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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交”带来“春之序曲”

文惠卡信息在线发布 市民第一时间了解文化惠民政策

试水网络直播 让更多人爱上津味文化

天津人艺复排话剧《运河1935》

运河儿女故事，一台生动的“舞台党课”

■本报记者刘莉莉

4月 15日晚，天津文惠卡发行发布会
首次试水直播平台，不仅公布了新一年文
惠卡补贴政策、办理时间等相关信息，还与
外地演员连线互动、抽奖送福利、现场表演
节目，整场直播活动俨然一场欢乐的线上
聚会。
2021年年初，天津北方演艺集团迎来

了一次大改革。集团总经理周炜介绍说，
这次改革的整体思路是“解放思想，国有风
范，民营思维，同时以传统演艺为基础，以
新开拓的板块为牵引”。“如今互联网传播
已经成为人们习惯的生活方式，酒香不怕
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仅要专
心做好艺术生产，还要多维度、线上线下一

起宣传北方演艺集团乃至天津地域文化和
文化作品。只有让大家在浩如烟海的互联
网信息当中有机会看到你，才有可能了解
你、爱上你。”

前不久，“北方演艺集团”官方抖音账号
正式开通，15日进行的直播中，除了公布新
一年文惠卡发行相关信息外，来自我市多家
文艺院团的演员们也纷纷献艺，天津评剧院
齐梓路、天津曲艺团夏炎、天津市杂技团杨小
磊、天津人艺李欣欣、天津儿艺刘苏等，分别
表演了拿手节目，津门短视频红人天津范姐、

天津猴哥也为文惠卡在线助力，还有跟外地
艺术名家的连线互动，直播间里十分热闹。
据统计，直播间观看人数 1.96 万，评论数
5.26万，点赞数12.98万。

此次直播中，周炜也变身“主播”，推介文
惠卡、送出福利，令网友们十分惊喜。周炜
说：“互联网直播不仅是面向天津，全国的朋
友都能够看到津门这项惠民之举，而且我们
还可以收到及时的反馈，大家有什么疑问直
接就可以发到公屏上。作为国有的文化企
业，我们的初心不变，就是想把这样大力度的

惠民政策，实打实地送到老百姓的手里，让老
百姓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这些信息，看到他们
喜欢的节目。”

直播过后，北方演艺集团还将有更多新
举措与大家见面。周炜说：“能不能把传统舞
台艺术也变成短视频这样的文化产品？集团
内有那么多专业演员，都是具有优质内容输
出品质的，我们可以打造自己的网红矩阵，而
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只是宣传舞台艺术，
还有内容生产的职责，我们还会有自己的视
频节目、线上线下的活动等。”

■本报记者刘莉莉文并摄

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运河1935》
于16日至18日在滨湖剧院上演。剧组成员怀
着认真与崇敬之心投入其中，大家希望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用这部话剧讲述
感人至深的运河儿女故事，传承自强不息的
民族精神，呈现生动鲜活的“舞台党课”。

京津冀携手创作
《运河1935》由北京国资公司、北演公司

出品，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联合出品，京津冀三
地实力主创共同创作。故事以“大运河乡土
文学”作家刘绍棠系列作品为依托，聚焦于上
世纪三十年代的通州，讲述了以周勤、周瑞两
兄弟为代表的身处“三不管”地带的通州运河
儿女，在面临中华民族危难的特殊时刻，凭着
朴素的爱国情怀抗日的故事。

演员阵容上，天津人艺的张文明、李智、
崔文静等优秀青年演员担纲主演，还有诸多
人艺“老戏骨”加盟。国家一级演员刘景范在
剧中饰演周勤、周瑞的父亲。戏份虽不多，但
这是个有分量的角色。刘景范把周父分析得
透彻：他有爱，爱自己奋斗的这片土地、爱其
从事的渔行生计、爱两个儿子；他也恨，恨日
本人、恨这混乱的世道。但是，一个心力交瘁
的老人只有无助。对于周父的遭遇，刘景范
也感慨万千：“那时候，一提到日本人都肝儿
颤，听见有人敲门都会害怕。这样的情绪、心
理状态也一下让我们感受到：当战争出现，人
民真的是太可怜了。”

时代变了信仰不变
作为一部红色题材作品，《运河1935》也

很注重表现人性挣扎。剧中周勤、周瑞兄弟
俩，一个是坚定的共产党人，为“大家”而心怀
信念；一个是朴实的运河儿女，为“小家”而八
面玲珑。兄弟情与家国义引发出矛盾纠葛，
但无论身份和道路如何选择，在民族危难面
前都殊途同归，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保卫家
园。此次复排还修改了结局，更展现了周勤、
周瑞两个人物的兄弟之情。

周勤的饰演者张文明说，在那个混乱年代，
周勤这个爱国青年在不断找寻，在走向革命的

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曲折，最终，他找到了一群
志同道合的人，有着相同目标信仰的人。
现实生活中，张文明也是一名党员，他把

这部戏的创排过程比喻为一堂深刻的党课。
“周勤说自己遇到了一群勇敢的人，一群不怕
死的人。我觉得这就是党员的牺牲精神。”张
文明坦言，“2020年的疫情，是一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一批党员不顾一切冲向最危险的地
方，很多人甚至写下遗书奔赴一线。这就是

共产党人精神在当代的体现。时代变了，但
是信仰不会变，红色血脉的传承不会变。故
事里运河儿女对国与家的热爱和牺牲，也是
当代人在共同经历的。所以，我们也希望用
生动的故事，把信仰的力量、民族的力量和自
豪感，都传递给观众。”

传承红色基因呈现“舞台党课”
前不久，《运河1935》入选“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4月在津演出后还将于5月赴北京国家大剧
院演出，演职员们带着一股精气神投入排练、
进行演出。刘景范直言：“原著故事写得很有
味道，这部话剧也很有生活气息，演起来非常
带劲。特别是其中反映的运河精神、民族精
神，非常突出。还有优秀的舞美、音乐、人物
造型等等，让这部戏整体都给人一种力量，非
常振奋。”

天津人艺副院长李阳表示，希望把这部
作品做成一台“舞台党课”，通过浪漫生动的
戏剧语言和极具本土化的行为风格，精心描
摹运河儿女群像，致敬在民族危难中奋起救
国的中国共产党人，传承不屈不挠、历经磨难
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通过直观的话剧艺
术舞台呈现，让大家身临其境了解动荡年代
的故事，能够近距离感受在中华民族的危亡
时刻，共产党人所体现的精神、志向和目标。

红色津沽唱响百年华章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昨日，中央芭蕾舞团
交响乐团（以下简称“芭交”）在音乐总监、著名指挥家张艺的
执棒下亮相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举办了“春之序曲”交响音乐
会，为天津观众送来了多首经典中外曲目。
“芭交”成立于1959年，是一支以演奏芭蕾舞音乐为

主的交响乐团。近年来，乐团在全国上演了众多时代、跨
度较大且形式、内容丰富的优秀作品，还与国家大剧院合
作首演了一系列杰出青年作曲家的优秀新作。同时，乐
团还承接了大量国际著名芭蕾舞团和歌剧院来华演出伴
奏任务。

本场音乐会的曲目可谓“中西结合”。上半场以中国作品
为主，其中的《节日序曲》《百鸟朝凤》《扬鞭催马运粮忙》等都
是观众耳熟能详的名作，张艺执棒下的“芭交”既演奏细腻、准
确又有着鲜明的特色。乐团还献上了一首特别的曲目《交响
京津冀》之“津门情”，这部“芭交”的原创作品展现了浓郁的天
津风情，寓意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光明前景和美好未来。音
乐会下半场乐团献上了柴可夫斯基《第三交响曲》，该作品以
“波兰”为标题，为观众展现了这部柴可夫斯基交响曲中较少
见的作品的全貌。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昨日，由天津
音乐学院声乐系主办的“男
中音唱抒情中国风——男中
音歌唱家佘乐独唱音乐会”
举办。

佘乐任教于天津音乐学
院声乐系，他先后毕业于中
央音乐学院、德国柏林音乐
学院，曾主演《蝴蝶夫人》《霍
夫曼的故事》《费加罗的婚
礼》等多部歌剧，并在歌剧
《岳飞》中出演第一主角岳
飞。昨日的音乐会，佘乐选择了多首中国风声乐作品，以男中
音醇厚的音色和发声技巧来演唱独特的抒情韵味。演出中，佘
乐演唱了《江山》《曙色》《心里装着谁》《再看一眼亲人》等20余
首曲目，涵盖影视歌曲、民歌、当代民族声乐作品、古诗词改编
歌曲等，展现了他扎实的演唱实力，也借这些作品抒发了当代
文艺工作者对党的无限深情。

男中音演绎中国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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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工人设计的新刀具
焦裕禄赶去察看，牛师傅告诉他

说：“茹拉鲁廖夫设计的刀具是干细
活的，精车加工可以使用，但粗车加
工齿圈毛坯则不行。用切豆腐的刀
剁排骨，还有不崩刃的？新设计的刀
具，非常适合粗车加工，效率明显提
高。不过，断屑槽还需继续改进。”
工人师傅的革新精神和聪明才

智，坚定了焦裕禄革新解难的决心。
他找来两名有经验的工人和技术员，
同牛师傅一起攻关，加宽新刀具负切
屑刃，改进刀具断屑槽，加工时间又缩
短了四个小时！
超越苏联百科全书记载的创新成

果固然可喜，但怎样让苏联专家认可
并应用于生产呢？焦裕禄带着新刀具
来到厂党委办公室。恰好，厂党委常
委正准备研究如何对待苏联专家的意
见。焦裕禄把新刀具递给厂长纪登
奎，向他报告说：“这是3.2米立车工人
设计的新刀具，解决了苏联专家设计
的工艺刀加工大齿圈崩刀的问题！”
“工人设计的车刀？”副总工程师

闻声站起身，一脸惊讶。他从纪登奎
手中接过刀具，掏出放大镜仔细察看，
又用万能角尺进行测量，然后问焦裕
禄：“试车情况可靠吗？”
“我们反复试验过，完全可靠。”焦

裕禄底气十足地说。
“工效和损耗情况怎么样？”副总

工程师关切地问。
“新车刀好使还耐用！”焦裕禄兴

奋地说，“用这把车刀加工大齿圈，工
效成倍提高，加工时间从十六小时缩

短到六小时，车刀磨损也明显见轻！”
“只用六小时？”厂领导的问询透着掩

不住的惊喜。
纪登奎顺手拉过一把椅子，示意焦裕禄

坐下，听他讲述加工大齿圈遇挫和新刀具诞
生经过，从中了解了苏联专家的态度。纪登
奎十分感慨地说：“这把刀改得好啊！这是
进一步解放洛矿生产力的一个突破口！”纪
登奎又问：“老焦，你有什么想法？”

焦裕禄向厂党委常委汇报了自己的
想法：“我想组织一次3.2米立车车刀表演
赛，新旧刀具都用，请苏联专家和生产骨
干现场参观，用事实说话，让苏联专家接
受中国工人的革新成果。”
“可以！”
“我看可以！”
焦裕禄的想法，得到了厂党委成员的

一致赞同。纪登奎嘱咐他说：“这是一场
特殊的战斗，要讲求策略，注意方法。”

中国工人研制的刀具，同苏联工艺专家
设计并上了百科全书的刀具打擂台，成了轰
动洛矿的号外，各车间和科室均派员参观。

然而，开赛时间到了，茹拉鲁廖夫却爽约
未至。焦裕禄请示纪登奎同意，请副总工程
师去请茹拉鲁廖夫，赛刀准时开始。操作立
车的小孟师傅先安装了茹拉鲁廖夫的工艺车
刀，焦裕禄示意他换上工人设计的刀具。

王麻秆儿想借用暗室
来子的“福临成祥鞋帽店”这几

年翻修了几次，但每次都只修三面
墙，有一面不动。来子跟王麻秆儿
关系近，一般的事也就不瞒他。一
次两人喝酒，来子才说出来，当年经
过那一场兵乱，他就有了经验，开买
卖铺子不能都在明面儿上，也得留
个退身步儿。

这退身步儿不光是藏人藏东西，
还得能藏事儿。后来接手这鞋帽店，
就在铺子里边的一面墙后面，修了一
个暗室。这暗室就是一道夹壁墙，外
面看着是一间屋，其实墙里有墙，还砌
出一间，不知底细的人从外面看不出
来。来子说，做生意就是这样，谁都想
把生意做大了，可真做大了也麻烦，招
风不说，也难免得罪人。有这样一个
暗室，也是为了预防不测。

第二天一早，王麻秆儿就来鞋帽
店找来子。来子这时已把铺子改成前
店后厂。在店铺后面又扩出一间房，
虽然只有前面铺子的一半儿大，也挺
豁亮。买卖做大了，出的鞋也就多。
过去几家做鞋的常户儿，来子索性就
把他们都请到铺子里来，成了一个做
鞋的作坊。

来子从后面出来，一见王麻秆儿
来了，看看他，知道有事。王麻秆儿看
一眼柜上的伙计，说，找个地方说话
吧。来子的手里正拿个鞋样子，问，事
儿急？王麻秆儿说，挺急。

来子把鞋样子递给身边的伙计，
朝旁边指了一下，就和王麻秆儿过
来。柜台旁边有个小门，进来，是一个

不大的套间，来子把这儿当账房儿。
俩人进来，来子回身关上门，才问，

嘛事儿？王麻秆儿就把昨天遇上的事跟
来子说了。来子听了想想说，这倒不像
是坏事。王麻秆儿说，坏事是不像坏事，
我就怕有麻烦。来子说，真有麻烦，已经
找到你了，想躲也躲不开。王麻秆儿点
头，这倒是，他们连我住哪儿都知道，就
是想躲也没法儿躲了。
来子这时已猜到王麻秆儿的来意，

问，你是想，在我的暗室跟这人见面？
王麻秆儿说，现在要说保险，也就是你
这儿了。来子说，保险是肯定保险，柜
上的伙计都老实巴交，后面几个绱鞋的
师傅一到晚上就都回去了，铺子平时除
了主顾儿进来出去，也没旁人，这你只
管放心。
王麻秆儿说，这就行了。来子说，只

有一样，你得想好了。王麻秆儿看看来
子，你说。来子说，一样的话，也看你怎
么说。王麻秆儿立刻说，这你放心，我不
会给你找麻烦。
来子说，倒不是这意思，这个暗室的

事，你只要把话说圆了就行，这年月世道
不太平，买卖家儿有暗室也不新鲜，再大
的买卖铺子还有修暗道的，这在街上已
不是秘密。王麻秆儿说，这话，我会说。

33 55 漫画大师
姜德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对朋

弟设计的《灵飞集》封面大加赞赏，
他认为，朋弟用介于漫画和写实之
间的装饰性画法为赛金花造像。经
朋弟巧妙地设计之后，一个妖娆妩
媚的赛金花，风姿别具地站在那里，
让人怎么看都觉得可爱。在封面的
整体配色上，朋弟也进行了精心构
思，他将红、黑、白三色，经过一番排
列、组合、交叉、重叠，令读者一眼看
去，就感觉画面层次非常丰富。这或
许与朋弟熟悉印刷工艺，对印刷用色
了然于胸的高超技艺是分不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朋弟
也为不少宣传革命理念，宣扬新时代
理念，歌颂新中国的文学作品设计过
封面，除上文所说《俩相好》之外，还有
青勃、方健（马际融）合编的诗集《中国
的十月》，天津知识书店出版孙景琛所
的《人的故事》等。

虽然朋弟并不以封面设计或绘制
插图为主业，但他却以高产的封面设计
作品，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也让这些经
他手设计的图书成功走向市场，这完全
是朋弟的智慧与勤奋共同造就的。

朋弟不仅在漫画创作上有着过人
之处，同时在漫画理论方面也显现出
一位漫画大师的艺术积淀，可以说，朋
弟不仅是一位漫画家，同时也
是一位漫画理论家。他的漫
画理论就体现在他为自己的
漫画集撰写的“自序”“前言”
“后记”之中。

在1939年出版的《阿摩

林第一集》中，朋弟在《自序》中，阐述了自
己对漫画的很多真知灼见。朋弟认为：漫
画作风既广，格式亦多，此集之画以习惯称
之曰“连续漫画”。因绘画本为平面之描
写，而绝不能作时间之表现——如小说之
描写故事然。然此种“连续漫画”即是一种
时间上之描写。不过小说无论长短篇字数
不受一定限制。而此集各画因曾刊登日报
篇幅不能随意伸缩，故无形中造成此“四格
式”。此“四格式”容纳题材能力极小，仅能
与作者以最小限度之下笔地方，如作者不
能以最经济最节简之笔墨而描写之则无法
表现完整。虽然：此“四格式”适正如作文
中之“起承转合”，故此种格式在漫画中颇
觉微妙！实又为最有意味之一种方式也。
朋弟还专门撰写过《漫画简说》《漫画

论》等专门探讨漫画理论的文章，此外，在
其担任主编和作为主要创办人的《星期五
画报》《星期日画报》上，也有很多关于漫画
理论、漫画史方面的专业文章，这些文章也
对漫画理论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说朋弟不仅
是一位高产的漫画艺术家，也是
一位漫画理论研究的先驱。所
以，无论从艺术创作还是漫画理
论的方面看，朋弟都是引领时代
风潮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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