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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赶大营》新书发布会暨作品研讨会举行

娱乐快评

记录“赶大营”传承天津人精神

整治
“饭圈文化”
刻不容缓
■ 本报记者 张钢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由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赶大营》新书发布
会暨作品研讨会，
昨天在西青区融媒体中心举
行。该书主编、
海河传媒中心资深导演李家森，
总撰稿孙磊，
《赶大营风云录》长卷创作者、
87岁
的画家杜明岑等分享了创作背后的故事，
与会
专家、
学者给予该书及主创高度评价，
并进一步
论证了
“赶大营”
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

让历史映照现实
鼓舞天津人续写传奇
此前，由李家森任总导演、孙磊任总撰稿
的纪录片《赶大营》在央视纪录频道和天津卫
视播出，让中国乃至世界重新认识了具有拓
荒精神、奋发有为的天津人。如今，
由天津出
版传媒集团旗下天津教育出版社联合天津海
河传媒中心李家森工作室倾力打造的同名图
书《赶大营》，通过《万里戎机》
《西出阳关》
《商
业传奇》
《百艺进疆》
《驼铃声声》
《丝路新梦》
六个篇章，以融通历史与现实的笔法，以多位
专家学者解说与馆藏史料印证的形式，生动
反映了近代数百名天津杨柳青商人随军进疆
拓商、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艰苦历程，再现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既有地理的广度，又
有历史的深度。
书中除了保留了纪录片的精彩内容，还
增加了大量口述历史、独家采访和珍贵档案，
特别是重点呈现了片中未展示的珍贵图片资
料，将 140 多年前“赶大营”波澜壮阔的传奇
故事，全方位、全景式、生动形象地呈现于读
者面前，彰显了津门文化魅力，
激发了家国情
怀，进一步树立爱祖国、爱家乡的民族自豪
感，让历史映照现实，
鼓舞和激励当代天津人

续写新时代的传奇故事，也让更多人了解天
津人怀揣梦想、走向远方的开拓创新精神。

讲好天津故事 让世界了解天津
研讨会上，与会者认为，
“赶大营”
是天津
人的一次壮举、一部史诗，
彰显着天津人独特
的精神内核。清末，渤海之滨的天津杨柳青
人不畏艰险，挑担步行，或只身一人、或携家
带口，徒步万里，随军远赴西陲边地，为军队
提供补给，同时还为左宗棠大军运输军粮和
弹药。西定新疆之后，天津人“赶大营”的步
履不停，一代又一代地走向新疆，为繁荣边
陲、文化融合、民族团结作出贡献。以“赶大
营”
的天津商人为桥梁，
当时已经高度国际化
的商贸城市——天津，与新疆同步分享着全
球工业文明的成果，并把西域之境——新疆

纳入了全球贸易的体系之中。现在，新疆仍
有“大营客”的后代近 60 万人。
“赶大营”的故
事里写满了天津人的精神——有情有义、开
拓创新、家国情怀。
与会者表示，此次，
纪录片同名图书出版
发行，为弘扬和传承
“赶大营”
精神，
彰显文化
自信，再添一部精品。这是一部激励天津人
砥砺奋进的生动教材，也是一个值得拿到世
界上去讲的天津故事，能为海内外更多人了
解
“赶大营”
、了解天津和中国，
提供一条新的
通道。期待天津出版界、文艺界推出更多更
好的作品，讲好天津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让
天津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天津。

用影像致敬历史 把画卷献给人民
天津人“赶大营”，是与“闯关东”
“ 走西

口”
“ 下南洋”一样规模宏大、气壮山河的移
民史诗，也是一曲求变图存、追求美好的奋
斗凯歌。说起从 2002 年第一次听说“赶大
营”的故事到 2015 年开拍纪录片《赶大营》，
再到如今看着新书出版，李家森激动地说：
“我们身处的国家和时代，是发掘不尽的富
矿，纪录片是我们在用影像为时代立传。而
《赶大营》这本书，正是我们通过纪录片的形
式，尝试打捞出中国历史和天津故事之吉光
片羽的小小成果。”
李家森表示，我们记录故事，既是致敬历
史，也是向后代骄傲地诉说，
“一百多年前，天
津商人怀抱着开放和热情，把传统手艺、文化
习俗、工业文明，连同着火热的生活、生命的
温情，都安放在了新疆，共同呼吸，生长交融，
启幕一段百艺进疆的旅程。我们希望大家能
从‘赶大营’的故事中感受到人的生命、呼吸，
感受到光、美和伟大的希望与开拓。”
记者看到，现场首发的《赶大营》新书有
两种装帧形式，一种为精装图书配 U 盘，采用
彩色印刷，图文互现，U 盘收入全部高清版六
集纪录片，视听交融，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
一种为整体函套设计，精美的书函内除了精
装图书与 U 盘，还有一幅 8 米长的由画家杜
明岑手绘《赶大营风云录》长卷等比例缩印的
画卷。
多次追寻“赶大营”的足迹赴西北写生的
杜明岑讲述了自己的家乡情结、爱国情结、翰
墨情结。他介绍说：
“ 画月牙泉的时候，气温
40℃，我带了三支钢笔换着用，放在地上的钢
笔拿起来跟火筷子似的烫手，我就在钢笔上
裹着纸巾坚持画。画完月牙泉，我基本处于
休克状态，躺了二十多分钟才缓过来。写生
过程危险很多，很苦很累，但是把画卷献给人
民，我很快乐。”

国足公布集训名单

于根伟追忆老友张恩华 迎战大连人就要硬碰硬

武磊回归打造锋线冲击波

津门虎队做好苦战准备
“津门虎队联赛第一轮输给上海海港队
后，
张恩华给我发微信，
告诉我千万别着急，
队
伍需要时间慢慢成型，一定要多鼓励队员，我
们俩还聊了几句。4 月 29 日我们和长春亚泰
队比赛，前一天晚上教练组开会到很晚，散会
之后看到他发的庆贺生日的朋友圈，
我还把照
片点开、拉大，专门端详他乐得特开心的样
子。和长春亚泰队比赛那天，
我下午听说他出
事了，
感觉特别难以相信，
人都有点恍惚，
球队
出发去赛场那一路上是什么情况，
现在想想都
印象不深……”
昨天，
中国足坛名宿、
前国脚张
恩华的追悼会在大连举行，今天，
津门虎队的
中超联赛第 4 轮对手，正好又是大连人队，所

今日 17:50 中超联赛第 4 轮 大连人 VS 津门虎 TJTV-5 直播
以谈起今天的比赛，
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很
自然地又想到了老战友、
老朋友张恩华。
同是 1996 年国奥队的成员，于根伟和老
队友们组织起来，共同在张恩华的追悼会上
向他敬献了花篮。近几年共同解说比赛、共
同踢老甲 A 联赛，于根伟和张恩华见面的机
会比较多，所以于根伟说，直到现在，张恩华
在他的印象中都是鲜活的，
“不知道我们和大
连人队比赛的时候，大连人队会不会发起向
张恩华默哀的环节，假如有，我们队一定配

近日，
《青春有你 3》打榜“倒奶视频”事件不仅让栏
目“如愿以偿”地登上热搜，在相关舆论持续发酵引发众
怒的同时，也引起国家网信办的高度重视。其中，在“整
治网上文娱及热点排行乱象”专项行动中，将重点整治
互联网盲目模仿、低俗恶搞、内容涉黄、浮夸出格等各类
低俗化、娱乐化炒作乱象，严厉打击各种以吸引眼球、追
求流量为目的的违法违规和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原则的
网络行为，严厉打击网站平台炒作违法失德人员、劣迹
艺人行为。
为明星打榜投票，始发于 2004 年湖南卫视举办的
《超级女声》，当时因为网络并不发达，只是采用短信投
票的方式进行。十几年间，这种方式时常有暗箱操作等
现象发生，被人诟病。现如今，一些青少年“粉丝”被资
本所绑架，
“倒奶视频”
则成了引发众怒的导火索。
在网上流传的视频里，几位中年人围坐在沟渠边，
一边说笑，一边将一瓶瓶牛奶包装撕开，只留下瓶盖，将
瓶内的牛奶倒进沟渠里……为什么他们要倒牛奶呢？
一些选秀选手的“粉丝”为了给偶像打榜投票，疯狂购买
赞助商的饮品。这一非常明显的浪费行为当即引起众
怒。现在“饭圈”的突出乱象主要表现就是一些组织群
体为了自身利益诱导青少年无底线追星，造成的结果是
这些青少年在网上谩骂、互撕，包括人肉搜索、造谣攻
击、不当消费。打榜的乱象充斥着金钱和戾气，形成了
不良网络文化，也误导和侵蚀了青少年的三观，引起广
大家长的忧心、
痛心，以至痛恨。
为何一些靠作品走红的演员会主动回避“饭圈”，而
依赖“饭圈”的却是那些没有作品的所谓“流量明星”？
靠“粉丝”花钱买数据才能走红的“流量明星”还是明星
吗？那些靠演技和实力说话的演员断不趟这摊浑水。
随着资本的大规模介入，网络上选秀节目频出，越来越
多的后援会引导“粉丝”花钱来证明“爱意”，用虚假的数
据保持“人气”，用打榜表示“支持”……这使得追星蒙上
了一层浓浓的铜臭味，资方、制片方与明星经纪公司疯
狂盈利的背后，留下了一地鸡毛。整治，已经刻不容缓。

合，大家一起哀悼他。”
昨天苏州的气温飙升到了36摄氏度，
刚过
立夏节气，
江南的湿热已经初见
“峥嵘”
。津门虎
队把训练安排在了17:00进行，
也是为了和今
天18:00的比赛更加贴近。综合停赛、
伤病等
因素，
津门虎队对今天比赛的人员安排，
已经制
定了不同的预案。另外今天比赛最大的变数可
能来自天气，
气象预报显示今天苏州有中雨，
假
如真是一场
“水战”
，
相应的战术打法也需要调
整。不过再合理的战术打法，
想要成功贯彻，
首

先考验的还是球员们在场上的执行力，
所以和
大连人队的比赛，
暂且不前瞻结果，
通过自我对
比，
从细微之处发现队员们的进步和不足，
也是
教练组非常看重的。
昨天，大连人队发布了这场比赛的海报，
何塞、于根伟两名主教练同时出现在画面中，
“一寸光阴一寸津”
的主题和背景中 1997赛季
何塞、于根伟并肩作战时
“年轻的模样”
，
属于
“黯淡了刀光剑影”
的柔和处理方式。虽然截
至昨晚津门虎队尚未发布赛前海报，但是据
了解，他们选择的主题，也是两队携手共进的
“有情”
派。
本报记者 顾颖

本报讯（记者 赵睿）昨天，中国足协公布了新一期中国队
集训大名单，队伍 15 日在上海集结，备战将于 5 月 30 日至 6
月 15 日进行的 40 强赛第二循环比赛。
本期国足的集训名单为：
守门员颜骏凌、
曾诚、
刘殿座、
董春
雨；
后卫张琳芃、蒋光太、于大宝、李磊、王燊超、李昂、唐淼、明
天；
前卫蒿俊闵、
金敬道、
吴兴涵、
吴曦、
尹鸿博、
张稀哲、
池忠国、
李可；
前锋武磊、
艾克森、
阿兰、
韦世豪、
费南多、
张玉宁。自去年
年初李铁接手中国队以来，
球队在近 1 年半时间里已先后组织
了6期集训。李铁通过这些集训、
8场热身赛及新赛季中超联赛
前3轮比赛的考察情况，
从40强赛大名单的球员中遴选出26人
参加本期集训。
算上武磊，本期中国队集训名单中共有 6 名锋将，借助
主场优势，强攻抢分的用意格外明显。虽然费南多、蒋光
太、李可 3 名入籍球员缺席了本年度已结束的 2 期集训，但
他们的个人能力仍为教练组所看重，或将成为中国队三条
线的重要依靠。

女子冰壶世锦赛落幕

中国体操队初定 26 人奥运集训大名单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随着 2021 年全
国体操锦标赛暨东京奥运会选拔赛在成
都落幕，中国体操队的 26 人奥运集训大名
单已初步确定。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
管理中心主任缪仲一表示：
“ 只要你愿意，
只要有实力，国家队的大门永远打开。”
根据《体操项目 2021 年东京奥运会运
动员选拔办法》，在坚持“公正、公平、公开”
选拔原则的基础上，科学、民主地选拔出最
有夺金实力、最具竞技状态、最佳团体配置
的参赛阵容，保证国家利益最大化、夺金概
率最大化和夺金效率最大化，保证完成比
赛任务，人员选拔由比赛选拔和综合评定
两个方面构成。除本次全国体操锦标赛，
男队和女队在 6 月和 7 月还将有两次选拔
测验赛。据缪仲一介绍，在体操项目备战

东京奥运会选拔领导小组会议上，一份包
含男子 12 人和女子 14 人的东京奥运会集
训大名单已经出炉。其中，女队包括两名
在省队训练的选手——安徽队何骊澄和广
东队孙欣怡。
据悉，此次集训大名单由全锦赛全能前
八名以及单项高手组成。按照东京奥运会
比赛技术规程，奥运会体操资格赛第一场比
赛开赛前 24 小时，由前线指挥的国家体育
总局体操中心领导、国家体操队主教练及
男、女教练组集体商定并报中国代表团批
准 ，确 定 最 终 参 赛 名 单 ，即 男、女 团 体 各 4
人，男、女个人单项各 2 名。新科全锦赛女
子个人全能冠军芦玉菲表示：
“ 上一届奥运
会因为伤病错过了，这一届奥运会希望自己
可以抓住机会。”

中超第 4 轮苏州赛区激战两场

申花幸运平河北 国安平稳赢武汉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中超联赛第
4 轮苏州赛区进行了两场比赛，河北队与
上海申花队 1:1 战平，北京国安队 2:0 战
胜武汉队。
河北队在和申花队的比赛中取得了
非常好的开局，开场仅 5 分钟，就由胡人
天取得进球。这是天津球迷熟悉的胡人
天从 2018 年加盟河北队以来，代表球队
在中超赛场的首粒进球，距离他自己上
一次中超进球，已有三年多了。随后，河
北队一直保持着一球优势，下半时补时 5
分钟，河北队希望努力将比赛时间拖延
到完场保住胜果，为此甚至换下了首发

门将池文一，但是没想到因为拖延时间，
主裁判给了更多 的 补 时 时 间 ，补 时 到 第
9 分钟时，申花队获得任意球机会，阿德
里安一脚扳平了比分。哪怕是平局，但
河北队 4 轮过后 2 胜 2 平保持不败拿到
了 8 分。
北京国安队 2:0 战胜武汉队的比赛
打得没有太多悬念。开场 4 分钟，张玉宁
制造点球，巴坎布主罚命中。下半时刚开
场，巴坎布又在运动战中实现梅开二度。
联赛开局不利的国安队，一方面最近连续
因为各种原因减员，另一方面倒也稳住了
阵脚。

瑞士队成功卫冕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昨天，2021 年世界女子冰壶锦标
赛在加拿大卡尔加里落下帷幕，瑞士队在冠军争夺战中以
4:2 战胜俄罗斯冰壶协会队，蝉联女子冰壶世锦赛冠军；美国
队在三、四名决赛中以 9:5 战胜瑞典队，
获得铜牌。
半决赛中，瑞士队以 7:3 力克美国队，晋级决赛。俄罗斯
冰壶协会队此前则以 11 胜 2 负的成绩名列循环赛第二，并在
半决赛中以 8:7 险胜瑞典队，
从而与瑞士队争冠。决赛打得十
分胶着，
上半场结束时，
瑞士队以 3:1 占先。下半场前两局，
双
方互交白卷，直到第八局，俄罗斯冰壶协会队才拿到 1 分。第
九局，
瑞士队控制住局面，
并在第十局拿下 1 分，
最终以 4:2 击
败对手。这是瑞士队历史上第 8 次获得女子冰壶世锦赛冠军，
虽然落后于加拿大的 17 冠，
但瑞士队在最近 7 届世锦赛里，
拿
下 5冠，
成为当下女子冰壶世界头号强队。
本次女子冰壶世锦赛共有 14 支队伍参加，比赛前六名进
入复赛并直接晋级北京冬奥会。经过此前循环赛的争夺，瑞
士、俄罗斯冰壶协会、瑞典、丹麦、美国和加拿大队进入复赛且
拿到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中国女队凭借东道主身
份自动获得北京冬奥会入场券。

■《鲜花盛开的山村》
第 30、31 集 李晓雪和苗
志强的饭店正式开业，晓
雪故意宣布自己与志强订
婚，引晓春误会。由于缺
少资金，工人都陆续离开
工地，李矿长和小算盘趁
机将工人招到铅锌矿上
班。鲜花困于资金短缺，
召开会议，请求大家可否
用村里公用地抵押贷款，
这时，村里的村民来找鲜
花，主动交出自己的房子
和土地给鲜花贷款，鲜花
心中感动不已……
天津卫视 19:30

■《金 婚 风 雨 情》第
17—19 集 舒曼和耿直都
回了北京，舒曼工作有了
着落，可是耿直闲着，一家
五口挤在一间小屋里。耿
直发现一间闲置仓库，楚
建答应了让他们一家住，
耿直把大仓库收拾出来，
舒曼气得要死，可最后还
是搬了进去。这时一家矿
山发生事故，送来一批伤
员抢救，楚建忙晕了，就让
耿直帮忙，耿直把一批专
家调了回来，局里领导很
感谢耿直，决定为他安排
工作，不料批下来的却是
警告处分，就因为他擅自
调回几个医生。一波未
平，耿玲带着小周回来，也
住在仓库，被反对女儿和
农村小伙结婚的耿母知
道，赶来臭骂耿直，捎带着
又把舒曼挖苦一顿……
天视 2 套 18:25
■《婚姻时差》第 35、
36 集 澄海置业叠峰阁四
期开盘火爆，回款 3 亿多
元 ，澄 海 终 于 走 出 困 局。
吴婷约晓菲见面，谈及自
己对婚姻的感悟，并希望
晓菲以后能照顾好李海。
吴婷把李海的喜好等都告
诉给了晓菲，晓菲心情复
杂。李海重新拟好离婚协
议来找吴婷，两人各自承
认在婚姻中的失职。李海
向吴婷说对不起，吴婷伤
心流泪。李海收集了一些
关于古建筑的资料，作为
送给吴婷最后的礼物，帮
助吴婷完成制作纪录片的
梦想……
天视 4 套 21:00
■《今日开庭》圈内小
有名气的歌词家张鑫与欢
乐影业集团签订影视剧主
题曲歌词创作合同。张鑫
在合同期内，将自己创作
的歌词发送给欢乐影业，
在收到一个点赞表情回复
之后，迟迟得不到明确答
复。临近合同到期，欢乐
影业集团告知作品被毙，
且拒绝支付尾款，张鑫以
欢乐影业集团拒不履行合
约为由，将其告上法庭，这
起案件，到底谁是负有责
任的一方呢？
天视 6 套 18:00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 场 ：鲜 花 盛
开的山村（30、31）
天视 2 套（103）
18:25 剧 场 ：金 婚 风
雨 情（17—19）20:45 艺
品藏拍
天视 3 套（104）
17:40 剧 场 ：进 错 门
的 女 人 (20、21)19:20 剧
场 ：兵 临 村 下 (10—13)
22:15 剧 场: 铁 核 桃 之 无
间风云(33、34)
天视 4 套（105）
21:00 剧 场 ：婚 姻 时
差（35、36）
天视 5 套（106）
17:50 直 播:2021 年
中超联赛第四轮 大连 VS
天津
天视 6 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法 眼 大 律 师 20:10 百 医
百顺 21:00 二哥说事
天津少儿（108）
20:03 多 派 玩 儿 动
画《熊出没之探险日记》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