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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外之音-听见未来》创意音乐会10日晚
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上演，国乐艺术家方锦龙
与清华大学“墨甲”机器人乐队为观众带来“打破
次元壁的合作”。
本场音乐会是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在新

清华学堂启用九周年之际，联合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和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共同推出的作品，
旨在体现“用音乐勾勒传统与未来，用艺术联结
科技与人文”。
音乐会以《千年响声》开场，方锦龙用上下五

千年的中外管乐向观众阐述了音乐的起源、融合
和变迁。音乐会还包含《酒狂》《碧涧流泉》《五弦
琵琶世界游》《渔光曲》《硕人》《瑶族舞曲》《紫竹
调》《忆江南》《十面埋伏》等节目。
“墨甲”机器人乐队是中国首支具有中国文

化特色的机器人表演团体，包括竹笛机器人“玉
衡”，箜篌机器人“瑶光”和排鼓机器人“开阳”，是
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以
及北京墨甲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
音乐会总策划、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主任

赵洪表示，这场跨界音乐会不仅通过舞台创作去
呈现学校里的科技和艺术成果，也尝试通过创新
的表达方式携手艺术家传播国乐、传承优秀文
化，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这场音乐会的跨学
科应用，去定义新清华学堂包容、开放而创新的
人文内涵，去搭建更富想象力的创意空间，去探
寻剧场之于大学校园中独特的审美与文化符号。
评：传统艺术与最前沿的科技结合，让文化

传播有了新场景。

文化看台

■清华大学举办创意音乐会
国乐大师联手机器人乐队

以115万字三卷本《人世间》于2019年获得第
十届茅盾文学奖之后的一年，梁晓声又推出一部全
新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长篇小说《我和我的
命》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写了普通人的奋斗史：一个
1982年出生的女性，出生后被遗弃，但在随后的人
生成长中不断地奋斗。
梁晓声坦言，十多年来一直想写关于“80后”

的青年，写他们在刚步入社会、参加工作后的人生，
给所有的“80后”鼓鼓劲，尤其给那些在北上广拼
搏的“80后”们，希望给他们带来一种动力。
在他的观察中，当“80后”大学毕业时，社会

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在那个年代已经是‘愤
青’了，对于那些出身强于别人、还拥有优渥资源
的同代人，有一种愤愤不平。我们那时候大学毕
业生还是天之骄子，而现在的‘80后’不仅要面临
巨大的竞争压力，还有更大的收入差距、生活品质
差距，直面这些差距，还在继续努力工作，我挺佩
服这些年轻人的。”
小说聚焦于“命运”这个主题，并提出人有

“三命”：一是父母和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
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个人文
化给的叫“自修命”，梁晓声进而总结“人是社会
关系的总和”。
在梁晓声一篇《普通人要怎么度过自己平凡

的一生？》的访谈中，他提出“一个时期以内，我们
的文化形态存在着我大不以为然的现象，一种对
于金钱财富和地位的过分的、巨大泡沫般的追
捧。而这实际上是对平凡普通人们存在价值的一
种危害和杀伤。”
而他写《我和我的命》的冲动在于：要通过这

本书确立普通者的作用和尊严，普通者可敬的那一
面。“文化给我们的一种好处就在于，可以适时提醒
我们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思考退一步海阔天空。
不但要经常问自己，你到底要什么，还要经常问自
己，什么才是够？多少才是够？我觉得把这些都和
自己对话清楚了之后，可能人生会相对变得压力减
轻一些。”他在文中说。
评：优秀的文学作品，让人们有机会通过文字

体验不同的人生，站在不同的视角去回望自我。

■作家梁晓声：
十多年来一直想写“80后”

追踪热点

用诗歌唤醒“红色追忆”
本报记者 徐雪霏

4月4日，正值
清明节来临之际，
由市文化和旅游局
主办，市群艺馆承

办的“致敬百年缅怀先烈坚定信仰”天津市
纪念革命烈士清明节专题征文活动暨“红色
的追忆”清明诗歌朗诵音乐会以线上直播方
式举行，累计观看超70万人次。沉浸式表演
的形式，将诗歌朗诵、故事演绎、红色歌曲演
唱相结合，由我市优秀群文干部引领观众追
忆红色岁月、缅怀革命先烈。
此次演出共分为“曙光”“追寻”和“咏

怀”三个篇章，包含革命先烈李大钊的《狱
中自述》、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天津市
朗诵艺术协会成员最新创作的《一腔热血
洒昆仑》等优秀作品，演员们用饱含深情
的诗朗诵，让英雄的形象再现于观众眼
前，以诗歌唤醒红色记忆，重温中国共产
党百年奋斗征程，诉说中华民族可歌可泣
的英雄故事。

红色追忆缅怀革命先烈
以诗歌言志，用诗歌抒怀。日前，“红色

的追忆”清明诗歌朗诵音乐会在国家公共文
化云平台和天津市群众艺术馆数字馆平台、
微博平台进行直播，引发观众热议。一首首
振奋人心的诗歌再现了我党英勇奋战、不畏
强敌、坚定信念、振兴中华的丰功伟绩，充分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精神。诗歌
的魅力也感染了观看直播的观众，有网友表
示：“岁月静好时，我们更不能忘记为了脚下
这一片山河无恙负重前行、抛洒热血之人，他
们有着清澈的爱、坚定的心，拒强敌、保家园，
青山忠骨，英魂长存。”
记者从天津市群众艺术馆处了解到，本次

活动是第六届天津市民文化艺术节的一项子活
动，是由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市群艺馆承办的
系列活动，包含“致敬百年缅怀先烈坚定信仰”
天津市纪念革命烈士清明节专题征文活动和
“红色的追忆”清明诗歌朗诵音乐会。活动自3
月启动，面向全市群众文学创作骨干征集专题
朗诵诗作品百余首，经过评选，选出的优秀的作
品于4月4日下午3点参加了线上直播的“红色
的追忆”清明诗歌朗诵音乐会。
此次活动的策划人，天津市群众艺术馆编

导袁汝桀向记者介绍道：“此次活动一经推出，
就立刻受到全市群众文学创作骨干的积极响
应，最终我们在众多优秀的作品中，选取了反映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戍边卫国，以及为抗击疫
情和扶贫助农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事迹，推出
了《一条红船指引前行的方向》《献给包森烈士》
《纪念碑前的怀念》《喀喇昆仑山不会忘记》《追
忆‘老单’》等一系列佳作，并再度进行精心打
磨，于4月4日参加了线上直播‘红色的追忆’
清明诗歌朗诵音乐会。”
参与此次演出的朗诵者由市群艺馆和各区

文化馆的业务干部和天津市朗诵艺术协会的成
员组成，董洁就是其中一员。有着多年朗诵经
验的她，此次被委以重任，负责整场演出的开篇
《一条红船指引前行的方向》。这首诗从“那条
红色的小船”开始，回顾了建党百年路，再到如
今的美好生活，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诗中饱
含了对祖国的无限深情。
为了朗诵好这首诗，董洁前期做了大量的

准备工作，再次阅读了大量的英烈事迹和自述、
家书，被那些动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一开始我
还是像往常一样去准备着作品，并会做一些表
达的设计，但当我反复阅读并被那些英雄人物
所感动的时候，我发现一切设计都是多余的，这

时我只想用最朴素的语言、最真实的情感去表
达对英雄的敬仰和怀念！”
“可以静静地读100年的故事；那些留下了

名字和没有留下名字的英雄呀；是从1921年开
始的，映照着红旗的隆隆炮火；是从1927年南
昌城开始的，唱着一往无前的嘹亮军歌；是
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庄严宣告的新中
国；是走向富裕的路上那些忘我的身影,那些用
大爱书写生命的楷模；是白衣天使的隔离服，是
戍边将士的坚毅和大气磅礴。”这是整首诗中最
让董洁动情的一段，“在今年迎来庆祝建党百年
之际，回首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我们党从小
到大，由弱变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由一个辉煌迈向另一个辉煌，使我们不忘初心，
不忘党的光荣历史，不忘使命，并为之骄傲和自
豪，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中国
梦’而做出自己的努力！”

革命家书再现伉俪情深
在此次线上直播主题朗诵会上，除了征集

上来的优秀原创作品之外，还选取了数篇革命
先烈的“红色家书”，一封封家书表达了革命先
烈无畏的奉献精神，感人至深，让读者感怀，听
者落泪。

其中一对革命伉俪的血泪遗书——陈觉给
妻子赵云霄的信、赵云霄给女儿启明的信让人
最为动情。陈觉，原名陈炳祥，湖南醴陵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赴莫斯科中
山大学学习。学习期间，陈觉结识了赵云霄。
二人由相识到相知，最终结为革命伉俪，在简朴
的婚礼上，他们宣誓以革命事业为共同的奋斗
目标，相约为革命奉献一生。

1927年9月，正当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
中时，陈觉与赵云霄学成回国，二人在党组织的
领导下，为了革命出生入死，先后在东北、湖南
醴陵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春，由于叛徒
告密，夫妻二人双双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
和威逼利诱，二人大义凛然，不为所动。不久
后，敌人以“策划暴动，图谋不轨”的罪名将二人
判处死刑。

陈觉的父亲陈景环是湖南醴陵泗汾镇的首
富，在当地颇有名望，陈觉夫妇被捕后，陈觉的
父亲曾试图通过贿赂国民党上层来营救他们，
但敌人开出的条件是，要求陈觉和赵云霄签一
份同意脱党的悔过书，签了悔过书，就可以保住
性命，重获自由。但陈觉夫妇毅然拒绝背叛信
仰来换取自由。

在就义前，陈觉给妻子留下了最后一封信，
“以前我们都不相信有鬼，现在则唯愿有

鬼。……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
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
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是死了，但
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大丈夫不
成功便成仁，死又何憾！”1928年10月14日，
陈觉在长沙英勇就义，年仅25岁。
当时赵云霄因怀有身孕，刑期推迟5个

月。陈觉就义4个月后，赵云霄在狱中诞下一
名女婴，取名启明，意为在黑暗中盼望破晓。
然而，生下启明仅仅1个多月，赵云霄就要和
女儿永别了。她在给女儿的遗嘱中写道：“小
宝宝！你是民国十八年正月初二日生的，但你
的母亲在你才有一月有十几天的时候，便与你
永别了……小宝宝！我很明白地告诉你，你的
父母是共产党员……你的父母你是再不能看
到，而（且）也没有像（相）片给你……希望你长
大时好好的读书，且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样死
的……”1929年3月26日，在给襁褓中的女儿
喂过最后一次奶后，赵云霄镇定地走向刑场，
牺牲时年仅23岁。
陈觉就义后，他的父亲将儿子的尸体偷

偷运出刑场。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陈父买
了350多公斤的麻布裹在棺木上，从长沙到
醴陵有120多公里，他一个人推着独轮车将
儿子的尸体带回了故乡。为了躲避敌人搜
捕，陈父不得不选了一处偏僻之地，忍痛将爱
子草草埋葬。后来，陈父接到赵云霄死讯时，
是在赵云霄牺牲20多天后，陈家人赶到长沙
未能找到尸首。
2009年清明节，陈觉后人重新将陈觉的

棺椁从旧址迁出，跟赵云霄生前曾用过的一
只皮箱合葬在一起。夫妇终于“重逢”了。然
而，令人痛心的是，当年被祖父母从监狱接出
后抚养的小启明，并没有像母亲希望的那样
“长大成人”，体弱多病的小启明在11个月大
时不幸夭折。
陈觉、赵云霄这对年轻夫妇，为了实现共产

主义理想，为了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他们选
择舍小家为国家的革命精神令人动容，天津市
群艺馆曲艺干部马六甲在朗读这封家书时，更
是感慨万千：“在朗诵方面我虽然不是专业的，
但在了解了陈觉、赵云霄这对夫妇的感人事迹
后，我每每在读起这封家书时，都饱含激情，我
是发自内心地充满了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
他们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抛头颅洒热血，舍小
家为大家，用鲜血铺就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革命
之路，这样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缅
怀和学习。”
袁汝桀表示，之所以选取数篇革命先烈的

“红色家书”，是为了以这样的方式唤醒人们的
红色追忆，引发人们对革命先烈精神的感悟：
“我们希望通过本次群众文学创作活动和诗歌

朗诵音乐会的举办，发扬先烈遗志、弘扬民族精
神，表达对革命先烈诚挚的敬意和深深的怀念，同
时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使人民群众更
加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将革命烈士的精神铭记
心间，世代传承。”

动人诗歌书写英雄榜样
“渤海哀，蓟水泣，致敬一位优秀的空军老兵；

哀悼58岁的共产党员，倒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好
官。”这是来自滨海新区的王玉梅（田田）在诗篇
《追忆“老单”》中写下的一段话。她书写的是参与
妥善处置“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突发事件的区应
急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单玉厚。
2020年2月22日，天津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单玉厚在新冠肺炎防疫工作中，突
发心源性猝死，不幸逝世。这位曾经的空军老兵，
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追忆“老单”》的作者王玉梅因工作关系与单

玉厚相识，在她的印象里，“老单”热情、干练、质
朴，有着典型的军人性格：“他在群众中的口碑特
别好，我记得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是
一个老兵’。”在得知“老单”去世的消息后，王玉梅
看到了一个单玉厚生前接受采访的视频，“那是他
去世前几天的一个采访，能够看出他的身体已经
很虚弱了。我也因此有感而发，觉得他真的是一
个为民的好干部，并从这个角度写了一首小诗，就
是后来的这首朗诵诗《追忆‘老单’》。”王玉梅还表
示，她希望能让更多年轻人听到这些真心赞颂时
代英雄的声音，“年轻人应该以这样的英雄为榜
样，多朗诵这些英雄的故事。希望有更多的人敬
仰老单，不忘老单，向老单学习。”
据袁汝桀介绍，本次参加活动的创作骨干全

部来自基层一线，他们关注并书写的烈士也是来
自他们生活工作的地方。来自静海区的郝秀苓书
写的则是被中宣部授予2019年“最美支边人物”
称号，曾带动当地上万人就业的天津市第九批援
疆干部席世明。
2017年2月，席世明和其他17位来自天津的

援疆干部，来到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席世明挂
职于田县招商局副局长，肩负起为于田招商引资，
脱贫攻坚的重担。入疆581天，席世明足迹遍布
于田100多个村庄；援疆两年，他只回过三次天
津。入疆的每一天，席世明都很珍惜。每天清晨
起，半夜回，奔波在各乡各镇，就是为了和时间赛
跑。招商的工作忙起来，席世明常常吃住都在车
上，几天也回不了一趟宿舍。
2019年1月6日，正值严冬的于田县又一次

降温，下起了小雪，而这天，也是天津农产品企业
定好搬运货物的日子。本来就忙的席世明，还是
不放心，大老远从县城驱车几十公里赶来。这一
天，席世明帮着企业搬运了30吨的农产品之后，
回到了宿舍。就在这一晚，席世明积劳成疾，突发
出血性脑卒中，昏迷不醒。而此时，距离他春节假
期回家的日子，只剩下10天。尽管孩子一声声呼
唤，但席世明还是永远地离开了，离开了这片他洒
下心血汗水的土地，离开了他牵挂着的父老乡亲。
“你入疆581天瘦了16斤，一周用360公里的脚
步，丈量了13个乡镇100多个村庄；你千方百计
谋求精准扶贫，你四处奔波挥领引资招商；你经常
大半夜等在候机室，热情接待来疆考察的客商；从
厂房选址到员工培训，都亲力亲为倾注了心血；为
无地可种无工可打的姑娘小伙，搭建了脱贫致富
的平台奔小康。……脱贫攻坚，冲锋在前；43岁
的生命绽放成沙漠玫瑰，每一个花瓣都饱含晶莹
的汗水。”郝秀苓在诗中详细描写了席世明工作中
的状态，也以此诗寄托了对这位用生命践行党的
职责的援疆干部的哀思。
天津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崔玉杰表示，此次

“红色的追忆”清明诗歌音乐朗诵会旨在宣传引
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和理解民族文化和革命传
统，慎终追远，深切体会今天的一切来之不易，
感恩中国共产党，倍加珍惜当下拥有的幸福生
活，“今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也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更是两个百年目标
交汇与转换之年。站在这个历史交汇点，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征途
漫漫，唯有奋斗，也是希望以此活动鼓励人民群
众继往开来，再赴征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