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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主题交响曲《灯塔》在京首演

信仰力量感人肺腑

游泳冠军赛掀起“青春风暴”

天女代表走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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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由天津交响
乐团、青岛交响乐团、深圳交响乐团、
四川交响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武汉
爱乐乐团等六家乐团联合委约，作曲
家王丹红创作的大型主题交响曲《灯
塔》昨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
大型主题交响曲《灯塔》从百年沧

桑巨变的恢弘历史画卷中提炼思想结
晶，汲取艺术灵感，将理性思辨与热血
情感化为极具张力的交响乐语言。《灯
塔》取材于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以交响化的创作发展手法贯穿

全曲。全曲共分为“求索”“丰碑”“征
途”“光明颂”四个乐章，通过黑暗与光
明、奋斗与胜利等具有思辨性的音乐表
达，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走过
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此次演出由著名指挥家、中国音协
副主席张国勇执棒，天津交响乐团等六
团的“精兵强将”集结成超大编制的交响

乐队参与演出，无论是六团联合委约创
作还是六团共同演奏作品，在国内交响
乐市场都是极其罕见的。虽然是六团首
次合作演出，但《灯塔》昨日已为首都各
界观众展示出了深刻的艺术感染力，乐
曲最后，铜管乐奏响充满希望的号角，将
全曲的情绪推向了最高潮，向观众传递
出信仰的力量。

■本报记者仇宇浩

作为天津书香地标之一的问津书
院，是坊间爱书人的好去处。这个以
“追寻津沽记忆，守望文化家园”为宗
旨、以“读懂天津，留住乡愁”为口号的
书院，既是天津地方文化研究、交流、协
作、普及的优质平台，又是大力推广全
民阅读的知名“城市书房”“文化会客
厅”，历史学家来新夏、文化学者冯骥
才、藏书家韦力等都曾莅临。昨日，“全
国全民阅读优秀推广人”、问津书院负
责人王振良，将打造这座在全国都有影
响力的书院的故事向记者娓娓道来。

延续历史文脉不断创新升发
历史上曾存续150年的天津问津

书院，一直影响着天津后来的地域文
化走向。2013年，在各界的支持下，
天津问津书院重新树帜。谈到创办初
衷，王振良告诉记者：“我1991年因求
学来到天津，觉得天津是一座丰满的
城市，但外界对天津有很多误解和偏
差。我希望通过书院把各类天津历史
文化研究者团结起来，深入研究和传
播天津文化，消除这种误解和偏见。”
走进书院，一楼是双槐书屋，又称

巷肆书吧，是我市首批开放的十家城
市书吧之一，其中藏书超万册，包括文
史、政经、科技、生活、少儿等类别，党
员图书角、盲文图书角、职工图书角、

儿童图书角都卓有特色，极受读者欢
迎。二楼雅雨堂是天津地方文献中心，
王振良透露，“南京大学博导徐雁教授来
过多次，每次都备好纸笔抄上一通。”每
月最后一个周六的下午，公益讲座问津
讲坛在三楼学海堂开讲；四楼止月轩是
问津学术沙龙驻地，文史学者最爱在这
里讨论天津文史、阅读推广。八年来，问
津书院举办各种公益阅读活动400余
场，每月一期的问津讲坛、每年一次的问
津年会都是品牌活动。

延续历史文脉的同时不断创新，问
津书院成为享誉津沽并走向全国的文化
品牌，被市新闻出版局评为“示范城市书
屋”；被中国阅读学研究会授予“华夏书
香地标”；被中宣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等授予“全国全民阅读优秀推广机构”；
被拍成 30分钟纪录片在天津卫视播
出；专门评介书院的图书已出版4种9
册……问津现象、问津机制、问津模式乃
至问津精神，都是热点话题。

创新理论实践倡导“乡土阅读”
获得首届“全国书香之家”荣誉的王

振良，个人藏书6万余册，其中2万余册
寄存在校园图书馆，免费供师生阅读；问
津书院累计向社会捐赠书刊超过7万
册，他个人捐书5000余册。他还坚持深
入社区、农村、企业、校园、军营等进行阅
读宣讲、交流分享百余场。

王振良理想中的天津是一座人人爱

读书的城市，“我一直认为，地方文化才
是走入传统文化的最佳窗口，同时也是
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体现。这也是我提
出‘乡土阅读’概念的原因。”他把全民阅
读推广、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文化弘扬、
地方文化传承有机融为一体，在阅读推
广理论研究方面实现创新，在天津的实
践也开展得卓有成效。
问津书院做阅读推广的特色是结合

天津地方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多年来，王
振良撰写、校注、编纂著作十余种，其中
他主编的大型天津历史文化丛书《问津
文库》已出版101种，这些图书多聚焦天
津雅文化，对重塑天津城市形象起到支
撑作用，“我直接主编的图书资料就有
400多种数千万字，基本是一字一句地
校阅，相当于精读了很多书，这使我对天
津历史文化的认识越来越深。而且通过
阅读推广活动，我结识了数百位志同道
合的师友，向他们学到很多东西，让我能
用不同视角来切入天津文化。”
筹备书院时制定的八年规划，已全

部实现且远超预期，王振良把问津书院
打造成学界公认的天津历史文化研究阵
地和天津历史文化阅读推广平台，“我做
事有两个原则：一是有趣，二是有益。有
趣是主观的，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有
益是客观的，社会对我和书院的认可，并不
是我刻意追求的结果。我研究普及天津
历史文化坚持这么多年，就是因为自己
喜欢。”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
文生）天津京剧院“京”榜题名青京
赛金奖得主惠民展演季连日来好戏
连台。黄齐峰主演的《长坂坡·汉津
口》、陈嫒主演的《金玉奴》、闫虹羽
主演的《小放牛》等相继演出。

2日演出的《长坂坡·汉津口》
取材于三国故事。主演黄齐峰多年
来艺术不断精进，成为武生行当中
的佼佼者，将赵云的儒将风度、关羽
的忠勇威严都表现出来。

3日演出的《金玉奴》是荀派
经典剧目，讲述善恶有报的故
事。剧中陈嫒饰演的金玉奴扮相
俏丽，塑造了质朴热情又疾恶如
仇的形象。

4日是闫虹羽主演的《小放牛》
《战金山》等剧目。《小放牛》载歌载
舞，轻松活泼富有趣味。《战金山》则
演绎出巾帼英雄的飒爽果敢。

“地方文化是走入传统文化的最佳窗口”
——问津书院负责人王振良畅谈特色阅读推广心得

“京”榜题名 好戏连台

于根伟偶遇老队友何塞

“天津往事”激励津门虎
昨天，中超联赛第三轮苏州赛区

开战，晚上对阵的是大连人和北京国
安，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大连人队
主帅何塞·冈萨雷斯说，遇到国安队，
他内心感觉非常亲切。这其中的道理
非常简单——2014、2015两个赛季，
何塞曾是北京国安教练团队成员，
2017赛季，他还曾是国安队的主教
练。不过恐怕何塞自己也没想到，新
闻发布会结束，带队完成当天的训练
后，他偶遇了在中国名副其实的“老朋
友”于根伟。
最近几年，何塞这位西班牙教头

在中国工作的时间非常多，大连人队
是他继北京、武汉之后，执教的第三支
中超球队，不过追本溯源，他和中国足
球的交集，却是从1997年开始的，那
一年，31岁的何塞以外援身份加盟当
时的天津立飞队，和23岁的于根伟成
为了队友，这段往事，于根伟和何塞都
记得非常清楚。

“我们第四轮比赛就要和大连人队
相遇，之前就想着会和何塞在赛场上见
面，没想到赛前会有这次偶遇。”津门虎
队主教练于根伟说，3日傍晚球队训练
结束，教练组又按照常态自己加练了一
会儿，“收工”从太湖足球训练基地往酒
店住地走的路上，看到了停靠在路边的
大连人队大巴车，因为想起了何塞，所

以放慢了脚步，没想到马上看到何塞
从车上下来直奔他而来。一晃将近24
年过去，相遇的两个人都很高兴，眼里
满是对方年轻时的影子，而略过如今
的联赛，聊了一会儿记忆中并肩战斗
的往事后，于根伟也非常诚恳地邀请
何塞，一定找时间到天津故地重游，看
看天津的变化，也见见那些仍然记得
他的老朋友和球迷们。

昨天下午，苏州刮起了 6、7级大
风，还伴着小雨，津门虎队在这样的天
气中，完成了迎战河北队之前的最后
一练，今天18:00，两队将在江阴市体
育中心交锋。就像再次见面，何塞真
诚地说，当年就觉得于根伟虽然年轻，
但“非常不同”，祝福天津足球往后越
来越好一样，如今的于根伟，带领着新
起航的津门虎队，也希望能发现队员
们身上更多的闪光点，让更多的人在
球队中实现个人新的高度。

本报记者顾颖

本报讯（记者 李蓓）在五四青年
节这一天，2021年全国游泳冠军赛
暨东京奥运会选拔赛掀起“青春风
暴”：在女子 200米自由泳决赛中，
19 岁的山东姑娘杨浚瑄以 1分 54
秒 57夺冠并改写由她自己保持的
亚洲纪录，15岁的浙江小将余依婷在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中，以
2 分 09秒 64摘金并再创世界青年
纪录。
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杨浚瑄

前50米一马当先，以巨大优势夺冠，“从
肇庆到青岛比赛这两个月，我感觉在体
能、力量和速度方面都有了提升，之前在
云南芒市的室外池训练，有助于恢复。
赛前我没有想破纪录，只是想游出比较
好的成绩。”杨浚瑄说。
余依婷继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预

赛刷新世界青年纪录后，在决赛中再接

再厉，以2分09秒64突破她预赛的世界
青年纪录2分09秒88。伦敦奥运会冠
军、亚洲纪录保持者叶诗文获得第三，离
奥运A标只差0.01秒。

辽宁名将王简嘉禾在女子1500米
自由泳决赛中遥遥领先，以15分49秒
07的成绩获得冠军，距离自己保持的亚
洲纪录相差3秒。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法国体育
部长让·米歇尔·布兰克尔昨天表示，
2021年法网单场比赛最多允许1000
名球迷现场观战，即：开放赛场容量的
35%供球迷入场观赛。
今年法网将从5月30日持续到6

月13日，组织者希望新冠肺炎疫情能
够得到更好的控制，以最大限度增加
现场球迷的数量。布兰克尔表示：“限
制将是球场容量的35%，不过这个数
字从6月9日起会有所变化。在三个
主球场，球迷的观众上限将提升至每
一场允许有5000名观众亲临现场观
战，也就是最后五天，按照球场容量上
限的65%去衡量。”
又讯 在昨天进行的WTA1000

马德里公开赛中，“津花组合”徐一璠/
张帅以6：4、6：3战胜费奇曼/奥尔莫，
顺利晋级女双八强。

本报讯（记者梁斌）为助力“排球之
城”建设，天津市排球运动管理中心积极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排球进企业”
系列活动，天津市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
任李珊和殷娜、王茜两名教练员日前走
进天津知名企业——中水北方勘测设计

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宣讲天津女排精神，
传授排球技巧，并捐赠30个MVP品牌
一级竞赛用球，支持企业开展排球运动。

中水北方公司自1981年起举办职
工排球赛，从2003年改制算起，已连续
举办十九届职工排球赛。今年的职工排
球赛决赛举行当天，李珊、殷娜、王茜来
到比赛现场。赛后的颁奖仪式，李珊、殷
娜和王茜分别为男、女排前三名的球队
颁奖。随后天津市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与
中水北方公司互赠纪念品。活动的最后
环节，王茜和殷娜分别带领哪吒排球教
练员和企业队员组成两支球队，进行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学赛，李珊也临时担
任起比赛解说员。对于本次活动，李珊
表示：“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中水北方公
司，把天津女排精神、文化以及故事分享
给他们。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企业组
织排球比赛，天津市排球运动管理中心
和天津排协都愿意给予喜爱排球运动的
企业更多的支持。”

红色津沽唱响百年华章

《小放牛》

《金玉奴》

《长坂坡·汉津口》

法网逐步放开
观众入场数量

眷恋第二故乡尉氏
话别中，大家对焦裕禄都十分

留恋。焦裕禄打趣说：
党员干部是块砖，哪里需要往

哪搬；
步调一致听召唤，高楼大厦耸

云端。
信手拈来的一段顺口溜，引得

大家捧腹大笑。
这一天之后，焦裕禄讲顺口溜少

了。随着经历复合、眼界开阔、担子加
重、情怀升华，他的思维和语言，悄然
发生着新的变化。
焦裕禄当年曾对团尉氏县委副书

记徐振东说过，他在区里工作，下乡必
带党报党刊、本子、钢笔、烟、二胡。以
这次调动为分水岭，焦裕禄身上悄悄
消失的，还有时常缭绕身边的二胡声。
1991年5月14日，焦裕禄辞世二十

七年祭，焦守云在《永久的怀念》一文，谈
及“您的歌声如今还令妈妈陶醉，您的二
胡声至今仍在我们耳旁萦绕”，解开了父
亲身边丝竹之声悄然远去之谜：
您是一位有血有肉、有人情味、有艺

术细胞的共产党员，您知道吃苦、也懂得
享乐，也不是不懂得艺术的“土老帽儿”，
然而，为了工作您放弃了享乐，放下了二
胡和中山琴。因为您明白，一个共产党
员应该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有声有色的
日子。一个不知道热爱生活、爱妻子、爱
儿女的人，怎么能很好地爱人民呢？
焦裕禄眷恋第二故乡尉氏，包括

同甘共苦的人民，风雨同舟的战友，以
及前后陪伴自己数月的办公室。他办
公的三间青砖灰瓦房，位于“辛亥女

杰”刘青霞故居民国建筑群中。1950年
年底，焦裕禄同徐俊雅结婚的新房，就是
隔壁老建筑中的一间阁楼。

刘青霞原名马青霞，是辛亥革命时期
中国著名女革命家、教育家和慈善家。世
传“南秋北刘”，系指南有秋瑾，北有刘青
霞。刘青霞父亲马丕瑶曾为两广巡抚，她
十七岁嫁入河南首富尉氏刘耀德豪门，改
名刘青霞。青年居寡后屡捐巨额银两在
北京和尉氏兴新学、助孤贫，被光绪皇帝
诰封“一品诰命夫人”。1906年，刘青霞
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
并参加中国同盟会，捐资创办辛亥革命党
人的喉舌《河南》《中国新女界杂志》。
1911年12月，河南辛亥革命在开封爆发，
刘青霞捐银三千两资助起义军。1913
年，刘青霞拟将全部家财捐给国家修筑铁
路，孙中山挥毫为其题词“天下为公”“巾
帼英雄”，盛赞其爱国壮举。后因时局突
变未能遂愿。1922年，冯玉祥任河南督
军，刘青霞将财产悉数捐给国家。

在英风流布的女杰故居，焦裕禄每每忆
起刘青霞由“一品诰命夫人”，到清王朝的“逆
子贰臣”，其贡献和英名可与秋瑾媲美，总是
感佩不已。中华民族历来不乏仁人志士，共
产党人以天下为己任，以造福人民为主旨，我
们的襟怀和节操，应不逊于先贤啊！

弄清来龙去脉
来子心里明白，马六儿是怕事，

不想来。尚先生说，我既是证人，又
是中间人，一个人也就行了。

这时保三儿也到了。保三儿已经
五十多岁，早不拉胶皮了，养了两辆
车，平时在家吃胳膊。所谓吃胳膊是
行话，也就是往外租车，吃份子钱。
保三儿路上就已听汪财说了请他来
是为嘛事，进门只跟来子打了个招呼，
就说，你们先说吧，我听听这到底是怎
么回事儿。来子就把当初杨灯罩儿怎
么先哄着老朱补签了一个合伙儿干这
鞋帽店的契约，然后又怎么骗着老朱，
说把自己这一半铺子盘给他，却没留任
何字据，再后来来子知道了，又怎么把尚
先生和马六儿请来当证人，补了一个字
据，证明在他俩之间确实有过这么一笔
交易，一样一样全都说了。最后，来子又
拿出当初请尚先生补写的字据，摆在账
桌上。尚先生是明白人，街上的这点事
也都装在心里，这时已经明白是怎么回
事，就回头问牛帮子，你听明白了吗？

牛帮子还嘴硬，说，不明白！
尚先生笑笑说，这点事，连小孩子

都能明白了。牛帮子涨红着脸，看看
屋里的所有人。保三儿说，你爸当初
是让这杨灯罩儿骗了！你如果还不明
白，就是成心装王八蛋了！

说完，扭头就往外走。
来子赶紧叫住他说，别走，既然来

了，晚上我做东，请各位吃顿便饭。
保三儿哼一声说，我先去找那杨灯

罩儿，这老兔崽子，敢拴个套儿套我！
说完一摔门就出去了。

王麻秆儿这时也正找杨灯罩儿。
王麻秆儿那天夜里埋了儿子，觉着

自己就像煮了挂的鸡，浑身上下已经拾
不起个儿了。在家里躺了几天，心里还
一直寻思这事。开始是难受，一想到儿
子没了脑袋的样子，心里就像针扎一样
疼。但慢慢静下来，再想这事的前前后
后，就越想越觉着蹊跷。
王麻秆儿有个朋友，姓徐，平时爱玩儿

鸟儿，街上的人都叫徐爷，跟王麻秆儿是在
鸟儿市认识的。这徐爷在警察局看大门
儿。王茂刚被抓时，王麻秆儿曾来找过他，
让帮着打听消息。但徐爷就是个看大门儿
的，也没处去打听。最后就问来一个确切
的消息，说王茂已经判了，处决。这几天，
王麻秆儿躺在家里一直想，曾听徐爷说，王
茂是在西楼村被抓的，当时是在一个菜地
的窝棚里。可王茂跟自己说过，要去的是
裕大纱厂，怎么又跑到西楼村的菜地去
了？王麻秆儿想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
事，于是就又来警察局找徐爷。这回徐爷
告诉他，后来还真打听清楚了，本不想再跟
他说，他儿子已经没了，再说也没意义了。
王麻秆儿一听，立刻让他说。
徐爷这才说，警察局有个白科长。

这白科长好色，平时最爱玩儿女人。可
他玩儿女人不是去妓院，专找相好的。

51 17 容龄跳舞
乐寿堂的院子里铺上了一张大

红地毯，一边是袁世凯派来的西乐
队，一边是南府戏班太监们组成的
中乐队。第一支曲子为西班牙舞伴
奏，当然是西乐队派上了用场。

艺术的奇迹出现了！东方的高
墙深宫里打起了西班牙急如骤雨般
的响板……节奏一出就让清宫女眷
们心里怦怦乱跳，她们从来没听过这
种“不安分”的曲调。袁世凯西乐队的
乐手们演奏十分卖力，这种节奏急促
的西班牙舞曲只有他们才能驾驭，他
们一边演奏一边神气地乜斜着南府戏
班的中乐队。太监乐手们听到这种陌
生舞曲个个目瞪口呆，暗暗攒着劲儿
等待轮到他们时再好好亮亮身手。

序曲响过，容龄登场了。她这一
亮相，把在场观众看了个瞠目结舌。
她烫成满头卷发，两鬓戴着两朵大红
花，本来就很俊秀的脸儿化了浓妆，勾
出眼线弯眉、涂上红唇，更加美艳照
人、明丽妩媚。她纤细的腰肢裹一条
长长的缀着飞边儿的黄缎裙子，裙子
下摆宽得能够撩到头顶！她披一条红
色的带穗子的披肩，一会儿斜披在秀肩
上，一会儿抖起来狂扇，那叫一个撩拨
人！随着她双臂的起落挥舞，腰肢的剧
烈扭摆，红花、黄裙、红披肩闪转腾挪，
飘飞交错，恰似一团熊熊燃烧
的火！更为奇特的是，她足下
蹬的鞋子后跟足有三寸高，却
能大跨度地跳跃，即使隔着红
毯也能在地面上发出马蹄般
踢踢踏踏激越的脆响。

还有绝妙的一招呢！她一边双手各拿
一副桃形响板，一边打出节拍为自己的舞步
伴奏。西乐队适时地停顿静音，让观众细听
她打的响板，忽而惊涛拍岸，忽而天筛摇珠，
像风、像雨、又像流沙，真真为舞蹈增辉添色！
幽居在大内或王府高墙深院里的女

人们哪里见过这等奔放妖冶的舞蹈？一
个个耳热心跳、面孔红涨、额头冒汗，却又
矜持地不露声色。一曲终了，西班牙热舞
戛然而止。偌大个“露天剧场”上百口子
观众鸦雀无声，人们竟像被孙悟空吹了瞌
睡药似的，一时难以从梦境中清醒过来。
容龄以西方演员谢幕的姿势向观众

鞠躬。人们都窥视慈禧太后的脸色，不知
该做何反应才是。
有一个人按捺不住拍起了巴掌——

光绪皇帝，他从来都是随在“老祖宗”后面
才表态的，此时却情不自禁自作主张了。
老祖宗也头一次不和万岁爷拗劲，

喜笑颜开地一拍宝座喝彩：“好！”
观众席上的人们齐刷刷地喝彩起来：
“好！好！好！”

只有光绪皇帝、裕太太、德龄
鼓掌，他们这是从了洋人的礼数，
大清朝那会儿还没兴鼓掌呢！听
了“老祖宗”的称赞，裕太太的胖
脸儿笑开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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