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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叶杯”音乐教育论文颁奖典礼举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

《中国建筑史料编研》首发

展览丰富 活动精彩

暑期来文博场馆缤纷一“夏”

2021国民音乐教育大会暨国际音乐生活展（天津）开幕音乐会上演

天交倾情演奏“新时代美育交响”

本报讯（记者张帆）昨天，“万叶杯”音
乐教育论文颁奖典礼在天津大礼堂举行，
此项活动由国民音乐教育大会组委会与
《中国音乐教育》杂志社共同主办。

据介绍，本次评选活动吸引了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1800余人次的热情参
与，从发出通知到截止申报短短的50天
内，共收到论文845篇、教案925篇，数量
再创新纪录。在评选中，主办方高度重视
评审工作，特邀国内多所音乐院校院长，

音乐教育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多位
省级音乐教研员组成评委会，力求做到公
平、公正。

本届“万叶杯”音乐教育论文评选分设四
个组别，最终，韩若晨、盛聪、陈怡然等7位教
师获得高校教师与研究者组一等奖；李小举、
甄天娇、张煜琰等13人获得高校在读学生组
一等奖；王墨涵、朱凯璐、吴立等42位教师获
得中小学教师组一等奖；赵騹、焦海蕾、王晨
等46位教师获得教案组一等奖。

《中国音乐教育》主编杜永寿表示，本次
活动注重引导参选论文在选题上向中国当代
音乐教育发展规划和价值观念上倾斜，包括
国家美育政策回顾与解读、学校音乐教学改
革与探索、音乐教育师资培养模式构建、音乐
教育理念创新与学科发展、学校音乐教育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课程设置与教材体系构
建、器乐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等方面；在写作
上注意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个案研究与
价值推广相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本报讯（记者 张帆 摄影 姚文生）昨
晚，2021国民音乐教育大会暨国际音乐生
活展（天津）开幕音乐会在天津大礼堂上
演，天津交响乐团团长、国家一级指挥董俊
杰执棒天交，以超大阵容为观众精彩演绎
中外经典名曲。

国民音乐教育大会自2018年开始已
成功举办3届，今年首次来到天津。大会
以“音乐让生活更美好”为永恒主题，今年
的音教大会以“新时代美育交响”为主
题。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组委会特别策划了“献礼建党百年”系列
活动，为公众搭建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
活动平台。

昨晚的演出曲目既有芭蕾舞剧《红
色娘子军》中的经典片段，也有女高音独
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前者是一部中西
结合的典范之作；后者则是在向雷锋同
志学习的高潮中诞生的优秀歌曲，经藏
族歌手才旦卓玛的演绎红遍全国，久唱
不衰。二胡独奏《洪湖人民的心愿》极具
民族特色，这首乐曲根据歌剧《洪湖赤卫
队》改编而来，乐曲注重声腔化的处理，
二胡的演奏就像歌剧中女主人公韩英如
泣如诉的演唱，展现了韩英与亲人诀别
的不舍以及大义凛然为人民解放事业献
身的决心，令现场观众深感震撼。男高
音独唱《跟你走》以亲切质朴的语言和旋
律表达中国人民时刻把党记在心里，坚
定不移跟党走的决心；管弦乐《在希望的
田野上》通过激昂欢快的旋律展现出人
民群众发自心底的喜悦。最后，整场演
出在贝多芬交响乐《第五交响曲》第四乐
章的经典旋律中落下帷幕。

■本报记者刘茵摄影姚文生

暑期已至。我市各大文博场馆推出内容
丰富的体验式活动，通过展览参观、互动体验
等多种形式，将历史故事和亲身体验结合起
来，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份特别的“暑期指南”。

红色展览持续展出

“红色记忆——天津革命文物展”是中宣
部和国家文物局推介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精品展览。展览自6月18日在天博
开展以来，观众参观热情持续高涨。展览总
面积2200平方米，分为“开天辟地”“奠基立
业”“富国裕民”“复兴伟业”四部分。千余件
文物展品、文献史料、图片视频，全景展示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天津人民走过的奋斗历程、

我市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取得的光辉业绩以及百年津沽大地涌现出
的革命先辈和英雄模范。
周邓纪念馆的“廉以修身正以持家──

周恩来的家风”展览也同样吸引了众多观
众。许多参观者都被周总理的无私精神深深
感动，来自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阮梓轩
告诉记者：“听着讲解员的讲解，我对周爷爷
和邓奶奶的一生有了深刻的了解，注重家风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周爷爷这种好家风
永远为后世景仰。”

奇妙夜之旅亮点多多

为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助推天津
夜间经济发展，天津自然博物馆自今日起
至8月 21日期间，每周六由原16:30闭馆

（16:00停止入馆）延至20:00闭馆（19:30
停止入馆）。延迟闭馆期间，该馆对“家
园·生命”“家园·生态”两大展厅实行免费
讲解。

科普活动——“‘V博士’课堂‘鱼’你相
约”活动将带领观众了解海洋精灵——鱼的
起源和演化。在一层科普剧场，科普电影《我
们诞生在中国》《妈妈咪鸭》将带领观众走进
四川大熊猫、三江源雪豹、川金丝猴等动物，
了解它们成长的故事。

天妃宫遗址博物馆将于7月28日开展
首次“一夜遇千年，梦回华夏时——博物馆奇
妙夜之旅”主题活动。本活动以社会实践的
形式开展，旨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通
过猜字谜、制作油纸伞、投壶游戏、市集闯关
等方式体验不同的文化特色。用“博物馆奇
妙夜”的方式唤起孩子们对古人生活方式和
历史民俗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

夏令营活动丰富多彩

近日，市少工委联合大沽口炮台遗址博
物馆举办了“拥抱新时代 我与祖国共成长”
关爱公益夏令营，全市百名少年参加了此次
活动。 此外，在暑期中，大沽口炮台遗址博
物馆还将推出国防教育、小小历史宣讲员、小
小文博志愿者、水上交通课堂等系列特色主
题的夏令营，以体验教育为基本途径，将爱国
主义与社教活动紧密融合，丰富未成年人课
余生活。

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将于8月中旬举办
“走近艺术大师李叔同”夏令营活动。本次夏
令营将继续围绕李叔同涉及的艺术门类为孩
子们精心设计暑期活动，通过书法、绘画、音
乐、戏剧、拓片等文化艺术体验，传承李叔同
的人文精神。

本报济南7月16日电（记者 仇宇浩）16日的第30届
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国家图书
馆和天津出版传媒集团联合主办的《中国建筑史料编研
（1911—1949）》（全200册）全国首发式暨赠书移交仪式在
天津展区举行。

这套填补中国建筑学界史料空白的图书，由天津人民出
版社耗时5年出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纂，建筑大师、两院
院士吴良镛担任学术总顾问并题写书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庄
惟敏教授任编委会主任。清华、同济、天大等建筑史强校14
位专家对史料进行系统编目，并撰写130篇专项研究权威导
读，收入第1册，具有极高的学术专业性和导向性。第2册至
第200册为影印史料，按内容分为六编，并设有多种索引。

这套书是对中国1911年—1949年建筑史料的一次最完
整、最系统、最大规模的整理，收录的史料源自国家图书馆文
献微缩复制中心，共计355种，近8万页，包括建筑期刊、建筑
学专著，以及一批首次公开出版的行政规划文档、调查报告和
说明书等，均为国家图书馆珍贵典藏。这批史料涉及面广，包
含了近代中国建筑思潮、学术研究、设计实践、建筑教育，以及
城市建设、社会生活等方面，堪称新时期出版界的一大盛事。

接受记者采访时，天津人民出版社副总经理沈海涛讲述
了出版这套书所克服的各种困难，经过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国家图书馆的不断沟通，经过对近8万页史料多次一页页整
理，天津出版人终于将这套重磅图书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14日、15日，上海戏
剧学院戏曲学院在津展演，分别带来京剧程派《穆桂英挂帅》
和折子戏专场。

14日演出的《穆桂英挂帅》是由上戏戏曲学院院长李佩
泓参与设计并带领师生创排。此次在津展演，由学院学生与
天津京剧院携手完成。李佩泓表示，学院与院团合作的模式，
既是探索新时代高等戏曲人才培养的新路，也是以教学实践
的方式回归与适应戏曲演出市场的时代规律。15日演出的
《盗甲》《断桥》《洪母骂畴》等折子戏也都是名家教授。

展演期间，上戏戏曲学院与天津京剧院还举行了合作共
建项目“天津京剧院人才培养基地”和“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
院学生实践基地”的揭牌仪式。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
主办，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承办的“珠还合
浦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览近日在天图
文化中心馆区一楼展厅开幕。
《永乐大典》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之一。这部“序百

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的旷世宏编，“合古今而集大成”，规模远
超前代所有类书。诸多佚文秘笈、典章制度赖其得以流传后
世，造福学人。此展内容包括“大典犹看永乐传”“合古今而集
大成”“久阅沧桑惜弗全”“遂使已湮得再显”“珠还影归惠学
林”五个单元，遴选国家图书馆近百册（件）馆藏精品，系统讲
述《永乐大典》的编纂经过、版式外观、聚散流变、辑佚影印，着
重突出在党和政府亲切关怀下《永乐大典》“明珠还于合浦”的
历程以及对《永乐大典》的修复、保护、整理与利用，让观众全
面了解和感悟传统文化魅力。

此次展览采取“线上＋线下”的展示方式，将持续至8月2日。

天图举办《永乐大典》专题展

上戏戏曲学院奉献好剧

折子戏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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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爱侣永诀
忘不了啊，1960 年年初在洛

矿，你心疼家中吃不饱饭的孩子和
老人，全家早餐人均一碗的玉米粥，
你舍不得喝，说到厂里去吃。其实，
厂里根本不供应早餐。食堂中午和
晚上供应的四两馍，你也常常忍饥
挨饿带回家，说你已经吃得很饱。
可厂里通知你去陪苏联专家跳舞，身
为厂团支部宣传委员，因饿得头昏眼
花竟然无力出席。这些非常年月的点
点滴滴，衍化成苦涩而甜蜜岁月里的
针脚和感动，缝在心头，印在脑中。

俊雅啊，十四年来辗转南北，因专
注于事业而无暇顾家，除大连实习全家
度过的一段短暂惬意时光外，丈夫几
乎没有尽到为你挡风遮雨的责任，而
你却无怨无悔，如影随形追随着我东
奔西走，频繁迁徙，不仅以似水柔情，
滋润了重荷在身的我那颗干渴的心
灵，而且以柔弱的肩膀，挑起了照顾老
人和抚养孩子的重担。岁月流逝，伉俪
情深。每当我想起你在灯下补我那些
“千层底”袜子，因难以再补赌气扔掉，
但气消了之后又悄悄拾起来继续缝补，
直扎得手上血痕斑斑，我的心就有说不出
的内疚。你才只有三十二岁，可鱼尾纹已
经过早地爬上了你的眼角。这一辈子，
你嫁给我，后悔吗？如果人生可以重新
开始，你还会像当初那样选择我吗？焦
裕禄带着深深的眷恋和不舍，凝望着
风雨同舟的战友和共担困苦的伴侣，
颤声说出了最后的嘱托：“俊雅……咱
的孩子都还小，我死后，担子都压在你身
上了……你辛苦一点，教育好孩子……

多叫他们参加劳动，把他们培养成革命事业
接班人……生活上要艰苦一些，不要随便
向组织伸手……”爱侣永诀之际，“小芹”与
“小二黑”，就那么默默地相互凝视着。山水
迢迢，风烟漫漫，万千往事潮水般去而复归，
那些令人神往的人生断片，宛如蒙太奇在
“小芹”眼前一一闪过：雅乐队习练西洋军乐
的风华少年，南下路上的文艺青年，剿匪除
霸勇擒黄老三和巧弭暴乱的英武指挥员，跨
界转型的优秀车间主任，风雪寒天对老人喊
出“我是您的儿子”的模范县委书记，辞世前
震撼宣示“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的大河赤子……泪眼婆娑中，“小芹”脑中又
浮现出那只不成双的绣花枕头，悔恨和自责
再次袭满心头。她握着焦裕禄的手，心中默
默念叨着：人生长恨水长东。裕禄呀，要是
人生能重新开始，你能听我一句劝，在工作
中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吗？

焦裕禄再一次从昏迷中醒过来后，把
焦守凤和焦国庆都叫到身边，用瘦弱的手
摸摸这个的脸，拉拉那个的手，难舍难离。

1964年5月14日9时45分，焦裕禄在
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与世长辞，
享年四十二岁。焦裕禄临终时，妻子徐俊
雅及长子长女，母亲李星英及长子长孙，兰
考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先志和干事赵文
选，县委办公室干事凡世琰在场。

阴云密布
清水河的东岸，三水镇的坨地

里，稀疏地立着几座盐坨，坨地北面
那两片高大的红砖瓦房，就是盐警大
队部所在地。去年挂着日本“膏药”
旗的那两根旗杆，今天却扯起了“青
天白日”。在这红色墙壁外面，早先
写的“中日提携 东亚共荣”几个大字
不见了，现在却换上了“孝悌忠信 礼义
廉耻”。门前站岗的盐警，把日本的“三
八”大盖，换成了美制的自动步枪。门
前的那块大牌子，过去写着“盐警大队
部”，现在仍是这几个字，只是上面并排
加了两行小字，是“中央政府财政部 天
津盐业专署三水镇”，这样一来，把这盐
警大队的范围划得可就更清楚了。
盐警大队部门前，停放着一辆美国

吉普，一个戴着墨镜、上身穿着美式拉
锁黄色夹克的司机，斜身倒在司机座
上，翘起的一支腿伸出车外，那脚不住
地抖动着，露出了擦得发亮的尖皮鞋，
他嘴里叼着一支香烟，两手抱着脑袋，
仰面看着车顶。突然，在盐警大队部门
前站岗的那两名盐警，喊了一声：“立
正！”两个人一同把手里的美制自动步
枪，举到胸前。这时，就见从盐警大队
部里边，走出几个人来，在前面走的这
人个子不算太高，稍微有点水蛇腰，但
为了使他那一身黄呢子军装显得挺拔，
故意把腰板挺起，用力迈着脚步，那双
皮鞋在砖铺的甬道上，发出“咔咔”的响
声，以显示他的威严。此人就是日本时
期的汉奸，现任盐警队大队长雷紫剑。
他手里拿着报纸卷儿，威严地走出大队
部，回头对身后的一个军官，小声嘀咕

了几句，便大步直奔那辆吉普车而来。
门前站岗的那声“立正”，已经把司机

惊醒，他忙下车把车门拉开，等雷紫剑等人
上了车，他把车门关好，上车问话：“大队长，
哪儿去？”“回家。”雷紫剑淡淡地答了一声，
随后把身子往后一挺，打开手里的报纸，默
默无声地看起来。吉普车一发动，车外的盐
警又喊了一声：“立正！”雷紫剑只是把右手
往上抬了一下，表示对车外那个军官的回
礼。雷紫剑刚刚接到三姨太打来的电话，说
是家里来了几位客人，让他赶快回来。雷紫
剑把看了半截的报纸卷成了卷儿，带着副官
和马弁坐车回家。别看日本人投降了，雷紫
剑的家并没有什么变化，仍旧住在那阴森森
的大街上，青砖瓦房，门前有两个全副武装
的盐警站岗，走进大门，穿过甬道，往左一
拐，仍是那原来的三间待客厅。在客厅外面
种了一些花草，客厅里的装饰却比以前不一
样了：悬挂日本“武运长久”横幅的地方，已
经换上了蒋介石像，雷紫剑与日本人合影照
片没有了，那个地方挂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委
任状。为了使客厅墙壁上不显得空旷，挂了
几幅字和山水画，一扇画着花鸟的折页屏
风，把这宽大的客厅隔成了两半。外面这一
半，摆着靠背沙发和短腿茶几，旁边放着靠
背软椅和一张桌子，方桌上一个精制的小木
匣子，里面是一副乌木的麻将牌。

124 30 师从星海
“一出来就这么有气场！”王莘

在心里赞叹道。
毛主席讲起话来，一口浓重的

湖南腔，却都能听得懂：“我们中国
人哪，有一尺长胡子的老公公，有这
么高的小娃娃，都晓得日本强盗来
了，他们烧、杀、抢、掠，我们中国人
硬是不答应。我们靠什么呢？我们就
是要靠统一战线，不管穷的富的，老的
少的，就要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出
中国……”他不断提出问题，又不断解
答问题，忽而慷慨激昂，忽而风趣幽
默，始终掌控着演讲的节奏与全场的
氛围。王莘开始顿悟，为何毛主席能
在历次艰难险阻中力挽狂澜，砥柱中
流，受到党和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因为
他始终代表着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坚
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
进的动力”。

这是1939年2月的一天，春寒料
峭，但王莘的心中却涌起一股暖流，一
种莫名的激动，因为，他期盼已久的冼
星海就要来音乐系走马上任了。仍然
是那高大的身材，那英俊的面庞，那浓
密的黑发，只是眼窝有些凹陷，两颊有
些消瘦——可以想见，从“一二·九”到
“七七”事变，他一刻也未停止战斗，用
他的歌声唤起民众，奋起反抗日寇的
侵略。与此同时，他也积劳成
疾，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了。

久别重逢，冼星海关切地
问起王莘的近况。王莘讲述
了他从上海到宁波，又从宁波
一路北上，最终到达延安所经

历的“九九八十一难”，令冼星海也竖起大
拇指：“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呀！”
“到了延安，我才真正体会到，中国的

未来和希望就在这里！”
“是的，这也是我来延安的动力！”
话题转到音乐，冼星海透露，他正在

酝酿《生产大合唱》和《黄河大合唱》的创
作，遇到一个困难，鲁艺的学生中，大部分
是工农干部，懂五线谱的人太少了，简直
是凤毛麟角。
“如果蒙您信任，我还算懂一点，可以

帮您抄写歌谱。”
“好哇，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的五线谱

呀？”“是很早以前，我在家乡荡口上小学
时，我的音乐老师教的。”“太好了，以后你
就帮我抄写歌谱吧！”
在为冼星海抄写歌谱时，王莘渐渐了

解了老师创作《黄河大合唱》的艰辛过程。
《黄河大合唱》是根据青年诗人光未然

的长诗《黄河吟》创作的。冼星海与光未然
是1936年在上海相识的。当时，冼星海在

上海工学团指挥排练《五月的鲜
花》，巧合的是，台下观看排练的
青年中，就有《五月的鲜花》的作
者光未然。二人相见恨晚，一拍
即合，联手创作了《高尔基纪念
歌》《拓荒歌》等合唱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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