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文体
2021年7月21日 星期三 责编:秦斌 于港

国安主帅赛后专程造访送祝福

津门虎顽强拼劲赢得尊重

本报讯（记者申炜）日前，由中国
足球发展基金会支持，京津冀三地足
协承办的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2021
年第38届北京晚报百队杯足球赛京
津冀总决赛天津赛区的比赛，在我市
河北区体育中心举行了开幕式。
百队杯足球赛自1984年创办以

来，至今已经连续举办38届。本届京
津冀总决赛天津赛区共设U9—U12
四个年龄组别，本届比赛为单败淘汰
制，共有来自全市各青训基地、青训机
构、学校的687名队员参赛，共将进行
78场比赛。

本报讯（记者顾颖摄影刘欣）前
天傍晚在苏州炎热、暴晒的天气中逼
平了北京国安队；昨天首发球员以休
息为主，结合游泳等项目做放松调整，
替补球员正常训练；今天，又变成了
“赛前日”……这就是天津津门虎队在
本赛季中超联赛第一阶段后半程比赛
中的快节奏，其他各队情况也都一样。

前天与国安队战平之后，有评论
第一时间用“爆冷”来形容津门虎队得
到的1分。几乎与此同时，一个外界
不知道的细节是，就在津门虎队的教
练、队员们在苏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外
场临时搭建的休息室里收拾东西准备
去内场洗澡，而主教练于根伟已经去
参加赛后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国安队
主教练比利奇来了。不明就里的场地
安保人员一时没反应过来，差点把比
利奇拦在门外，还是津门虎队里有人
发现，才把他请进来。比利奇说，他特
意过来，就想表达两个意思，一个是对
津门虎队员们在场上表现出的顽强精
神和专注力表示钦佩，另外也真心祝
愿球队后面的比赛能够顺利、好运。
津门虎队全体人员也用掌声，对来自
对手主帅的祝福表示感谢。

登场半个多小时的新外援马格
诺·克鲁斯在场上的表现，不仅获得
了球迷们的认可，他的一些处理球、

传球，在比赛过程中，也让津门虎队
替补席和坐在简易看台上观战的队友
们活跃起来。赛后，有的队友还主动
和马格诺沟通“复盘”场上一些细节的
处理，比如伊洛基就很认真地找马格
诺询问，有一次配合他向马格诺喊了
“一脚球”，感觉那样的话，能“复刻”训
练中进球成功率很高的一个套路，不
知道马格诺当时听到了没有。目前队
中大家普遍认可，马格诺身上，有巴西
球员典型的优点，性格开朗、活泼，善
于沟通、表达，这样对大家在场上的配

合非常有帮助。
津门虎队明天和上海申花队在昆山

体育中心进行的比赛，还是16:30进行，气
象预报显示明天苏州有中雨，不知到时
候是怎样的情形。球迷们担心和国安队
一战，伊洛基是因伤被换下，经过向队中
确认，他并没有受伤，而这一战因为根据比
赛序号设定，是津门虎队的主场，丛震
由于两家俱乐部事先约定只回避申
花队主场，所以能够参赛，金洋洋则无
论谁的主场都需要回避，明天只能作
壁上观。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昨天下午，天
津先行者男篮选秀球员谢立石抵津正式
签约。新赛季，他将身披31号球衣出
战。今天，他将进馆与休假归队的队友
们首次合练。
“之前心里一直没底，坐在台下非常

紧张，很担心选不上。特别是看到首轮
好多大学生球员被选中，心里挺不得劲
的，心情有些低落。天津选我时，感觉挺
吃惊的，因为之前毕竟没有联系过。”一
直备战和参加全国学生运动会，谢立石
两个月没有回家了，选秀大会后，他回家
和家人团聚，亲朋好友都去祝贺。
昨天下午1时多，家人开车将谢立

石送到天津。“之前我们没来过天津，正
好陪家人逛一逛。”报到、签合同、拍照、
录视频、分房间、确定球衣号码。“我和孟
子凯一个房间，队里有我的山东老乡栾
晓君，我们的关系一直挺好的。之前在
大学一直是13号，但是天津队这个号码

有人用了，我就选了31号。不过，现在
球衣还没拿到，所以还是不太相信自己
已经梦想成真了。”

参加CUBA时，谢立石拥有众多
“粉丝”。随着他加盟天津队，他的“粉
丝”纷纷进入天津球迷群。谢立石是山
东科技大学第一位进入CBA的球员，学
校发文祝贺。“我确实很荣幸，很激动，也
很有压力，怕辜负大家的厚望。选秀之
后第一时间我向大学的教练打电话汇报
了情况，教练嘱咐我继续努力。”

今天，谢立石将与球队首次合练。
“心情是既激动又紧张，毕竟是第一次和
CBA球员一起训练。我知道CUBA和
CBA的差距，很清楚自己的身体条件、
实力还没到CBA的水平，也有从曾经的
主力到现在不确定能否上场这种落差的
心理准备。我先要做好自己，努力提升，
争取在新赛季为球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谢立石昨天告诉记者。

天津男篮选秀球员谢立石抵津

百队杯京津冀总决赛天津赛区开赛

本报讯（记者 梁斌）中国女排在昨
天上午进行了抵达东京之后的首次训
练。鉴于场地高温，中国女排的东京第
一练以恢复为主。中国女排主帅郎平坦
言中国女排本届奥运会的目标是冲击冠
军，“升国旗、奏国歌的目标是不变的，但
是结果不知道，谁也不能预先去想结果，
必须要靠拼出来，还要看对手给我们多
少压力，我们又能承受多少压力，给对手
什么样的制约。比赛是相辅相成的，是
完全可以转化的，所以奥运会的每场比
赛我们都要一局一局地去拼。”
在当地时间前晚抵达奥运村后，中

国女排昨天一早便从驻地起程，开启球
队来到东京之后的首次训练。由于东京

奥运会的女排正式比赛场地留给参赛各
队的训练时间比较有限，因此中国女排
到东京江东区的一家篮球馆进行训练。

首堂训练课，中国女排训练的节奏
十分紧凑，在准备活动结束之后，先后进
行了一传、垫传、拦网等训练。考虑到本
次训练以恢复为主，郎平并没有安排扣
球和对抗环节的训练。由于这块场地原
是东京地铁公司的篮球馆，场馆内没有
安装空调，场地温度达到32℃，湿度达
到了71%。训练结束后，郎平表示：“今
天的训练主要是以恢复为主，因为这个
场地特别热，队员出汗比较多，我们担心
场地上会有一些汗水，会造成湿滑、受
伤，所以我们也是启动得慢一点。”

中国女排抵达东京后首练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
生）昨日，天津博物馆内弦乐悠扬、
旋律振奋，天津交响乐团“红色文艺
轻骑兵”小分队走进这里，以一台精
彩的演出开启了“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天津交响乐团
红色金曲系列演出”的大幕。
连日来，全市文艺界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众多文艺院团和艺术家推出
了一系列文艺新作，将精彩的文艺
演出以“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的
形式送到基层。7月 15日，小分队
曾走进津南区双港镇格林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为周边社区观众送
上了一台铜管五重奏音乐会，受到
群众的广泛好评。发挥编制齐整的
优势，天交艺术家们组成了不同形
式的室内乐组合，为群众传递红色
信仰和音乐之美。
今年以来，天交积极探索红色

主题音乐会的表现形式，特别是与
张园等文博场馆的合作，将音乐会
与场馆内举办的红色主题展览相
结合，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此
次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天津交响乐团红色
金曲系列演出”由天津交响乐团
与天津博物馆共同打造，依托天
博举办的“红色记忆——天津革命
文物展”，该系列演出在主题和曲
目编排方面紧扣红色主题，精选出

反映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人们耳熟
能详的经典曲目，由不同的室内乐形
式演绎，使观众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艺术的魅力。

昨日的演出由天交奇迹弦乐四重奏
担纲演奏，该组合由4位优秀女演奏家
组成，对作品的演绎准确、生动又富于女
性的细腻。音乐会在《祖国慈祥的母亲》
中开场，随后上演的《沂蒙颂》《我们是

共产主义接班人》《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和我的祖国》《不忘初心》等歌曲创作
于不同时期，以音乐形式生动展现了一
幅党带领人民不断创造辉煌的历史画
卷。据了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天津交响乐团红色金曲系列演
出”近期还将继续在天博举办，天交演出
团队以艺术的形式向观众传递学习党史
的感悟。

■本报记者仇宇浩

当前，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少年儿
童图书馆）及各区图书馆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积极利用馆藏文献资源，创新图书
馆文化服务方式，探索文旅融合新模
式，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红色经
典阅读和红色文物参观等活动，让广
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深刻感受我们党
百年来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
就，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津彩游学季追寻红色印记

为了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培养青少
年阅读兴趣深度融合，7月以来，天图
开展了“红色光影映童心”主题观影活
动。7月10日，启动了“阅享红色经
典重温光辉党史”津彩游学季红色教
育实践活动。
在天图文化中心馆区，小读者和家

长们通过参观“百年大党思想常新”马

克思主义经典名著名篇宣传展，深入了解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重温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奋斗之路。小读者信依诺说，“‘竹签子
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
的！’江姐的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不屈
不挠的红岩精神让我深受感动。”参加活
动的家长们表示，活动既为孩子提供了阅
读交流平台，也是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
的党课。

7月17日，在天津觉悟社纪念馆，讲
解员为游学的孩子们详细而生动地阐述
了觉悟社的成立背景与艰辛历程，讲述了
《一份“敢言”的革新报纸》《这个公文包见
证周恩来革命岁月》等红色文物故事。在
“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小读者们还
参观了“永远的旗帜——党旗·军旗·国旗
专题展”，深刻感受革命先烈们一心向党、
一心为民的崇高精神。

7月下旬，“阅享红色经典重温光辉
党史”津彩游学季红色教育实践活动将
走进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带领青少年
参观“红色文物”建党100周年主题展并
举行红色书籍读书分享会活动。

专题讲座、星空夜读、主题展览等
走进百姓生活

专题讲座、读书分享会走进社区、广
场、公园，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7月2日，和平区图书馆邀请南
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市委党史
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张健举办《“庆七一
学党史”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
程和伟大贡献》专题讲座，为犀地社区居民
详细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百年奋
斗历程。7月6日，“庆七一学党史”读书笔记
分享会在和平区图书馆举行，“书香满和
平”领读志愿者党员代表重温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内容，分享学习
笔记和心得。7月6日起，由和平区图书
馆承办的“诵读红色经典 致敬光辉百
年”星空夜读活动，相继在津湾广场、睦
南公园、中心公园等主题公园举行，市民
们现场诵读了《沁园春·雪》《咏梅》《长征》
等红色经典诗词，以及《黄河颂》《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不忘初心》等主旋律现代诗
歌。参与诵读的读者纷纷表示，活动不仅
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还通过老百姓喜
闻乐见的互动方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
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此外，该
馆还推出“建党百年践初心普法宣传暖人
心”——普法读书会·《民法典》进社区活
动、“音乐读书会：用二胡音乐讲述红色歌
曲故事”等活动。
河东区图书馆充分利用新打造的

河东区“红色记忆”展厅开展宣传教育
活动，该馆还联合市社科联举办了《新
思想引领新时代 新使命开启新征程》
主题展览，持续至8月底。

河北区图书馆则举办了“建党百年
图片展”“红色记忆展”“党的一百年系列
视频”“党建知识问答活动”等一系列线
上活动，受到广大群众欢迎。

我市图书馆创新文化服务方式 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实践活动

重温光辉历程传承红色记忆

“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走进天博传递红色信仰和音乐之美

“天交红色金曲系列演出”启幕

本报讯（记者申炜）今天下午，中
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的“第一
枪”将在女足赛场上打响。中国女足
将和巴西队展开对决，主教练贾秀全
告诉外界，“中国女足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迎接比赛，打出
自己的风格。”
从抽签结果来看，中国女足与荷

兰队、巴西队和赞比亚队分在同一小
组。按照规则，本届奥运女足比赛，除
了小组前两名外，三个小组中成绩较
好的两个第三名也能出线。中国女足
如果想要获得出线权，就必须在这场
对阵巴西队的比赛中力争拿到分数。
从两队对阵历史来看，中国女足

处于绝对下风。上届奥运会两队就在
同一小组，而且也是第一场就碰面，结
果中国女足0：3败北。贾秀全认为，
“巴西队是一支个人能力很强的球队，
比赛经验丰富，但中国女足已经准备
好了。”

打响东京奥运“第一枪”

中国女足今战巴西

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
在秀水城里，陈宝桢算得上一

名知识分子。为儿子取名，当然会
相当讲究。曾子曰：“吾日三省吾
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
信乎?传不习乎?”这大概就是陈省
身名字的出典。

陈省身出世之时，嘉兴城里的
清政府驻军仍和革命党人处于对立的
态势。一时间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城里人怕“时势大乱”，都往乡间避
难。陈省身出生才九天，母亲还在月
子里，也不得不寄居乡间，以求躲避战
乱。刚出生的孩子都是一样的，天才
婴儿时的哭声也绝不会好听一点，月
子里的母亲外出逃难奔波，又要照顾
刚出生的婴儿，生活自然辛苦。陈宝
桢是独生子，陈省身又是长子。按旧
时的习惯，长孙的出世是一件大事。
陈省身的祖母对长孙自然疼爱有加。
不过，面对出生九天就逃难的现实，老
祖母总是要说：“这孩子是劳碌命。”这
话倒是说对了。做数学是很辛苦的，
陈省身确实为数学劳碌了一生。

陈省身的母亲韩梅(1887-1945)，
一生简朴无华。外祖父家是经商的，
一人起家，在嘉兴有好几家铺子。陈
省身的舅父韩赞侯曾任嘉兴商会的常
务委员多年。

旧时的秀才，饱读四书五经。读书
人在行动上忠君报效朝廷，那是天经地
义的事。如果想投身革命，反叛朝廷，
剪去辫子，走开明的道路，真需要一点
勇气。陈宝桢秀才则属于比较开明的
那一类知识分子。他没有去做迂腐的

冬烘先生，更不愿当一名遗老遗少为清政府
殉葬。在废科举、倡新学的浪潮中，陈宝桢
终于丢掉四书五经，“幡然改计学申韩”。

江南地区物产丰饶，嘉兴又临近上
海，工商业比较发达。文化上更得时代风
气之先，西方的经济制度、文化观念逐渐
渗透到中国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之中。
辛亥革命之时，陈宝桢不过二十岁刚出
头，他很快适应了新时代的潮流，向往大
城市里更广阔的天地，只身来到杭州，凭
着秀才的学问功夫，考入浙江法政学校读
书，打算毕业后进入法政界工作。在当
时，这是一份十分时髦、收入也相当不错
的职业。一个清朝秀才，如果没有一点时
代精神，是很难跨入这一高门槛行业的。

陈宝桢长年在外工作，家小仍然留在
嘉兴城里。父子很少见面，对儿子的幼年
教育也过问很少。但是，家庭的教育往往
是潜移默化的。陈宝桢的“幡然改计”和

“投身法政”，自然会在陈省身的人生道路
上留下印记。“不断选择”“追求时尚”，应
是陈宝桢的谋生追求。而这两句话，也正
是日后陈省身数学人生的写照。

陈省身排行第二，他上有姐姐陈瑶
华，下有弟弟陈家麟和妹妹陈玉华。陈家
麟比陈省身小六岁，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
系，抗战期间在贵阳铝厂当工程师。

御批龙票
三水镇镇长李大麻子，自日本投

降以后，他那上大学的儿子李继业，在
天津又抱上了一条粗腿，这个人是从
大后方“飞”来的，李大麻子为儿子花
了些金条，还真的帮上忙了，这次成立

“盐业专署”，李继业当上了盐区专员，
不仅管辖着三水镇一带的盐滩，只要
靠上渤海边粘着咸味的，他这盐业专署
全都管。最使李大麻子得意的，不仅仅
是儿子的飞黄腾达，更主要的是，一贯与
他争权夺势的雷紫剑，现在也归儿子管
辖了，真是时来运转啊！李大麻子为这
事，经常到他家的祖宗牌位前去祷告：

“这，总算上天有眼，祖宗的阴功，使我李
家又出了个光宗耀祖的后世……”

过去“灶首”是李家的，传到李大麻
子这一代，日本人进关了，雷紫剑仗着他
在满洲军官学校上过学，会说一口日本
话，不仅当上三水镇盐区盐警队大队长，
并成立了“滩业公会”，来管理全部滩灶
户的盐滩，雷紫剑当了“滩业公会”的理
事长，而李大麻子的这个所谓世袭“灶
首”，就无声无息地被罢免了。李大麻子
对这事一直不甘心，但在日本时期他斗
不过雷紫剑，他还得服从雷紫剑，因为他
们对付共产党的心理还是一致的。如
今，儿子升官，老子得势，丢掉那世袭“灶
首”的恼丧心情，又自然而升。他也曾把
祖传的“灶首”证据找了出来，那是黄绫
子做的“御批龙票”啊，是盖有皇上玉玺
的，这能说了不算吗？

他带上“御批龙票”到了天津，进了
公馆，找到儿子。白天不好说，因为有很
多的人都来看望他这个专员的亲爹，所

以一直熬到深夜，人们都走净了，他才把儿
子叫到一间屋里，爷俩儿进行密谈。李大麻
子洗了手，把那包裹打开，取出祖传的“玉玺
龙票”，他双手捧着，问儿子，这种宝贝认识
不？李继业从爸爸手上接过这褪了色的黄
绫子，见上面有红色大印，又有变得发了灰
的墨迹，有几个字虽然认得出来，但究竟不
知道是什么东西。李大麻子拍拍儿子肩
头，得意地说：“小子，这些你就不懂了，这
就是皇上亲自赐给咱们的御批龙票，现在
咱们这样随便拿出来，这要是在过去有皇
帝的时候，得净身焚香叩头来请啊！”

李继业听爸爸这么一说，知道这是过
去皇上给的，证明李家的根基是深的，但
是爸爸这样神秘地找自己谈这件事，究竟
是为了啥呢？此时的李大麻子，才把这

“灶首”的缘由底理常情说了一遍，并把自
己的想法也对儿子说了。李继业对这“灶
首”，丝毫不感兴趣，对于这皇帝赐的“御
批龙票”吗，到是应该很好保存。他想了
一下，对爸爸讲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最
近要成立盐业工人联合会，如果要把三水
镇盐工工会掌握在手里，那可是一个了不
起的大事。他帮着爸爸策划，要先从三水
镇的坨地开始，因为目前盐滩的大部分仍
在共产党手里，只要把工人掌握住了，一
切事情都好办。

2 34 河边对唱
王莘与鲁艺的师生们一样踊跃

报名，要求到前方去，并获得组织上
批准。

7月7日，华北联大正式成立，并
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西侧的广场
上举行成立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刘
少奇、朱德、任弼时悉数出席，几千
人密密麻麻挤坐在毛主席周围，屏声
敛息地谛听着毛主席的每一句话。毛
主席谈笑风生，边讲边走动，边做手
势。他号召同学们“深入敌后，动员群
众，坚持抗战到底”！他对华北联大的
成立表示祝贺，对即将奔赴抗日前线
的师生表示欢送。他诙谐地说：“《水
浒》上写了个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现在
是聂荣臻大闹五台山。这个地势很重
要（最初的决定是到晋东南——作者
注），可以控制平津，日本鬼子害怕得
很。今天你们要到前方去，我特地来
欢送大家，希望你们到前方好好干！”
接着他又引用《封神演义》中的典故：

“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送他
三件法宝：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
现在我也送你们三件法宝，第一件是
统一战线，第二件是武装斗争，第三件
是党的领导。同志们，你们出发到前
方去工作，要不怕困难，不怕麻烦，革
命工作就是艰难而麻烦的工作。我们
要打日本，打汉奸，又要同反
共顽固派作斗争。你们看多
麻烦呀！你们到前方去创建
根据地，不但要争取民族的解
放，而且要争取社会的解
放！”毛主席刚讲完话，就由

刚刚组建的华北联大学生代表宣读了告
别延安奔赴前线的决心书。同学们振臂
高呼：“到敌人后方去！”“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成立大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冼星海指挥
的《黄河大合唱》，这也是全体鲁艺师生最
后一次集体亮相。

王莘回忆，在这次演出中，第五乐章
《河边对口曲》中的一段对唱，是由他和
关鹤同表演的，他演“王老七”（之后，大
家见面不叫他王莘，而称他“王老七”
了）。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张老三，我问
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在山西，
过河还有三百里……

这段对唱，生动道出了两个汉子在
日寇暴行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相约一
起从军抗日的故事。阶级仇，民族恨，共
同的敌人，相似的经历，他们感同身受，
演员与角色合而为一，自然演得真实可
信，令人动容。

王莘和关鹤同刚刚唱罢《河边对口
曲》，就听到广场西北方向响起
隆隆雷声，一霎时，狂风推送黑
云，闪电撕破云层，将豆粒大的
雨点抽打在人们身上、脸上，只
听“扑”的一声，广场上的汽灯被
吹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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