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建军：“球迷们的支持，会让我们更努力”

那个“8号”回来了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第十四届全
运会篮球附加赛女子U19组昨天继续
在四川温江举行，天津青年女篮以
125：60战胜内蒙古队，取得附加赛四
连胜，提前一轮晋级全运会正赛，实现
了与天津男篮成人组携手进军陕西的
全运目标。
此次附加赛有天津、湖北、福建、北

京、上海和内蒙古6支队伍参赛，采取单
循环赛制，第一名晋级全运会正赛。
96：69 大胜北京队，天津队赢得开门
红。随后以93：79战胜福建、105：60轻
取湖北、125：60横扫内蒙古，豪取四连
胜后提前一轮锁定决赛入场券。四轮战
罢，天津队王镘淋和张建萍分列所有参
赛队员得分榜前两名，场均分别为32分
和23.3分。马卓和张建萍篮板占据前
两名，场均分别为13.5个和11.8个。

记者：时至今日，好多球迷都还记
得你退役告别仪式的那场比赛，是
2005年6月，为庆祝天津市与澳大利
亚墨尔本市缔结友好城市25周年的
“市长杯”赛，一转眼，你已经离开天津
足球一线队16年了，“再回来”有什么
特别的感触吗？
孙建军：可能外界看到于根伟，看

到王俊指导，看到我，会联想到传承，
不过我个人最大的感触是一种感谢的
心情，感谢在天津足球困难与机遇并
存的这个时间点上，津门虎队能够想
起我，能给我一个全心投入为天津足
球作点贡献的机会。这不是冠冕堂皇
的回答，可能球迷们设身处地站在我
的角度想，能理解我更多。
记者：虽然球队重新组建还不到

两个月，但是外界都能体会到，这两个
月你们经历了很多，具体到工作层面，
最大的感触又是什么呢？
孙建军：工作层面最大的感触是，

现在球队管理、运转的方方面面，和我
们当年很不一样，尤其我们队刚重新
组建起来，需要特别踏实、认真地把各
种工作做细致。就像在场上踢球，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职责一样，教练
组也有分工，分工的基础上又有沟通、
协同，相当于相互“补位”，比如在赛区
的一个月，我们天天就是看录像、研究
对手、作总结、制定训练方案、具体执
行，每天就是这样忙忙碌碌地过来，顾

不上想其他。
记者：跟大家说说你在队中负责的

具体工作吧。
孙建军：我的日常工作就是辅助张朝

松指导做训练执行，比赛日我负责带替补
球员热身，所以有时候场上发生的一些细
节，我都需要过后看录像才能知道。
记者：带替补球员热身，这项工作其

实外界是相对陌生，没有具体概念的。
孙建军：替补球员，很多情况下不是

因为能力不行，而是根据球队阵容的需
要、针对不同对手作出的安排。其实替
补热身不像有些球迷想的，就是让他们
“活动开”那么简单，热身的过程中，得对
他们做好思想引导，不断帮他们明了场
上的局面，还有上场之后的任务、需要解
决的问题，让他们的思想节奏、身体节
奏，都能和比赛节奏同步。大家都知道，
我们队起步阶段最大的短板是体能，保
持战斗力很大程度上需要靠换人来实
现，所以我们抓热身工作一直特别紧。
记者：在成为津门虎队助理教练之

前，你是泰达预备队主教练，包括曾经也
带过杨梓豪，这次回到真正意义上的天
津足球一线队工作，又是球迷们的老熟
人，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
孙建军：当年做球员的时候，我就一

直认为，我们和球迷是一家人，能够相互
理解、支持、帮助，大家与我们在一起，会
让我们更加努力。

本报记者顾颖 摄影王健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日下午，
在第十四届全运会女排青年组预赛
B1组第四轮的比赛中，天津青年女
排以 3：0战胜浙江青年女排，赢得
三连胜，三局比分为 25：16、25：16
和 25：11。天津队今日将对阵东道
主广东队。
在此前的小组赛中，浙江队接

连战胜重庆队、辽宁队和广东队，取
得三连胜。此役，天津队的首发阵

容为主攻刘美君、宋佳，副攻夏思佳、
高端，接应刘鑫，二传张馨月，自由人
孟婉婷。面对实力不俗的浙江队，天
津队从比赛一开始，就坚决贯彻用发
球带动球队拦防，抓防反机会的战术，
达到了很好的战术效果。
首局比赛，双方曾一度战至 10

平，此后天津队用发球有效冲击浙江
队的一传，多次抓防反机会得分，将比
分改写为 22：15，随着刘鑫二号位进

攻得分，天津队以 25：16 赢下首局。
第二局开局，天津队以6：0领先，中局
阶段继续扩大优势以18：10领先。随
着对手进攻出界，天津队以 25：16再
赢一局。第三局，天津队越战越勇，以
25：11赢下制胜一局。

赛后，天津青年女排主教练刘仁
德认为球队本场比赛在战术执行上做
得非常好，“赛前球队做了充分的准
备，从比赛一开始，队员们在场上都打
得很投入，很好地贯彻了球队赛前的
战术部署。通过三场比赛，球队也在
逐渐适应比赛的节奏和氛围。”

本报讯（记者 赵睿）亚足联昨天
确认了执法40强赛中国队所在小组
比赛的裁判员名单，6名裁判员（主裁
判和第4官员）、8名助理裁判员组成
裁判团队。40强赛不引入VAR协助
执法，判罚更多依托于裁判员自身的
业务水准及主观评判能力。
6名裁判员分别是来自约旦的

艾哈迈德·法伊萨勒·穆罕默德·阿
里、韩国的金希坤、沙特阿拉伯的
哈利德·阿尔图赖斯、阿联酋的阿
马尔·阿里·阿卜杜拉·朱马亚·阿
尔杰内比、新加坡的塔基、泰国的
西瓦功·布乌东。金希坤、塔基、西
瓦功曾多次执法过中国队或中超
球队的国际比赛，还曾来华执法过
多场中超比赛，中国队队员对于这
几位裁判员执法特点有所了解。
阿里、阿尔图赖斯也曾执法过中国

球队比赛，但仅限于亚冠，而且不是
主裁判，多数中国队队员对这两人执
法特点相对陌生。
与中超比赛有VAR回看不同，40

强赛不引入视频助理裁判，因此无论
裁判员作出何种判罚，球员必须无条
件服从，不能纠结判罚结果。据悉，如
同中国女足参加奥预赛附加赛第二回
比赛时一样，会有裁判界权威人士进
驻苏州赛区，为中国男足提供业务支
持，帮助队伍把所有精力都专注于比
赛之上。
经过24日的休整，25日中国队上

午重新回到了训练场上，随着首场比赛
的临近，训练有了很强的针对性，提升射
门精准度是重要内容。这是李铁挂帅一
年半来中国队最齐整的一次，合照是名
副其实的“全家福”，中国队三大队长分
别是吴曦、蒿俊闵、于大宝。

时间倒退到3月30日，重新集结的天津津门虎队在奥体中心体育场外场首练，到
场的球迷一下子就在队伍中发现了孙建军的身影——天津足球历史上最好的前卫球
员之一，那个征战职业足球联赛屡立战功而被大家熟悉的“8号”回来了。转天3月31
日，是孙建军48岁的生日，在48岁这一年，他也开启了自己一段新的足球生涯。

40强赛不用VAR 裁判员有“熟脸”

全运会女排青年组预赛天津队三连胜

天津青年女篮
提前一轮进军全运会正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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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艺原创话剧《上甘岭》精心打磨后再度开启巡演

演绎舞台党课重温“上甘岭精神”

红色津沽唱响百年华章

■本报记者刘莉莉摄影姚文生

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原创
话剧《上甘岭》将于6月19日在津上
演，开启该剧第三轮巡演。这部精心
制作且再次经过打磨提升的作品，将
以平凡人在战场上成为英雄的故事，
致敬先烈，重温“上甘岭精神”，于建党
百年之际演绎舞台党课。
该剧以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

烈的上甘岭之战为背景，情节根据
真实历史事件及老兵口述史进行改
编还原和艺术提炼。由表演艺术家
黄宏担任艺术总监、编剧及主演，天
津人民艺术剧院出品、演出，李东、
刘忠魁担任制作人，国家话剧院导

演李任执导。
电影《上甘岭》是广为人知的经典之

作，话剧《上甘岭》也呈现出了自己的特
色。导演李任介绍说，我们以上甘岭战
役中的坑道为主场景，以炊事兵老马为
主线，还有一个女卫生兵、一群战士，同
时也设置了另外一个不速之客：一个意
外被俘的美国人。这样形成了一个比较
完整的坑道里的众生相。在断粮断水、
弹药缺乏、与组织失去通讯联络的坑道
内，这些人，或是稚气未脱的孩子，或是

初为人父的家中顶梁柱，但都有着最朴
素的想法，就是哪怕牺牲在战场，也是为
了亲人们今后的好日子。我们用接地气
的台词，表达无惧生死的信念、战场的紧
迫、牺牲的悲壮。
通过排演此剧，“上甘岭精神”感染

着剧组全体。李任感慨道：“一个老兵的
访谈录里面说道，我们过江的时候唱两
首歌，一首是《志愿军军歌》，另外一首就
是《共青团员之歌》。看着远远的、一望
无际的行军队伍过江而去，又有几个人
能活着回来？”从建组排练到搬上舞台，
剧组一直学习并秉承着“上甘岭精神”。
2020年赴青岛演出途中，青岛当地出现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突如其来
的情况之下，大家没有慌了阵脚，而是
如往常一样，坚守戏比天大的舞台信
仰，剧组也作出了妥当安排。而后的
演出顺利且成功，收获了当地观众长
时间的掌声。
此次津门演出，是该剧第二次在天

津大本营上演，也是剧本提升后的首次
亮相。剧目相关负责人表示，原创话剧
的剧本创作是重中之重，首演至今该剧
演出了49场，主创、演员们在演出过程
中边演边改。相比此前，此次在天津的
演出从剧本故事、内容上进行了再次修
改调整，故事更精彩，节奏更紧凑。同
时，演员们也在经历多场演出后，更深刻
地理解角色，体现集体感。

■本报记者张钢

从上映首日便以60.5%的排片占比
拿下超过3亿元票房，到上映5天接近
10亿元大关，备受期待的《速度与激情
9》依然在电影市场上展现出强大的势
能。而在“吸金”的背后，该片却遭遇网
友集体吐槽，在专业电影网站中的评分
中，豆瓣5.6、猫眼7.8、淘票票7.9的低评
分，与其票房形成鲜明对比。引发“速激
迷”们不满的是该片离谱的剧情——“速
度尚在，激情全无”。

2009年的《速度与激情4》首次登
陆中国电影市场，虽然最终票房仅收到
2747.8万元，但片中激烈的赛车场面与
展示出的浓浓亲情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此后，“速激”系列片在国内人气日益高
升，在2015年的《速度与激情7》中票房
攀升到24.23亿元，2017年上映的《速度
与激情8》达到顶峰，票房达26.7亿元。
2001年首部影片公映后，20年来“速
激”已成为票房与口碑非常成功的系列
片，而片方的创新乏力与观众日益增高
的欣赏要求产生矛盾，这也成了《速度与
激情9》口碑崩塌的核心原因。

作为一部主打视效和场面的爆米花
电影，观众不太在意“速激”系列片剧情
中的细节，但《速度与激情9》离谱的设
计的确让人有“失智”的感觉。最离谱的
太空飙车戏中，接上两根火箭推进器便
能把一辆破车飙上外太空，再由宇宙飞
船接回，这种违背科学常识的情节，近乎

科幻片的浮夸戏份，令人难以接受；作为
一部惊心动魄的动作片，需要观众担心
角色的安危，牵挂角色的命运，跟着角色
历险，那种命悬一线的紧张刺激，那种生
离死别中的动人情感，该片都没有展
示。片中不光没有主角离去，反倒是莫
名其妙地强行复活了曾经死去的角色，
令人匪夷所思。
“只要还能挣钱，续集就能接着

拍”。遵循商业规律没有错，错的是在无
法将故事创新时，抛弃剧情的逻辑性、合
理性，不能再次给观众带来惊喜时，仍要
为了挣钱而去拍摄。榨干这个IP最后
剩余价值的方式，正在伤害观众的心，众
多影迷对该系列片的感情再深，也不免
有了被敷衍糊弄的失望感受。该系列片
一直以两年一部的速度在推出，但其当
年营造出的激情却消失殆尽。

对于影迷来说，无论是“星战”还
是“碟中谍”“速激”等系列片，之所以
还是选择一直看下去，都是因为有着
当年看片时的情怀，随着审美疲劳的
产生，以及日渐求新的要求，都会促使
片方从编剧到主演不断进步，去满足
观众更高的需求。但 IP 寿命是有限
的，如今这些系列片或多或少都出现
了剧情的“天花板”，昔日不爱较真的
观众们也开始在计较故事的逻辑与合
理性。口碑对影片的影响客观存在，
想必明年公映的完结篇《速度与激情
10》已经让主创们压力倍增，要尽最大
可能去避免烂尾的结局。

速度尚在激情全无回顾党的奋斗历史
展现人民美好生活

“诗书画印”
京津冀巡展启动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由北

京市西城区图书馆、天津市河东
区图书馆、河北省唐山市图书馆
联合开展的“初心如磐 砥砺未
来”庆祝建党100周年“诗书画
印”京津冀巡展天津河东站启动
仪式，昨日下午在河东区图书馆
嘉华中心馆举行，我市书画家及
书法爱好者现场挥毫泼墨，交流
切磋。

巡展以“回顾党的奋斗历史，
展现人民美好生活”为主题，旨在
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爱党
热情，引导人民群众深入学习党
的历史，领悟党的精神谱系，在新
时代有新担当新作为，共同续写
美好生活新篇章。

本次展览通过诗、书、画、
印等多种形式，以诗言志、以书
感怀、以画寄情、以印言事，充
分展现三地党员群众对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伟大成
就的欣喜之情。

该展览也是河东区图书馆党
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
之一，将持续展出至6月25日。 娱乐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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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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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8
集野战军司令部，先头纵
队回报，已经做好了备战
准备。司令员还犹豫着，
因为他还寄希望于唐思远
那边能顺利投诚。正在这
时，最新的水情报告送了
过来，报告显示，荆江洪峰
48小时内便会到达。司
令员一直就在担心，衡州
城里的衡江大堤直接关系
着数百万江南民众的性命
安危，一旦衡江大堤出事，
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必
须要将衡江大堤掌握在自
己手中。如今他已经不能
再等了！司令员下令，凌
晨，先头纵队必须发起攻
城战……

天津卫视 19:30
■《一生只爱你》第

6—8集 安宝贵经常去小
青住的地方给小青帮些忙
干点活儿。小青留宝贵吃
饭，宝贵结结巴巴说自己想
要娶小青。小青听后不让
宝贵再说了，小青说她知道
宝贵是个好人，但是自己的
情况宝贵不了解。宝贵说
他知道小青有孩子，但是自
己不在乎，肯定会对孩子好
的。小青听后说不是的，她
这辈子再也生不了孩子了，
宝贵听了之后也是明显地
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小
青会是这么个情况……

天视2套 18:25
■《我们的纯真年代》

第26、27集 尤玲决定用
积累的资金开拓新市场，
创办“大众食品”连锁店，
集中管理，分散经营。但
各种问题接踵而来，即便
连锁店如期开业，她的现
有资金也无法维持过试业
期，如果资金链一断，面临
的就是清盘倒闭。涂阳给
尤玲出了个主意，融资。
尤玲明白这是一着险棋，
也是唯一办法，她下决心
涉水，并找到了投资人常
胜利……

天视4套 21:00

■《模唱大师秀》天
津有着“歌唱家摇篮”的美
誉，海河水养育了一代又
一代的歌唱家，李光羲老
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本
期节目，我们要模唱的就
是李光羲老师演唱的歌
曲，相信一定会让您回想
起那些火红的年代和激情
燃烧的日子。

天视2套 20:45
■《今日开庭》我们

都说亲兄弟，手足情。然
而今天的原被告这对兄
弟，却因为老母亲的离世，
撕破了脸，闹上了法庭。
大哥认为弟弟占有了父母
大部分的财产，于是将弟
弟告上了法庭，要求平分
母亲的遗产。

天视6套 18:00

三年摘掉灾区帽子
张钦礼说：“只要我们老老实实

领着群众干，不搞人整人，兰考县委
新班子在焦裕禄同志的带领下，三
年时间一定可以领导人民改变兰考
面貌，恢复到1956年群众吃穿不愁
的水平。三年改变不了面貌，我们
自动辞职，不劳省委分配工作，回老
家种地去。”
焦裕禄感到张钦礼讲得得体到

位，无须赘言，便补充说：“我同意钦礼
同志的发言。不过我要再加上一句
话，三年改变兰考面貌是宽限，力争提
前。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开封县委书记周锡禄是焦裕禄的

山东老乡，又是南下战友，当年两人一
起调洛矿，又一起到哈尔滨学习和到
大连实习，看到他和张钦礼力保兰考
的执著劲儿，忍不住说：“老焦，老张，
我不是拔恁俩的气门芯，你们说三年
摘掉兰考这个老灾区的帽子，依我看，
累不死，也得脱三层皮！”
周锡禄开玩笑时不曾料到，自己

的女儿周建新，在焦裕禄故后嫁给了
他的长子焦国庆，使老乡、老同学又成
了亲家。这是后话。
周锡禄的玩笑话，令焦裕禄和张

钦礼热血冲顶。两人站起身说：“我们
宁愿累死和脱三层皮，也不愿把困难
转嫁给兄弟县！”
兰考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态度，令

何伟大为感动。这位翌年5月出任国
家教育部部长、体恤部属又极富人文
情怀的省领导，从兰考带头人身上，看
到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他不急于离

去，而是前往许贡庄看望受灾群众，到秦
寨看压碱，到张庄看封沙，一连看了八十
多个风口、沙丘和低洼盐碱地块。何伟越
看越有信心，提出县里解决不了的困难，
省委可以帮助解决。

焦裕禄斟酌有顷，谨慎提出：“封闭沙
丘，挖河排涝和安排群众生活，都需要一
些经费物资。请省里帮助兰考解决四十
万元经费。”战斗在抗灾一线的同志不易
呀！何伟见焦裕禄下了很大决心，才张口
要四十万元，慨然说道：“我马上汇报协
调，上级能解决更好，解决不了，我就是当
裤子、卖鞋、押袜子，也给你们凑够！”

瓜分兰考的动议消解了，省里拨的四
十万元也很快到账。县委研究决定，拿出
一半钱购买架子车等治沙工具下发社队，
另一半钱由蔺永沛副县长带有关部门人
员，前往四川、云南、广西等地购买粉条、
木薯片等代食品发给群众。癸卯早春的
兰考，温暖遍及城乡。

在大力解决县委领导层思想问题的同
时，1963年6月27日至7月1日，焦裕禄主持召
开了全县公社党委书记、社长和科局长会
议，传达地委座谈会和县委会议精神。焦裕
禄在会上提出：“我们制止灾民外流，不能光
靠‘扬汤止沸’，‘扬汤止沸’是暂时的，是治标
的办法。”

这一卦真算准了
说完尚先生又问，你再看，这喜

字，还像个嘛？小回又伸着头看了
看，说，像两个“七”。

尚先生说，这就对了，这喜字草
书的写法像“七七”，所以也就有了
七十七岁是喜寿的说法儿。

小回一吐舌头说，难怪都说呢，
太爷爷就是有学问！

尚先生叹口气说，但愿我这个喜
寿，能冲一冲喜啊！马六儿一直没说
话，这时一听，问，您这是嘛意思？

尚先生说，我这几天呆着没事，
在家里占了一卦，本来是不信的东
西，可这回，还真有点儿担心，倘真应
验了，可就又不是小事，说不定，咱这
天津又得死不少人哪！

少高掌柜的立刻说，您别这么说
半句留半句，听着怪吓人的。

尚先生说，这一卦是个坎卦，坎
属水，按说水是财，可从这一卦的卦
象看就不是财了，该是灾，要真是灾，
那就是水灾，这一次比头些年的那场
大水还大，恐怕是个大灾啊。

说着又重重地叹口气，看吧，天津
这回能不能躲过这一劫，还真难说。
来子说，咱天津是个福地，肯定能躲
过，再说让您这喜寿一冲，兴许也就过
去了。尚先生摇头说，难说啊。

尚先生的这一卦真算准了。这年
一进六月，连着下了几场大雨。海河
上游的水就像大潮一样灌下来，眼看
着两岸又平槽了。这时墙子河的水也
涨起来。城里人有了前些年那场大水
的经验，知道这水灾是怎么回事了，就

盯着墙子河。后来买卖铺户儿自发地各
家出人，轮流在河边值守，一有险情立刻
敲锣报警，众人就赶紧来河边护埝。来
子先是派了伙计，也去河边跟着值班，后
来不放心，干脆就亲自上了大埝。就这
样到八月，大水还是来了。这场大水果
然比前些年的那场水还大，一夜之间就
把天津的地面儿全淹了。“福临成祥鞋帽
店”的店铺也泡在水里。这次来子一点
办法也没有了。街上最深的地方已经一
丈有余，浅的也有半人多深。有钱的人
家儿出来撑船，小门小户没船，就把门板
卸下来，连洗澡的大木盆也用上了。
好在这几年，来子又把鞋帽店翻盖

了几次，已是青砖瓦房，在水里泡着，一
时半会儿还算结实。这时蜡头儿胡同
是回不去了，那边的水已到了胸口。来
子索性让铺子里的人都上了屋顶。在
屋顶上找了块平整地方，搭了两个窝
棚，暂时吃住都在房上。
尚先生已上了年纪，这时又孤身一

人，来子也接到屋顶上来，一块儿也有
个照应。尚先生摇头叹气说，这场大水
看着是天灾，其实也是人祸，日本人借
着海河上游涨水，一直在大清河、子牙
河、滹沱河和滏阳河的两岸故意决堤放
水，为的是把沿岸的抗日军队都淹了。

72 38 太后真容
华士终于理解了，中国人与西方

人对肖像画的意义定位不同。西方
油画强调画家本人在绘画现场的目
击写实，而中国人希望的是留存画主
最美好的状貌，视画像为一种永恒的
纪念乃至供奉品。容龄回忆录中还
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

柯姑娘每天给慈禧画像时间一
长，慈禧有些不耐烦了。她便让我们
（容龄、德龄）轮流穿上她的衣服坐在
宝座上，画脸的时候，她才去坐一会
儿，但有时连画脸的时候也要我们去
代替。因而慈禧的两张像都显得很年
轻，她认为很好，也很高兴。

哈，画一位七旬老妪却要两个少
女替她当模特，也只有为所欲为的慈
禧太后才想得出来这种主意！

其实，华士先生在写到“不要阴
影，不要皱纹”时，也不必加上那么多
惊叹号以示不满。本来嘛，雇主花重
金聘请画家来画像，当然希望把自己
画得年轻一些、“溢美”一些，这也是无
可厚非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主
张艺术家的个性和知识产权，而在当
时的中国尚未形成这些观念。

华士是专业肖像画家，其经验、技
巧、成绩、名气都在卡尔之上。他画了
一幅令中国主人们满意的“年轻的太
后”交差之后，心有不甘，将那
幅被否决的写实的画稿继续
画完。他以更具油画特点的
笔触，加上了阴影和皱纹，完
成了一幅年迈严厉、神情庄
重，略带沧桑感的慈禧画像。

他把这幅画带了回去，1906年在法国巴黎
画廊首展，观者得以见到慈禧太后去世前
三年的真容。如今那幅画收藏于美国哈
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而那幅“年轻的
太后”现藏于北京颐和园，谁见了都不会
相信那是慈禧晚年写真。
如此算来，柯姑娘住在清宫11个月为

慈禧画了4幅肖像，其中有两张巨幅画；华
士只写生4次就为慈禧画了两幅巨幅肖
像。可以说，这些肖像画都是晚清时期东
方与西方文化融合的珍贵遗产。
比起油画来，慈禧更喜欢勋龄公子的

摄影技术，她甚至觉得照片拍的效果比油
画更好一些。卡尔和华士在为太后画像
之前也都参考了勋龄拍的照片。在油画
肖像运往美国之前又是这位勋龄公子拍
下了现场照片，他为留存清宫人物历史资
料和中西文化交流立下了汗马功劳。
凯瑟琳·卡尔和胡博·华士所绘慈禧太

后画像，历史文化价值超过了其艺术价值，
代表了20世纪初西方油画流传到清宫禁

地，清朝贵族开始接受这一舶来画
种，并逐渐引为时尚。无论某个时
期某个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多么封
闭多么顽固，都抵挡不住缪斯女神
飞翔的翅膀。人类创造的灿烂文
化成果，终归是要全人类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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