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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非遗购物节将亮相
跨越4075公里 奔波12个日夜 我市文艺小分队前往新疆和田地区送文化服务

“春雨工程”援疆 两地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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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帆）跨越4075公里行
程，奔波12个日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之际，为贯彻落实东西部协作和支援
合作要求，5月27日至6月7日，40名文化志
愿者组成的市文旅局文艺小分队从天津出
发，来到新疆和田地区，为当地群众奉献了
15场大舞台演出及8场笔会交流。文化志
愿者成立临时党支部，学习库尔班·吐鲁木
精神，重温入党誓词，与托格日尕孜乡40
户农牧民一对一进行了结对认亲。

本次“春雨工程”地域覆盖广，演出周

期长、场次多。文化志愿者顶着烈日酷热、冒
着漫天风沙，每到一地下车即演出，每日工作
时间超过12小时，总行程近1400公里，将充
满天津地方特色文化的优质节目、高质量的
文艺演出和精美的书画作品送到新疆和田地
区的百姓身边，促进了天津与新疆各民族的
文化交流、交往、交融。文化志愿者的辛苦付
出换来的是当地群众的满意与感动，“今天演
出前刮来了沙尘暴，志愿者们在这种恶劣的
天气中，还在坚持为我们表演精彩的节目，谢
谢他们。”于田县村民麦托合提·麦提喀斯木

动情地说道。
演出期间，文化志愿者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与和田地
区的演职人员交流艺术经验，与群众分享生活
日常，搭建起了一座文化之桥、友谊之桥。在
与于田县托格日尕孜乡的40户农牧民结亲走
访活动中，文化志愿者们自费将大米、食用油
等生活必需品送到结亲群众的手中，热情地询
问家庭成员、生产生活等具体情况，并留下联
系方式，便于今后持续开展精准帮扶。当地群
众紧紧地拉着文化志愿者的手不愿放开，热情

地邀请志愿者去家里坐坐，与文化志愿者一起
聊天、唱歌、跳舞。“两地一家亲”成为每个人的
真切心声，也是津疆深情厚谊的生动写照。

演出中，每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旋律响起，台上台下一张张真挚的面容和嘹
亮的歌声，定格成一幅永难忘怀的画面。“春雨
工程”天津市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已连续开展11
年，文化志愿者见证了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和民生改善，始终秉承志愿之心、文艺之力，播
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将党和政府的声
音传递到边疆地区的人民群众之中。

本报讯（记者 张帆）6月12日是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记者昨日获悉，市文旅局以“人民的非遗人民共享”为主
题，将举办“2021年天津非遗购物节”活动，旨在扩大内需，帮
助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线上宣传推广，促进文旅消费，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本届非遗购物节仍然以线上活动为主，主要
打造了两项主题活动。
“非遗购物节·天津馆”活动专场入驻项目主要包括非遗

食品和手工艺品两大类，遴选20余项非遗项目、百余件商品
入驻淘宝平台，构建“非遗购物节·天津馆”专区，集中展示各
级各类非遗项目，销售天津相关产品。

非遗走进直播间开展网上直播，直播活动将于6月10日
至11日的19：00—24：00举行，阿里淘宝平台和抖音同步线
上直播。届时，将由非遗传承人或主办方相关人员介绍、展示
非遗技艺、非遗产品等，全方位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意
义、当代价值，让非遗全面融入现代生活。我市百余个非遗项
目及传承人将参加网络直播活动，内容涵盖“吃”“穿”“用”
“藏”各个方面。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昨日，由中央音乐学
院主办的“梵天净土”张小夫多媒体交响乐音乐会在北京天桥
艺术中心中剧场举办，天津交响乐团携手指挥家金野，为首都
观众奏响了张小夫的多首电子音乐作品。

张小夫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亦是中国电子音乐的开拓
者之一。作为作曲家，他创作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子
音乐作品，他的作品擅长将中国音乐元素与电子音乐形式有
机结合，为中国音乐的创作赋予新的创意。

本场音乐会为观众带来了张小夫创作的三首代表作
品。与人们熟悉的交响乐演奏不同，本场音乐会不仅需要
乐队现场演奏，还需要电子设备的支持，剧场内设置了24声
道的音响，舞台上搭建了多媒体屏幕，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
听觉体验。演出的三首作品《诺日朗》《风马旗》《雅鲁藏布》
均是张小夫用电子音乐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品，且创作多年
来一直在不断修改和提升，其中融合了声乐、打击乐等元
素。著名歌唱家吴碧霞，青年打击乐演奏家尹飞等也在演
出中有精彩发挥。

■本报记者仇宇浩

为发挥图书馆特色资源优势，形成全
市公共图书馆联动且统一的庆祝建党百年
红色经典阅读品牌，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少

年儿童图书馆）近期以9个行业分馆为依托、
以20个全市通借通还成员馆为阵地，联合开
展“阅百年历程 传精神力量”红色经典图书
专题书架主题活动。昨天9时许，记者跟随
载着720册红色经典图书的配送车，从天图

复康路馆区出发，依次前往西青区、河东区、
河西区图书馆，实地采访红色经典图书专题
书架的设置。

此前，天图已在市委政法委分馆、市公安
局分馆、国家海洋博物馆分馆等9个行业分
馆设置了“阅百年历程 传精神力量”红色经
典图书专题书架，并精心甄选、配送了1500
多册红色文学、党史党情、伟人传记、新中国
新成就等红色经典图书。

昨天10时许，记者与天图工作人员一

起到达西青区图书馆，一入馆就能看到显眼
处的红色经典图书专题书架。书架上已陈列
了该馆的红色主题图书近千册，加上此次配
送的300多册图书，共约1200册红色经典图
书静待读者取阅。

记者在这里遇到了从太原来西青区暂
居、在图书馆自习备考注册会计师的读者侯
庆焘。28岁的他很喜欢红色经典图书专题
书架上的《大国崛起》和人物传记类图书，“这
个专题书架特别方便读者取阅，这些红色经
典能让我们了解党披荆斩棘走过的百年历
程，能为年轻人指引人生方向，知道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就会更加珍惜和感恩。”

约11时10分，记者来到了河东区图书
馆嘉华中心馆，阅读区进门左侧区域即是红
色经典图书专题书架，有几位读者正在书架
前选阅心仪的图书。28岁的韩琳是与朋友
一起来图书馆上自习的，在图书馆读书学习
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阅读红色经典是对
自己的精神洗礼，能让我们从中汲取精神力
量，领略不一样的人生”，韩琳告诉记者。

12时许，记者在河西区图书馆红色经典
图书专题书架旁遇到了家住西青区的53岁
读者刘洁。“我经常开车来市图书馆借书、看
书，这次是查到想看的书在河西区图书馆，就
在中午跑来借书了。”做人事工作的她很爱看
书，“我也会带动家人和朋友一起阅读。读史
明鉴，知古鉴今，红色经典能让我们更加了解
党的百年历史和伟大功绩，更加清楚自己未
来的道路和肩负的责任。读伟人故事、楷模
故事，还有助于父母教育子女，把孩子培养成
社会和国家发展所需要的人。”

除了已为9个行业分馆配送的1500多
册红色经典图书，天图从昨天起会陆续为20
个全市通借通还成员馆甄选并配送约5000
册红色经典图书。

阅百年历程传精神力量
天津图书馆开展红色经典图书专题书架主题活动

天交赴京演奏“梵天净土”

红色津沽唱响百年华章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剧场：瞄准（55）
天视2套（103）
18:25 剧 场 ：养 父

（11—13）20：45 模唱大
师秀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大家庭

(8、9)19:20剧场：一个鬼
子都不留(3—6)22:15剧
场:尖锋(7—8)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我是你

的眼（10、11）
天视5套（106）
19:50 2021 年世界

女排联赛中国VS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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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秋日团团转》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瞄准》第55集 临
近预定的播音点，池铁城
守在松江电台门外却发现
了异常，秦老应该不在里
面。池铁城发现忽略了松
江还有一个商用外国电台
——洋浦电台，这个电台
具备远距离发射能力。池
铁城带领单棱和李北筏赶
往洋浦电台。果不其然，
李局长和曹必达正悄然带
着秦鹤年赶往电台。靠近
洋浦电台的街道，秦老的
护送车队被水母组堵截，
双方展开最后决战……

天津卫视 19:30
■《养父》第 11—13

集 楼志军凭着画像找到
了当年丢掉小婉的那个女
人，可是小婉并不是她的
孩子，从她那儿楼志军了
解到一些小婉妈妈余小姐
的情况，俩人又回到当初余
小姐租房子的地方打听，得
知余小姐后来还回来找过
孩子，这让楼志军又多了一
分希望，他决定沿着这条线
索继续找下去。马丽华对
小新无微不至的照顾让同
学们都很羡慕，但是小新却
很别扭……

天视2套 18:25

■《我是你的眼》第
10、11 集 不管严真真如
何声情并茂地演绎，陈实
就是不为所动，甚至认为
严真真不择手段，过于无
耻。严真真从未被人如此
说过，看到陈实头也不回
地走了，她情急之下跳入
湖中。陈实将严真真救了
上来。在医院里，等到严
家人都到了，陈实要走。
可是严真真死活不让陈实
离开。严格担心陈实走
后，严真真受刺激更重，说
服他留下来多陪陪严真
真。陈实感到无奈。田家
坝，春妮和肖淑英正计划
着一家人以后的生活，她
们决定去城里，等陈实学
成归国，一家人生活在一
起。然而美好的憧憬被一
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给击个
粉碎……

天视4套 21:00
■《模唱大师秀》提

到相声，特别是单口相声，
大家一定会想到刘宝瑞，
他独特的表演风格、扎实
的文学功底以及对市井百
态的熟练掌握，使得他有
“单口相声大王”“冷面滑
稽家”的美誉。本期节目
我们就一起来致敬这位相
声前辈。

天津2套 20:45
■《今日开庭》张女

士的儿子在学校参加足球
比赛意外受伤，张女士认
为学校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然而校方却认为是张
女士小题大做，案件究竟
孰是孰非?

天视6套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