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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超越》演绎拼搏

2021年“春雨工程”启动

文化志愿者唱响津疆情

天津歌舞剧院2021音乐季精彩不断

“威尔第之夜”展歌剧魅力

百岁历史学家何兆武昨日逝世，天津出版人讲述《何兆武汉译思想名著》出版往事

在阅读中走近大师，是最好的致敬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昨
晚，由天津歌舞剧院打造的“威尔第之夜”纪
念朱塞佩·威尔第逝世120周年歌剧GALA
交响音乐会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上演。该院
艺术总监、著名指挥家李飚率领天津歌舞剧
院交响乐团，为观众精彩演绎了一场威尔第
歌剧盛宴。

威尔第是 19世纪杰出的意大利作曲
家。他创作的《纳布科》《弄臣》《游吟诗人》
《假面舞会》《茶花女》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
歌剧，至今在世界各地久演不衰。今年是威
尔第逝世120周年，本场音乐会应运而生。
“GALA”原意为节日、庆典，西方的“GALA
音乐会”与我国庆典晚会这一演出形式类
似，内容多为音乐名段荟萃。本场音乐会选
择了威尔第创作的9部歌剧中的经典乐曲
和咏叹调。

参加演出的天津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刚刚
完成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交响合唱音乐会
全国巡演，载誉归来的乐团收到了天津观众
热情的掌声。在李飚的执棒下，乐团首先奏
响了著名的《命运之力》序曲，戏剧性十足而
又富于悲伤色彩的音乐为观众打开了威尔第
歌剧之门。随后，声乐演员一一登台，与乐团
合作了《假面舞会》中“她抬头仰望”、《麦克
白》中“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游吟诗人》中
“柴堆上的火焰熊熊”、《弄臣》中“女人善变”
等经典咏叹调，再现了威尔第笔下一个个活
灵活现的人物形象。音乐会还上演了《茶花
女》《纳布科》序曲，歌剧《阿依达》选段“凯旋
进行曲”等。

天津歌舞剧院党委书记、院长卢笙向记
者介绍，剧院2021音乐季始于今年4月，首
场演出“伟大的祖国”交响音乐会在业内和观
众中引发了强烈反响，音乐季有效提升了乐
团综合实力，加快了乐团向职业化发展的进

程，接下来剧院还将推出交响乐、歌剧、音乐
剧、室内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演出。今
日，天津歌舞剧院2021音乐季还将在天津大
剧院举办第三场演出，为观众带来“自新大
陆”纪念德沃夏克诞辰180周年交响音乐会。

著名舞蹈家杨丽萍诠释气象万千的海洋文化

《平潭映象》再会津门观众
本报讯（记者翟志鹏摄影姚文生）由著

名舞蹈家杨丽萍导演的大型舞台剧《平潭映
象》，昨日在天津大礼堂上演。该剧以杨丽萍
独特的审美视角诠释了气象万千的海洋文
化，带给观众多重的艺术体验。
《平潭映象》是杨丽萍继《云南映象》《黄

山映象》之后，“映象系列”的第三部作品，也
是她首部以海洋文化为题材的舞台剧作品。
杨丽萍给人印象最深的固然是《雀之灵》《孔
雀》等一系列云南文化题材作品，但她多年来
一直坚持拓展艺术边界，将中国民族文化与
国际视野相融合，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优秀舞
台作品，《平潭映象》就是其中代表作。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的平潭有着鲜明的闽

东文化和海洋文化印记，创作期间，杨丽萍曾
多次赴平潭采风。在剧中，她运用了大量平
潭文化符号，如妈祖、城隍爷、麒麟、藤牌操、

神轿、舞龙、舞狮等及闽剧地方戏唱腔，配合
舞美灯光的设计、全息投影舞台特效以及大
型多人群舞等表现形式，将平潭人民生活画
卷生动地呈现在舞台之上。特别是对于当地
人民“赶海”等民间劳作活动，杨丽萍使用了
充满生命力的舞蹈艺术语言加以表现，使观
众体会到朝气蓬勃的生命之美。
《平潭映象》曾在 2019年首次来津演

出，当时引发了天津观众的热情关注。今
年，杨丽萍特地在该剧的巡演中增添了天
津站，以满足观众的欣赏需求。此次演出
还增设了一个特殊内容，就是在28日、29
日与演出同期举办的杨丽萍艺术生涯展。
展台位于天津大礼堂前厅，通过影像、文字
等资料集中展示了杨丽萍从小学习舞蹈到
成为卓有成就的舞蹈艺术家，再到成为舞
台作品导演的艺术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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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钢)国产新片《超越》日
前发布预告片和海报，并宣布定档6月12日
上映。作为一部励志题材作品，该片展示了
五个体育生在离开体校数年后所面临的种
种困境，讲述他们为体育拼搏，为生活拼搏
的故事。

该片由韩博文执导，郑恺、李晨、李昀
锐、曹炳琨等主演，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在人
生进阶期和转型期遭遇了一系列挫折，但谁
也没有放弃，最终用各自的方式阐释“超越”
的真谛。预告中，郑恺饰演的郝超越，分别
以跑道上全力冲刺的飒爽青年运动员和身
材发福的中年落魄男两种状态出镜，对比强
烈。为达到人物的真实性，男子100米亚洲
冠军苏炳添为郑恺提供专业指导，还亲自上
阵示范动作。
据导演韩博文介绍，作为一部立足现实

的作品，片中的几个角色是当今社会许多人
的真实写照。片中“终点之前是训练、是汗
水、是努力，但是终点之后呢”这句台词引人
深思，当我们走到人生的某个阶段，许多挫折
和烦恼也会接踵而至，该用怎样的态度去面
对成了难题，而电影里的人物用实际行动为
我们提供了答案。也许困难可以迫使你放缓
前进的步伐，但只要咬紧牙关不放弃，就有机
会冲破阻挠、反转人生。

本报讯(记者张帆)昨日，由天津市文旅局、天津对口支援
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和田地委宣传部主办，天津市群艺馆、
和田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承办的“我们的中国梦·中华文化
耀和田”——2021年“春雨工程”天津市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启
动。在为期12天的时间里，来自天津的文化志愿者将为当地
群众送去16场充满浓郁天津特色的大舞台演出和7场书画
笔会交流。

在昨日下午举办的笔会上，来自天津的文化干部和书画
家们挥毫泼墨，带来了《和合盛世》《和气满园》《富强花卉图》
《山高水长》等山水、花鸟画作品。许多当地书画爱好者闻讯
而来，现场与天津的书画家们切磋技艺，观摩交流。晚上8时
30分，由市文旅局文艺小分队与和田市新玉歌舞团的近百名
演员在和田市团结广场为当地群众奉献了一台精彩纷呈的演
出。晚会在《和田赛乃木》欢快的旋律中拉开帷幕。两地艺术
家联合奉献了器乐合奏《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天仙配》等大家
耳熟能详的乐曲，由天津市各区文化馆声乐干部带来男女声
五重唱《我们都是追梦人》《不忘初心》，天津杂技团的艺术家
则带来了在国内国际屡获大奖的高难度杂技节目《陶艺》，获
得当地观众连连喝彩。和田地区和田市文工团则带来极具地
域民族风情的女子集体舞《十二木卡姆之幸福生活》、男子集
体舞《昆仑之梦》、集体舞《万方乐奏之山歌》、时装非遗秀、集
体舞《丝路彩虹》、莱帕尔歌舞《党中央的政策亚克西》等多个
精彩节目。本场晚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充满了天津地方
文化特色，也展现了丰富的当地民族风情。

文化志愿者们还将前往皮山县、墨玉县、洛浦县、和田县、
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等地，行程近1000公里，把来自海河
的问候送到和田地区七县一市的百姓身边。

本报讯（记者刘莉莉摄影姚文生）天津评剧院复排的传
统剧目《打狗劝夫》日前在红旗剧院成功首演。青年演员担纲
主演，展示了他们的艺术才能。
《打狗劝夫》是一台经典传统古装戏，以幽默风趣的表演

塑造了性格迥异的兄弟二人和两位深明大义的妻子形象，倡
导和谐美满的家庭关系。评剧院此次复排意在培养青年演
员，由导演洪军（特邀）、司鼓于学武、操琴朱永江为青年人“保
驾护航”，刘洛含、马晗、王智海、李宣捷等演出。刘洛含表示，
此剧很多前辈艺术家都有演绎，青年人能够排演，是挑战更是
锻炼，大家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演出中，演员们的表现可圈可点，在人物塑造和语言表达
上有了更准确的把握，使这台评剧轻喜剧收获了观众的掌
声。天津评剧院院长曾昭娟说，《打狗劝夫》非常注重唱功，刘
洛含和马晗从唱功方面传承了天津“大口落子”原汁原味的演
唱特点。希望为观众送上一台好听、好看、好玩的剧目，同时
也更好地继承传统剧目，锻炼培养评剧新人。

培养青年演员 继承传统剧目

天津评剧院复排《打狗劝夫》

天图汽车图书馆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仇宇浩）日前，天津图书馆
联合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青少年人才委
员会、天津市礼仪行业协会共同开展“学党
史、读好书、习礼仪、树家风”校园公益行系列
活动，其中汽车图书馆进校园活动首站来到
天津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现场为该校授牌“献
礼建党百年，培育时代新人校园公益行系列
活动实践单位”。

当天，汽车图书馆车载 5000 余册图
书，为师生们提供办证及借还书“一站式”
服务。为方便师生阅读，在原有的文学、历
史、美食、科学、生活服务等图书类别之外，
专门添置了一批精美的绘本、启蒙读物和
拼音读本，为师生们制定针对性的“阅读清
单”，保障每个年龄段的教学更具科学性和
延续性。为庆祝建党百年，还特别开辟了
庆祝建党百年专题阅览区，精选红色经典
图书，为青少年阅读提供优质资源，厚植爱
党、爱国情怀。

6月2日，汽车图书馆还将开进河西区平
山道小学，为更多孩子带去知识和关怀。

■本报记者仇宇浩

历史学家、“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
主、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昨日逝世，享年
100岁。消息传来，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编
辑们悲痛不已。他们曾因出版《何兆武汉
译思想名著》与何兆武先生结缘。在他们
的记忆中，“何先生为人随和、为文严谨，
即便当时已经92岁了，依然具有旺盛的好
奇心。”

何兆武翻译的《思想录》《社会契约论》
《法国革命论》等皆为经典，影响了数代中国
读者。2013年秋，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沈
海涛、伍绍东一起到何兆武家拜访。沈海涛
告诉记者：“何先生的屋子很小，家里非常简
朴，但是书非常多。书桌上是书，床上还是

书，窗台上放着爱人年轻时的黑白照片，很
是醒目。当时何先生刚刚过完92岁生日，
他给我们讲了很多有趣的往事。他宠辱不
惊的人生境界，令人印象深刻。”
据沈海涛回忆，当时出书的事情谈得很

顺利，“我们希望能把何先生的译作重新编
校、重新装帧、整体出版。一切都谈得很顺
利，因为何先生在稿酬上没有任何的要求，他
最在意的是要把书做好。”
把《何兆武汉译思想名著》做好，其实

难度不小，因为这套书包括《思想录》《社会
契约论》《西方哲学史（古代哲学）》《哲学问
题》《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德国的浩劫》六
册，涵盖帕斯卡尔、卢梭、康德、罗素、迈内
克等五位学术大师的代表作，横跨四个学
科、涉及英法德三种语言。天津人民出版

社决定用“笨法子”来做这套书，沈海涛说：
“笨法子之一是老实审校。我们社是传统
老社，好处就是编校力量强。这几部经典
都经过多次修订，底子好，但还是有提升空
间的。比如，经过我们三审三校，整体纠正
的错字有82处；此外，有些说法已经老了，
比如《哲学问题》中之前版本‘查理第一’的
提法，与现代阅读习惯不符，我们改为了
‘查理一世’。笨法子之二是让书很美。为
了让这些经典成为大家梦想中的样子，我
们反复思量打磨，特别邀请了‘中国最美的
书’奖获得者王伟毅全新设计。在图书付
印后，为了增加收藏美感，还专门设计了收
藏专用章，上面有何先生的头像。”

由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何
兆武汉译思想名著》是何兆武译作首次结

集出版，这套书赢得了业内和读者的一致
好评，被视为权威精校版思想经典、最接近
原著的中文译本。当时清华大学知名学者
刘瑜在认真通读完六部译作的清样后这样
推荐：“阅历的丰富常常使很多人变得浑
浊，却能使另一些人变得更清澈。何兆武
先生是后一种人。近一个世纪的动荡经
历，在他身上留下的不是哀怨，而是孩童般
的单纯。或许头脑越单纯，思想才能越深
邃，而唯有思想家才能真正胜任翻译家。
在何先生的译著系列里，我们能读到这种
单纯中生长出来的深邃。”

天津出版人希望将《何兆武汉译思想名
著》这套思想经典献给那些热爱思考的人们，
在阅读中走近大师，是对大师最好的致敬。
目前这套书正在紧急加印中。

到群众中去
老汉涨红着脸吼：“臭小子，再

瞎咧咧我就拧断你的脖子！”
焦裕禄差点笑岔了气，当即邀

赵大叔到土山寨村帮助灭鼠。
老汉爽快地答应后，焦裕禄让

他坐在自己骑的自行车后座上，带
着他重返土山寨。县委书记请来灭
鼠高手，群众一个个乐得跌足击掌。
焦裕禄和村里商量调动群众灭鼠积极
性的办法，规定抓一只老鼠奖励两分
钱或折成粮食，凭老鼠尾巴领取和兑
换。办法一出，群众脸上笑开了花。
“赛狸猫”大显身手，村里男女老

少齐上阵，猖獗一时的鼠害迅速匿
迹。焦裕禄对村干部说：“困难其实就
是个鸡蛋，外面看是硬的，一砸开里面
是软的。只要相信群众，就没有解决
不了的问题。”
“赛狸猫”回村后越发得意，逢人

就说他坐过焦书记的自行车。
“在办公室拍疼脑袋找不到办法，

到群众中就会迎刃而解！”
焦裕禄忘不了在洛矿经历的一件

事：1956年12月，一金工车间建成安装
设备，自重六十吨的大行车怎么进车
间，成了难题。厂长纪登奎把这项任
务，交给运输科副科长孙峰。孙峰赶
到现场，看到横在车间门前的庞然大
物，顿觉一筹莫展。他找焦裕禄想办
法，焦裕禄笑着说：“告诉你一个秘诀，
这就是，没有办法，就到群众中去！”
焦裕禄和孙峰到车间开“诸葛亮

会”，集思广益找到了办法。大伙儿凭
借车间的露天铁路专线，采用千斤顶

升高、轨道平车两头抬、进入车间用木杠
滚筒手工推进等办法，奋战十多个小时，
终于把大行车等几座大型设备安全顺利
运进车间，使其有条不紊各就各位。

1962年12月9日，焦裕禄骑自行车来
到县城东北有名的风口沙区——城关公
社牛王庙村。焦裕禄走访困难户和召开
座谈会后，径直来到了生产队的饲养屋。
一进院儿，就看见一个面如重枣、鬓若银
霜的老汉在铡草。焦裕禄知道，这是队里
的饲养员萧位芬。从老人那双枯枝样粗
糙的大手可以看出，这是豫东灾区风沙里
滚出来的一条硬汉。焦裕禄停好自行车，
上前夺过铡刀就铡草。老人见焦裕禄干
庄稼活很在行，捋捋胡须，问他姓啥？从
哪里来？焦裕禄说，自己是从县里来的老
焦。萧位芬见老焦铡草累出了一头汗，想
烧水给他喝。焦裕禄笑着对老人摆摆手，
抄起扁担就去挑水。

焦裕禄挑满水缸，天色已晚。他擦擦
头上的汗说，今晚不走了，就住饲养屋。
萧位芬搓着双手，面有难色：要说不叫老
焦住，这话说不出口。要叫老焦住吧，这
养牲口的地场实在没法留客呀！

焦裕禄看出了老人的心思，亲热地对
他说：“老人家，您就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子
吧，咱是一家人，可别见外！”

“二饽饽”遇上大麻烦
这背头没再多问，留下一张名

片，让“二饽饽”第二天上午，按这地
址去找他，说完就带着人走了。这
时“二饽饽”再看这名片，立刻吓了
一跳。这名片上印的头衔是“天津
特别公署文化专员”，名字叫夏野。
“二饽饽”这才知道，刚才这俩人果
然是官面儿上的。

第二天，“二饽饽”就按这名片上
的地址找过来。这个夏野是在日租
界宫岛街的一座二层小楼里办公。
一见“二饽饽”来了，挺客气，先让他
坐下，又给倒了一杯茶，说这是日本
人送的绿茶，跟中国的绿茶不是一回
事，中国绿茶是炒出来的，他们日本
人的绿茶是用蒸汽蒸的，所以比中国
的绿茶还绿。“二饽饽”平时也爱喝
茶，但习惯喝花茶，绿茶也喝。可尝
了尝这日本人的绿茶，不是味儿，闹
不叽叽的像药汤子。可又不敢说，勉
强咽了一口，从嗓子眼儿一直苦到了
肚子里，嘴上还咂着舌头连声说，嗯
嗯，不错，确实单一个味儿。
“二饽饽”进来时，并没注意，在

这夏专员的身后还有一个小门。这
时这小门开了，又出来一个男人。这
人四十来岁，方脸儿，留个小平头，穿
着黄军服，一看就是日本人。

夏专员说，这是西村先生。
“二饽饽”一看就明白了，这个叫

西村的日本人应该是红帽衙门的。
所谓“红帽衙门”，也就是日本宪兵
队。这些人穿黄军服，因为帽檐儿上
有一道红边儿，天津人就叫“红帽衙

门”。日本警察署则是蓝制服，帽子上
有一道白边儿，所以叫“白帽衙门”。“二
饽饽”知道，这两个衙门的人都不好惹，
尤其红帽衙门，只要进去没几个人能活
着出来。这时心里就暗暗叫苦，知道自
己这回是遇上大麻烦了。这个叫西村
的日本人倒挺和气，中国话也说得挺
好，他先说，“二饽饽”这个艺名很别致，
也很有个性。又说，已经听夏专员大致
介绍了“二饽饽”的情况，知道“二饽饽”
在这一行里认识人很多，也德高望重，
所以想请他给帮个忙。
“二饽饽”只好硬着头皮说，西村先

生请说，只要能做到的，一定尽力。西村
就说，也不是什么大事，我们现在要对天
津所有的艺人进行登记，这样以后好便
于管理。曲艺这一块，就请“二饽饽”先生
给组织一下，手续很简单，登记的地方也
不远，就在南市牌坊的附近。一边说着，
就把一个事先写好的地址交给“二饽饽”。
“二饽饽”一听是这事，就知道不好

办。来日本人的“红帽衙门”登记，这不是
没事儿找事儿吗？行里的人一听肯定都
不愿来，说不定还得骂自己是汉奸。可
又不敢说不管，想了想只好说，事情他一
定尽力去办，也肯定会尽量动员大伙儿
都去登记，但不敢保证所有的人都去。

75 41 喜爱自鸣钟
卡尔小姐在《美国女画师的清宫

记忆》中记叙：
画像的第一笔相当重要。任何

一位画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站在
空白画布前，会因一时不知如何动笔
而踌躇再三。我的手在颤抖，太后的
眼光是难以捉摸的，那种似乎能够看
穿一切的犀利，让我感到阵阵惶恐。
就在这时，殿内陈设的 85座钟表以不
同的声音开始报时了。吉时已到！

卡尔小姐为慈禧太后画像的宫殿
乐寿堂里陈设了85座自鸣钟，慈禧的
寝宫还有15座自鸣钟，仅这两处就收
藏了100座钟表，偌大的紫禁城、颐和
园、圆明园的宫殿建筑群，数不清的房
间里该有多少自鸣钟呀！这可不是慈
禧个人的收藏，而是几百年的积累。
1582年，首位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带
来的礼品中便有自鸣钟，明清两朝帝
王都很喜欢，此后西方国家的首脑投
其所好，派外交使节或贸易商团来华
时几乎都送自鸣钟。康熙大帝尤其热
衷玩赏自鸣钟，中国封建社会奉行祖
宗崇拜，康熙帝的收藏，雍正、乾隆、嘉
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哪一代皇帝
不奉若神明呢？这还没算上各大王府
世世代代的收藏呢！自鸣钟在清朝，
真称得上是历经八代皇帝、王爷们推
崇的高档奢侈品了。

试想，当年欧洲能够制造
式样不同的达到艺术品精美
程度的自鸣钟之生产能力不
会很高，可以说其中很大一部
分高档产品流向了中国。那

么问题就来了，清朝皇帝们为什么前赴后
继乐此不疲地喜爱自鸣钟呢？
这就要从中国古代的计时方式说起

了。古人是利用太阳的射影长短和方向
来判断时间的，圭表用于辨方向和定四
季；日晷用于测量时间，二者统称为太阳
钟。所以，时间又称为“光阴”。日晷又称
“日规”，由一根晷针和一个刻有刻线的晷
盘组成。当太阳的方位变动时，晷针在晷
盘上的投影方向也不同。古人确立了十二
个时辰，例如“午时三刻”指的是日晷盘上
午时位置的第三个刻度。这项发明沿用了
几千年，这就是“光阴”“时刻”之来历。
阴雨天和夜间又该如何计时呢？古

人又发明了“漏刻”，在壶里盛水，利用水
流的均衡性原理，观察壶上刻有时间的标
尺（叫刻箭）位置来判定时间。“漏刻”到了
冬天壶水结冰怎么办呢？古人又使用机
械推动力的时针，名曰“五轮沙漏”，也叫
“沙钟”。宋代苏颂在张衡发明的水运浑
天仪基础上改造制成水运仪象台，可以显

示十二个时辰，并准确报时。
上述发明年代很早，先民很聪

明，但这些计时方式大多失之体积大
而笨重，不易搬动。而且，原始的计
时方式沿用了几千年，也显得一个民
族的进步在时间上滞留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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