希望所有
人都能参与进来，未来也会尝试做老年人的专
场，把脱口秀文化打入更多年龄层，让更多人
了解这种文化，感受脱口秀带来的简单纯粹的
快乐，还有一种与生活和解的态度。”

文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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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师范大
学音乐影视学院主办的张伯苓散文集《窝头河的春天》出版
座谈会，昨天在师大举行，中国曲协主席姜昆等文艺界、出
版界专家学者参与座谈，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等发
来祝贺视频。

该书收录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师大
马季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伯苓的53篇散文，全书分
为“亲情友情”“乡容相貌”“使命担当”“名人访谈”“小说首发
和视频小说《羊爷逮鱼记》诞生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6个
部分，每篇文章都源自作者长期在宝坻区从事新闻宣传工作
的亲身经历和现实生活，既有对亲人故土家国的深沉热爱，也
有在宝坻履职尽责时的深刻感悟，还有采访姜昆、刘兰芳、白
燕升等文化名人的真实记录。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家住宝坻
百货大楼附近，作者也从不同侧面记录了身边的“逆行者”，展
现了抗疫必胜的坚定决心。

姜昆不仅为该书题写书名，还题词“小说摆渡记录乡
愁，散文窝河唱响新曲”。与会嘉宾对张伯苓及其创作给
予充分肯定，认为他的散文真诚朴素接地气，同时力求从
真实的基础上升到理性的感悟，从身边的场景升华为家
国事业的理想追求，从地域现象提高到时代精神，从细微
处升华为大境界，字里行间充满形散而神不散的气韵。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收录官方授权完整原版全集的漫
画经典《史努比漫画全集（70周年纪念版）》近日由天津华文
天下、天津教育出版社联合推出。

那个爱运动、爱写小说、喜欢吃披萨和冰激凌却老是记不
住主人名字的小狗史努比，是陪伴了几代人的经典漫画形
象。《史努比漫画全集（70周年纪念版）》为中英双语对照软精
装典藏版，是官方授权、审定的经典、权威、完整版本，让读者
重温漫画大师舒尔茨笔下那个充满幽默、幻想、温暖和爱的美
丽世界。

《窝头河的春天》出版座谈会举行

作者散文真诚朴素接地气

哏儿都

即将投入运营的开心麻花民园剧场。

■本报记者张钢

上映一周票房不足5000万元，单从“唯票
房论”看，陈建斌自导自演的《第十一回》算不
上是成功作品，但他却不太在意。继2016年
他首次执导荒诞喜剧片《一个勺子》收获好
评，到目前极具个人风格的《第十一回》，陈建
斌将个体与生活、梦幻与现实、虚无与真相交
织错落，令人捧腹后仍意犹未尽。谈起自己
的作品，他说得更多的是“信念”二字。

戏剧演员出身的陈建斌无论在刻画
角色方面还是影片的导演风格，都带有浓
浓的戏剧味道，就连《第十一回》这个片名
都充满着戏剧性。他说：“起初这部电影
叫《如是我闻》，源自佛经里的一句话。直
到电影拍完，创作团队在剪辑的过程中把

原本的内容剪成了十回的章回体，我冒出
了一个想法，所谓‘第十一回’是电影放映
结束后一个全新的开始，哪怕这个名字有
些晦涩，没有商业性，但我非常喜欢。当
电影结束，观众走进生活，才开始了属于
自己的‘第十一回’，恰好和电影的表现形
式形成了某种呼应。这部影片将戏剧融
入其中，并且贯穿整个故事，给人一种戏
剧和生活相互交映的感觉。我觉得戏剧
和电影本来就是一体的，电影的本质就是
来自于戏剧，电影与生活、戏剧与生活的

关系，也都是共通的。”
不同于目前流行的商业大片，片中陈建

斌在以戏剧形式表达的同时，更为注重作品
内涵。陈建斌说：“人在追寻自我的时候需
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何为自我’。从历史的
角度说，人曾经在这个时空中占有一定的时
间与空间，但我们有些时候对所经历的事
情，并不是特别明晰与确定。就像片中的马
福礼，虽然他是当事人，但他并不了解真相，
只了解自己看到的部分。也许艺术家通过
艺术创作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生活里

的真实。人们无论对自己、对生活、对世界
的了解都不满足、不清晰，这些疑问、疑惑投
射到角色身上，让角色带着我们去思考、去
追寻。”
“信念，要有信念”，片中这句台词是陈

建斌想要表达的主旨，一直贯穿着整个故
事，同时也是该片积极、正能量精神内核的
高度概括。在他看来，有信念，爱情才能称
为爱情，家庭才能称为家庭，生活中大家坚
守的、异常珍贵的东西，基石都是信念二
字。相反，如果没有信念，生活就好比空中
楼阁，也像是沙子堆起来的堡垒。他说：
“我们的生活必须要有信念，它可以赋予生
活强大的力量，也可以给你生活的真相。
希望每一位看过电影的人都能心怀信念，
都能从中得到力量与启发。”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人生又遇岔路口
王主任深为把实习当任职，实

习期满还想着车间长远建设的焦裕
禄所感动，几番欲言又止，终于忍不
住说：“老焦哇，你还打谱走？你走
不了啦！”

焦裕禄一愣，忙问：“王主任，出
了啥事？”
“这事按说现在还不能讲。”王主

任稍事停顿，又说，“厂里已给一机部
打报告，要求把你和另外两名洛矿实
习干部留厂工作，同时，派出三名能独
当一面的工程师，支援正在建设中的
洛矿……”

人生又遇岔路口！情况突如其
来，焦裕禄一时茫然不知所措。

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依旧在床
上翻着烧饼。海涛舐岸，轻柔的韵律
像是大海深情的呼唤。浪花飞溅，海
鸥低翔，他恍如又来到了和家人激情
放歌的海边。焦裕禄一家喜爱大连，
这座浪漫的港城，也向中原来客伸出
了热情的臂膀。新中国98%的重工业
基地在东北，工业重镇大连有无与伦
比的事业平台，有内陆无可企及的山
海风情，有亲如兄弟的同事，当然，还
有取之不尽、食之不厌的海鲜……

焦裕禄不会忘记，自己是在这里
迈进陌生工业大门的。大连不仅工作
生活条件明显优于洛阳，自身发展道
路更加广阔，而且子女教育成长环境
也是内陆不能比拟的。他起身走到窗
前，茫茫夜海中，漂移的航船像远飞的
流萤，点染着梦幻般的港湾；霓虹闪烁
的灯火，勾勒出城市俏丽的天际线。

夜海览胜，焦裕禄不禁神往了。
不过，这种感觉仅仅昙花一现，便稍纵

即逝。焦裕禄耳边海的韵律，很快就被一
种源于远古的澎湃所淹没——那是吞天沃
日的大河虎啸龙吟的涛声。他循着民族心
音的律动向历史深处眺望，文明的演进在
丰腴秀美的母亲河上次第展开。大河奔
流，不歇昼夜。年复一年穿峡出谷的巨龙，
从黄土高原奔流而下，移山填壑，输沙入
海。于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茹毛饮血
的华夏先民顺应沧海桑田，逐水而居，傍河
而族，刀耕火种，疏堙导流。鹿象出没的莽
莽中原，升起了农耕文明第一道曙光。结
绳记事的祖先冥思苦想发明文字时，创造
性运用象形思维，以喻示太平的吉祥物大
象，将河出秦岭的开阔地带名之曰“豫”，像
极了一个孔武有力牵象而行的士兵。

然而，亘古以降，这条哺养了一个民
族、化育了中华文化的大河，终于有些疲
倦了。当新中国的曙光照耀着这片古老
的土地时，昔日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
地，不仅豫地早已无象，而且沃野时见不
毛。现在，新中国工业化的浪潮，终于在
与母亲河的协奏中，激扬起振奋了一个民
族的乐章。从沉睡中醒来的中原，在迈向
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热切呼唤着第一代
建设者！

这事儿一谈就这么绝
尚先生说，这个小福子看着人

挺精明，又能说，可肚子里像个洋铁
壶——一敲当当儿响，是个空的，做
买卖这一行动的可是真格的，讲的
是平地抠饼，对面拿贼，得凭真本
事，光吹气冒泡儿不行。

马六儿一听赶紧说，既然这样，
您就去跟来子说说吧。尚先生说，
我说可以，可问题是，怎么说。

少高掌柜的这才想起问马六儿，
小福子想请来子回去，具体是怎么个
请法儿。马六儿眨巴眨巴眼，没听懂。
尚先生说，他是想把这铺子还交给

来子，还是请他回去，只当个二掌柜？
少高掌柜的立刻说，别说当二掌柜，就
是回去给他当大掌柜，也不能干。

马六儿咧咧嘴说，这个，小福子还
真没细说。尚先生摇摇头，这么大的
事，不细说可不行。马六儿说，我再去
问问他。
马六儿回来一问，小福子显然也没

想好，含糊了一下说，只要来子肯回来，
具体的可以再商量。马六儿又回到蜡
头儿胡同。尚先生一听，就把来子叫
来，跟他把这事说了。尚先生说，这小
福子倒是个好人，可比他爸心眼儿灵，
灵又灵得不是地方，做买卖又是外行，
有些事跟他说也说不清，我的意思，你
这回要接手，就干脆快刀斩乱麻，别再
留啰唆事。来子点头说，我也这么想。

于是就让马六儿带话过去，第二
天上午，来铺子具体商量。

第二天，马六儿和来子来到鞋帽
店。让小福子没想到的是，尚先生也

来了。来子开门见山地说，自己回来可
以，但不是来铺子干，说白了，是接手，要
接手，就没小福子的事了。

小福子一听傻了，没想到，这事儿一
谈就这么绝。

来子说，这不是绝，买卖上的事向来
都这样，看着做买卖是白刀子进白刀子
出，其实是杀人不见血，所以才留下这句
老话儿，亲兄弟，明算账。情义当然要讲，
可那是生意以外的事，撂下生意，多亲多
近都行，可生意上的事就不行了，生意场
上没情义。说着又看看小福子，我说句
话，你别过意，你这人，要是干别的，也许
是个大才，可干买卖这行，你还真不是这
里的虫子，这个铺子搁你手里，出不了多
少日子就得关张，其实现在已经跟关张差
不多了，你要让我接手，只能全接，咱别再
留尾巴，要是舍不得，你就接着干，不过先
说下，等你干得实在干不下去了，到那时
再让我接，我接不接就不一定了。

来子的这一番话，说得小福子的脸
上红一阵白一阵。

马六儿看看小福子说，该说的都说
了，你也给句痛快话吧。小福子吭哧了
一下说，来子说的，有道理，我也都明
白。尚先生在旁边说，既然明白，你要是
同意，就按说的商量吧。

26 48 打抱不平
但是黄冠廉的文章并没有引

起香港漫画家王泽的回应，甚至连
一句感谢都没有，着实让人气愤。
而更为让人错愕的是当事人王泽
的态度。

1997年，冯骥才在天津大树画
馆接待了一位来自海外的画家，画
家自称名叫“王泽”。在交谈中，冯
骥才得知这位王泽先生曾在天津生
活近 30年，对天津的感情很深，而
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位王泽竟然就
是享誉海外的“老夫子”的作者。冯
骥才当即询问王泽是否认识“朋
弟”，王泽回答：“认识认识，很熟。”
然后便回避了一切自己与朋弟的任
何问题。这才引出冯骥才为朋弟打
抱不平的后续。

朋弟身后，天津作家冯骥才先
生有感于朋弟的无助，发起“老夫子
出土——为朋弟打抱不平”，将朋弟
绘制的漫画与香港《老夫子》进行比
较，以事实说明香港《老夫子》是对
朋弟“老夫子”“老白薯”的抄袭与侵
权，使世人重新认识了正宗的“老夫
子”，朋弟在天有灵，或许应有一点
点欣慰吧。毕竟，自己当年的读者，
还记得“老夫子”和“老白薯”的原本
的样子。

在冯骥才的努力下，经过
近两年的资料搜集后，终于集
纳了一本涉及朋弟多方面作
品的漫画文集——《老夫子出
土》。在这之后，由西苑出版
社原版翻印了朋弟的漫画作

品《老夫子》（第一集、第二集）、《阿摩林》
（第一集、第二集）、《上海现形记》（第一
集、第二集）、《老白薯》《发财还家》等，一
共8册朋弟漫画原版重印系列丛书。

冯骥才曾说：“糊涂的往往是历史，清
楚的必定是历史……历史是健忘的。如
果它还没有记起，我们有责任提醒它。”

朋弟笔下的漫画人物形象“老白
薯”是最受读者欢迎的角色之一。
1957 年 6月 13 日，朋弟在《北京日报》
上发表了《“白薯”出土》的漫画，但随
着时局的转变，刚刚“出土”的“老白
薯”却显得十分不合时宜，而向朋弟约
稿的《北京日报》美术编辑李滨声也被
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朋弟的“老白
薯”就这样再次“入土”，再也没有机会
与读者见面了。

1938 年 1 月 27 日，《老白薯》第一
集即将付梓出版，想到自己在报纸上连
载的这些四格漫画即将以连环漫画书
的形式再次与读者见面，朋弟既欣喜又

有一些忐忑，他在为这本书撰
写的序言中写下了自己的内心
感受，他说：“这册子里的画，曾
在两个报纸上发表过，现在收
集起来装印成一个集子，留个
纪念给爱画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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