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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天博活动丰富多彩

倾听“文物声音”感知“历史温度”

“冰基金”公益健身迎冬奥市青少年足球冠军赛落幕

■本报记者刘茵

在第 45 个“国际博物馆日”期
间，天津博物馆为观众准备了形式
多样的活动，让更多观众感受历史
文化的魅力。

文物特展展现中原多元文化
由天津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联合

主办的《中原瑰宝——河南出土夏商
周文物特展》日前在天博开展。此次
展出的180件展品以青铜器为主，辅
以陶器、骨器、玉器、石器。从衣、食、
住、行各方面展示中原夏商周时期的
社会生活面貌，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
多元文化的博大精深。
记者走近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

宝——王子午鼎，发现这是一件春
秋时代的圆鼎，它造型灵动，花纹精
美。据策展人黄娟介绍，它是中原
楚文化青铜礼器的代表，气势恢宏，
艺术价值极高，鼎内鸟篆体铭文，书
体纤秀隽美，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新郑郑公大墓和郑国宗庙祭祀

遗址出土的成组青铜礼、乐器也格
外引人注目，它们不仅彰显了郑国

作为春秋小霸的实力，还为周代礼乐
制度提供了直观物证。

“文博讲堂”解读华夏文明
为深入解读《中原瑰宝——河南出

土夏商周文物特展》内容，“文博讲堂”同
步启动。22日上午，河南博物院副研究
馆员陶亮走进天博，从策展人角度介绍
展览相关内容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

夏商周时期，三代王者居于河洛之
间，政治文化因袭。武王伐商，为了实现
对原来商人广袤地域内的有效统治，周
人实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并以洛邑为中
心，形成大量封国。周人以分封制和宗
法等礼乐制度来区分华夷，提出了思想
文化上的认同感。到了东周时期，王室
衰微，各诸侯国势力崛起，中原地区成为
各诸侯国竞相角逐的战场。主讲人陶亮
以珍贵文物为主线，串联起在中原大地
上发生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故事，为观众
还原了华夏文明的精神内核。

文创产品“上新”促进文旅融合
在充分利用馆藏文物资源的同时，

天博创作出了众多兼具创意与实用的文
创产品，展现了天津独特的城市历史文

化风韵。目前，天博的文创产品已达
400余种。天博在“国际博物馆日”当天
首次推出的“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图
玉壶春瓶雪糕”和“翡翠蝈蝈白菜雪糕”，
一经面世立即跻身“网红”行列。
天博“镇馆之宝”乾隆款珐琅彩芍药

雉鸡图玉壶春瓶是该馆的“流量担当”，
此次推出的同款雪糕，糕体元素保留了
瓷器上一对雌雄雏鸡栖息于山石上的形
象，盛开的芍药绽放在一旁，精雕细刻、
线条流畅，高度还原了玉壶春瓶本身的
样子。“翡翠蝈蝈白菜雪糕”以文物为原
型开发而成，白菜与蝈蝈鲜活灵动，栩栩
如生。
天博文创部负责人魏鹤告诉记者：

“两款‘文创雪糕’推出以来吸引了众多
游客来场馆‘打卡’，我们希望以一种创
新的方式使文物‘活起来’‘走出去’，以
多元的形式将文物展现在观众面前，多
方面地展现历史文化的魅力。”
为了迎接建党100周年，天博推出

了40余种红色文创产品，包括服饰、益
智玩具、生活用品等种类。魏鹤说：“我
们要用好用活天津红色文化资源，通过
开发的红色文创产品回顾党的历史，传
播党史知识。”

王子午鼎 文创雪糕

由市体育局和市教委主办，天
津举重摔跤柔道跆拳道运动管理中
心承办的“2021年天津市青少年中
国式摔跤锦标赛”上周末在天津人
民体育馆举办。 摄影 孙家旺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22日上午，由
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陈一冰体育教育专
项基金、天津市和平区体育局、天津市和
平区五大道管委会共同主办的“益”起运
动、“都”会健康——冰基金迎冬奥大型
户外公益全民健身活动（天津站）启动仪
式在民园广场举行。
“冰基金”是由陈一冰捐赠发起的在

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下设的体育教育专

项基金，于2020年12月18日成立。本
次全民健身活动将首站放在天津举办。
“‘冰基金’积极筹备这次公益健身活动，
希望能够引领群众积极、健康地参与体
育运动，为即将来临的北京冬奥会助
力。天津是我的家乡，回家的感觉特
别好，一切都非常熟悉。”谈及对未来
的计划，陈一冰表示，希望能在天津做
更多公益活动。

“回家的感觉真好”，这是昨天天津
津门虎队球员李想傍晚训练结束后的
一句感慨。4月22日新赛季首轮，他在
与上海海港队的比赛中鼻骨粉碎性骨
折，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前
天假期后球队首练，到场助威的球迷
们看到了他的身影，就在疑问：“李想
有没有去做手术？”昨天，依然有球迷
“放不下他的鼻子”，大家的这份关爱，
让从天津足球青训体系中一路成长起
来的李想，感觉特别温暖。
“现在自我感觉鼻子没啥问题，我

就没太理会，当初在苏州的医院，医生
跟我说试着帮我手法复位，如果后续
感觉可以的话，也就这样了，如果不
行，还得手术，我现在感觉没什么不
好，鼻子看上去也没特别歪，我打算就
这样了，假如做手术，住院起码就得一
周，我们训练任务那么重，实在耽误不
起。”能够听得出，起码李想自己的主
观愿望是，可以把他从津门虎队的“伤
号儿名单”中删除了，而作为一个集
体，惦记每个人的各种细节，却是一项
长期的工作。
前天是球队开练第一天，队务

刘璐璐和郭飞相互提醒，抽空订了
一个生日蛋糕，昨天上午送到球队
下榻的酒店，全员利用午饭前的时
间，给助理教练张朝松过了生日。问
刘璐璐球队下一个过生日的是谁，他

很快回答是助理教练张力，时间是6月
23日，只不过到时候球队又回苏州赛区
了，那一天，是与北京国安队进行联赛第
6轮比赛的前一天。队务的工作涉及球
队每天运转的各种细微之处，涉及全队
“47位先生”，刘璐璐和他的搭档郭飞每
天都在围绕“各种小事”转悠，记住每个
人的生日，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环节。关
于吃蛋糕、唱生日歌这件事，刘璐璐还有
个小感触——守门员教练王略是5月19
日的生日，那一天正好是球队的假期，队

里错过了为他庆祝有些遗憾，不过能在赛
季中碰巧回家过个生日，也是一件幸运的
事，只是王略和谢维军5月18日那天结伴
从无锡飞广州的过程实在曲折，航班延误
让他们在机场呆了超过10小时。

一个“47位先生”组成的新集体，
2021中超赛季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
努力，时间流逝，除了足球层面的相互磨
合，也磨合出了知己、家人的味道，想想
倒是一件“挺帅”的事情。

本报记者顾颖 摄影王健

本报讯（记者 申炜）由天津
市足球运动协会和天津市校园足
球办公室主办的天津市“足协杯”
青少年足球冠军赛，昨天在河北
区体育中心举行了闭幕式。

本次青少年足球冠军赛设立了
男子U7至U14、女子U10至U14
共11个年龄组别，吸引了全市范围
内171支队伍、2362名队员参加，历
时21个比赛日，总共进行了362场
比赛，参赛球员、比赛场次数量均创
造了历届赛事新高。

近年来，天津市足协努力健全
青少年足球培养体系，通过打造贯穿
全年的青少年足球“五大赛事”，为小
球员们提供实战锻炼的机会。本次
比赛为全市青少年球员提供了展现
自我的竞赛平台，为天津足球长远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 赵睿）中国男足
前锋武磊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1989/1990年龄段的这批队员处于
冲击世界杯的最好年龄。以他本人
这两年在欧洲踢球的经验，希望能
够给国家队带来一些帮助。
武磊是队内目前唯一的海外效

力球员，通过归来后参加的几次训
练，对主教练李铁的执教有了切身
感受：“节奏非常快，李导也和我们
强调，一定要把节奏提高。这样到
了正式比赛大家不管从技战术还是
从心态上，哪怕遇到不顺的时候都
能有很好的心态，也有自信心能够
把比赛打回来。”
在武磊看来，他自己现在正处在

最佳的年龄和状态，“这两年在欧洲踢
球，回来以后希望给国家队带来一些不
一样的东西。现在1989年这一拨球员
都在黄金的年龄和最好的状态，还有入
籍球员的加入，对我们球队来说是最好
的一次冲击世界杯的机会。”
谈起即将到来的40强赛剩余比赛

的目标，武磊说：“目标肯定是全力争胜，
期待进入12强。这不仅仅是我们球队
的目标，广大球迷其实也是这么想的。
特别是在主场的情况下，我们非常有信
心完成目标。”

另据中国足协相关人士介绍，中
国队的第一个对手关岛队昨天晚些时
候抵达上海，在入境相关检测全部合
格之后通过“闭环方式”前往苏州赛
区，进入“红区”后的生活严格执行与
外界隔离的要求。马尔代夫、菲律宾、
叙利亚三队按照事先与中国足协商定
的方案，计划本月底同坐一架航班从
上海入境，他们的入境检测、前往苏州
和入住“红区”后的方案与关岛别无两
样。按照“同进同出”的要求，40强赛
结束之后四支客队将一同离开。

图片新闻

“47位先生”磨合出了感觉

津门虎队新集体更觉温暖

笔下家乡事心中故土情
——著名画家卞国强谈后疫情生活题材创作

■本报记者翟志鹏

前日，由中国美协艺术委员会、天
津市美协主办，天津美术馆承办的“卞
国强笔下天津百姓后疫情生活画卷
展”在天津美术馆开展。在著名画家
卞国强笔下，后疫情生活天津人民热
闹祥和的生活场景跃然纸上。那平静
而又温情的笔触，使人很难察觉是出
自一位与病魔搏斗多年的画家之笔。
近日，卞国强在病房中接受了本报记
者的独家专访，在他平和的讲述中，记
者体会到了他对创作的初心和对家乡
的深情。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期，

在中国美协工作多年的卞国强恰好在
天津，当时的天津与全国各地一样，百
姓生活受到影响，很多商店关门，这种
奇特的感受使卞国强铭记在心。复工
复产后，身边的变化激发了他的创作
灵感，他说：“身边的小超市、菜市场、
早点铺，以往司空见惯，经过疫情的停
摆和复苏，一动、一静再一动的变化，
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所触动。”
卞国强为此创作的第一组画是

“开学了”。经过半年多的等待，全市
中小学、幼儿园于去年9月初开学。

卞国强看到了很多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使用各式交通工具把孩子送进校园，他
感到这鲜活的场景如果作为美术造型会
非常丰富。他就用小长卷的形式开始创
作，他说：“我画的就是每天身边活生生
的人，因为我希望我画的人是原汁原味、
不经过任何加工的，只有这样才是记录
这个时代最朴素的方式，这种朴素和真
实有一种力量。”
“开学了”画完后，卞国强又开始画

天津人的早点，天津的早市、夜市等，最
后画的是今年天津的春天。他说：“经过
这两个春天，今年的花绽放得格外好看，
百姓又开始踏春，在公园赏花、跳舞、晨
练。”卞国强表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抗击疫情，努力让百姓恢
复了常态生活，这本身就是最朴素、最真
实的，他的创作是想将来人们回顾这段
历史时，能看到当时真实的生活状态，这
就是他追求的现实主义创作视角。

记者了解到，卞国强创作这些作品
时仍处于治疗期，比健康时要付出更多
心血。对此，卞国强平静地说：“我画得
很顺手、很熟悉，当你不是为了名利，而
是想表达内心的时候，画画就会很快
乐。有人对我说‘你真有毅力，画了这么
多’，我想如果把画画作为一种精神追求

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多苦多累多单调，反
而非常快乐。”
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和

长年奔赴国内外写生的收获，以及丰富
的人生经历，让卞国强对艺术和生活有
着许多独到的感悟，他向记者谈起曾观
察和创作四季荷塘的经历：“我画四季荷
塘并不是画传统的荷花，而是想表现人
的生存状态。因为四季给人的感觉实际
就是人对生命的感觉。我从小受老先生
们的影响，从来都是从个人的感情和视
角出发去创作，而不是想卖多少钱、得多
少奖。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根基和
不停地磨炼，才自然而然地有了后疫情
生活的这些小画。”
2014 年，卞国强曾回津举办“胡

同·院子·日子——卞国强水墨画展”，
他告诉记者，那次展览展出的主要是他
前半生画的北京、长城的画，是他“在外
闯荡”的创作。而此次回津再办展览，
展出的是他笔下故乡的人和事。虽然
身在病房，讲话的语气还很虚弱，但谈
到故乡时卞国强还是难以抑制地动了
情：“我从小就在天津，我对天津是越
老越感到故乡情，我的画笔最后还是回到
了天津。我觉得这是挺欣慰的一件事，也
是我对家乡的一种回报吧。”

武磊：国足正处冲击世界杯好时机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 场 ：瞄 准

（23、24）21:20非你莫属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金婚风

雨情（50）20:45 最美文
化人

天视3套（104）
17:40 剧 场 ：麦 香

（12、13）19:20剧场：神枪
之倒刺(28—31)22:15剧
场:铁血独立营(18、19)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我们的

纯真年代（22、23）
天视5套（106）
20:15 中 超第 5 轮

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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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19:55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探险日记2》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瞄准》第 23、24
集钟表修理店，池铁城找
到了老爹：他需要改装加长
枪管以提高射程，这天下午
之前要完工。老爹拒绝了
他。但池铁城以做完后他
将与苏文谦和好如初的说
法动摇了老爹。就在这时，
却有顾客上门——来的竟
是紫舒。紫舒是来修怀表
的，老爹劝她考虑：这种老
怀表，修理费比买新的还
贵，划不来。紫舒却表示不
计代价。留下怀表，她开心
地离去。背后，池铁城悄悄
跟上了她。十年了，他随手
送的一块表，这个女人为何
还如此珍重？

天津卫视 19:30
■《金婚风雨情》第50

集 耿直夫妻追着看《金
婚》，并且拿对方和剧中人
物比较，两人为此发生冲
突。石菲菲则逼着季诚，问
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季诚
实话实说，两人了结了一段
夙愿。《金婚》终于看到了结
尾，舒曼觉得自己和耿直也
快到了金婚纪念日，让耿直
和孩子们说，自己也要搞个
金婚庆祝仪式……

天视2套 18:25
■《我们的纯真年代》

第22、23集 根本没回南
方的马晓建一直在背后盯
着，这一切包括王老板果
然都是他设的一个骗局，
只要把尤玲大钱骗到手变
现，那个王老板就会人间
蒸发，而尤玲签的都是非
法生意，告都没处告。他
下一步任务是获得尤玲的
资金底子，以便生意上开
出合适价钱。马晓建以叙
旧为名宴请刘青，尔后递
给刘青1万元和一张账务
名目，请她按单子将公司
的关键账目复印一份给
他。刘青不敢接这钱……

天视4套 21:00

■《最美文化人》他的
歌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他
演唱的歌曲耳熟能详，引人
共鸣演讲；他对生活乐观
开朗，知感恩；他对艺术热
爱执着，懂珍惜。他就是
歌坛的不老传奇，我国著
名抒情男高音歌唱家、歌
剧表演艺术家，中央歌剧院
国家一级演员，享有国务院
颁发“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
家”称号的李光羲……

天视2套 20:45

■《非你莫属》本期
的舞台上迎来一位“走哪
都下雨的雨神”，曾经走过
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
的他，今天寻求旅游定制
师的职位能否成功？

天津卫视 2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