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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艺术家培养计划”将启动

“打开艺术之门”2021暑期艺术节演出之一

“渔舟唱晚”展民乐魅力

市群艺馆积极开展红色创作

把优秀作品送到群众身边
本报讯（记者张帆）近期，市群艺馆广大

群文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开展文艺创作、下基层文
艺演出，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文艺成果送到群
众身边。
连日来，市群艺馆组织我市第十届青年

新歌手大赛获奖歌手及历届青歌赛优秀获奖
歌手共同组成红色文艺小分队，举办“颂歌献
给党”下基层巡演活动，先后来到滨海新区大
港油田俱乐部、东丽区文化馆，以讴歌新时

代、贴近新生活的文艺节目形式将党的声音
传递到千家万户。

演出中，由李安娜、李君、陈欢、汪海洋演
唱，市群艺馆群星舞蹈团表演的开场歌舞《启
航看中国》，表达出广大人民群众在新征程上
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心。
随后，青年歌手们用一首首激情澎湃的歌曲
抒发对党的无限热爱。两场演出还通过市群
艺馆数字馆平台、微博平台多线放送，并得到
十余家省级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直播平台的

联动支持，让更多的场外观众欣赏到这场精
彩的文艺演出。
近日，由市文旅局主办，市群艺馆承办的

“瓷语话党史 做红色传人 ”少儿瓷画创作体
验活动在市群艺馆艺术实践基地——天津同
飞书画院启动。活动现场，指导老师讲解了
瓷画的历史和工艺制作过程。孩子们结合活
动主题，在老师的示范与引导下，完成了自己
的瓷画作品。近期，市群艺馆为丰富孩子们
的暑期生活，举办了各类新颖有趣的少儿艺

术创作体验活动。据悉，另一专题活动“红色
故事我来讲童心画传承”沉浸式创想美术体
验活动将在8月推出。
“八一”建军节将至，“红色印象”天津市

庆“八一”群艺油画沙龙优秀作品展正在市群
艺馆展出。展出作品均由市群艺油画沙龙的
画家创作。他们以画讲史，以画颂史，内容包
含人物、风景、静物等，描摹出生动的时代精
神风貌，充分表达出新时代美术工作者的心
灵图景和人文情怀。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八一”建
军节到来之际，河
西区图书馆、滨海
新区图书馆纷纷
开展文化拥军系
列活动，弘扬拥军
爱军光荣传统，进
一步营造拥军优
属、拥政爱民的社
会氛围。

河西区图书馆在武警天津总队执勤第一支队执勤某中队
举办了第十届“书香飘军营”暨“永远跟党走 奋进强军梦”迎
“八一”主题文化志愿服务活动，红色经典朗诵、经典民歌演唱
等表演，赢得了战士们的掌声。为了进一步促进军民共学共
建，军地携手持续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该馆还为战士们送
去了红色书籍。

滨海新区图书馆走进共建部队开展“红色阅读进军营”文
化拥军系列活动。“书山看点”是滨海新区图书馆与共建部队
的合作项目，自2020年揭牌以来一直致力于为共建部队提供
团体借阅服务，并根据需求定期为部队更换图书。此次除了
精心挑选的军事科学、文化经济、艺术鉴赏等类别图书，还有
红色篇目诵读分享会和《长征精神》专题讲座，厚植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汽车图书馆也开进共建部队，提供开
通借阅证、借书、数字资源（电子书）下载、报纸期刊阅览等服
务，接下来，汽车图书馆将继续为共建部队提供每两周一次的
常态化流动图书服务。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记者自昨日在天津大剧院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主
办，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音乐学院、天津财经大学等
支持的第三届“青年艺术家培养计划”活动将于今年8月至
12月举办。
“青年艺术家培养计划”于2018年举办首届活动，旨在依

托天津大剧院场地资源，为我市高校师生提供一个实践展示
的舞台，提高艺术类人才的创作热情与专业水平，促进艺术人
才的成长。同时，该活动作为文化惠民演出的一部分，也将推
出系列演出，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活动中
的部分演出将在天津大剧院歌剧厅、音乐厅举办，邀请青年艺
术家在更大的舞台展示风采、积累经验。

8月24日，由天津大学带来的大型原创话剧《侯德榜》将
作为本届活动的开幕演出上演，该剧反映了我国著名化工学
家、中国近代民族化学工业的先驱人与奠基者侯德榜的事迹
和精神。随后，“难忘的旋律”吕冬中提琴独奏音乐会、“百年
筝程·韵初心”杨红古筝独奏音乐会、中国古诗词作品专场音
乐会、张佳钢琴独奏音乐会、天津财经大学民族管弦乐团音乐
会、天津音乐学院烛光合唱团音乐会、天津大学2022年新年
音乐会、“雅韵清歌”南开大学2022年新年音乐会等精彩演出
也将陆续上演。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
文生）作为“打开艺术之门”2021
暑期艺术节演出之一，昨日，由保
利天歌民族乐团倾力打造的“渔
舟唱晚”民乐音乐会在天津大剧
院音乐厅上演。

自7月9日启动以来，“打开艺
术之门”2021暑期艺术节为我市观
众，尤其是少年儿童观众带来了多
场门类丰富的高水准演出，而作为
深受观众欢迎的民族音乐类演出，
本场“渔舟唱晚”民乐音乐会很受期
待。音乐会在合奏《金蛇狂舞》中开
场，随后的笙独奏《海南春晓》、中阮
独奏《悠远的歌声》、广东音乐《鸟投
林》、琵琶重奏《阳春白雪》等充分展
现了民乐名曲的艺术属性和文化属
性。音乐会终曲是天津歌舞剧院民
族乐团保留曲目《大寨红花遍地
开》，百听不厌的旋律带给观众愉悦
和感动。

本报讯（记者刘莉莉）昨日，由市儿童艺
术剧团创排的儿童剧《指尖上的童年》在光华
剧院上演。该剧通过展示从“小家”到“大家”
的变化，在令人感叹生活日益美好的同时，也
引发了对教育问题的思考。

该剧演绎了一家四口三代人的故事：主人
公小男孩浩轩，崇拜曾经担任飞机试飞员的姥
爷，并以姥爷为榜样，将成为飞行员视作自己的
梦想。但是浩轩妈妈望子成龙心切，只重视学
习，忽视了孩子的梦想，担忧网络给孩子带来危

害，影响孩子成长，所以抵触孩子接触网络。
通过耐心的交流，妈妈得知浩轩想要通过网
络更方便地学习航空知识，他仰望着姥爷的
“航空梦”，憧憬着自己的“航空梦”……

剧中的亲情故事带有幽默轻松的喜剧色
彩，在三代人各自童年生活的对比和“交锋”
中，从孩子的视角展示出了几十年间人们生

活水平的变化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从“古老”
的推铁环、打弹弓，到“现代”的网络游戏，剧
中呈现的不同年代的童年情景，引发了家长
与小观众的共鸣。同时，剧目还在温情与嬉
笑中折射出当代教育问题，带来了“怎样引导
孩子利用网络做有益之事”的思考。
据悉，今日该剧将在光华剧院再演一场。

迎“八一”红色阅读进军营

天津儿艺奉献《指尖上的童年》
本报讯（记者 张钢）由浙江卫视和灿星

制作联合出品的《2021中国好声音》亮相。
四位导师联合四位导师助教挑选学员，那英、
汪峰、李荣浩、李克勤作为导师坐镇现场，吴
莫愁、吉克隽逸、张碧晨、黄霄雲以导师助教
的身份登台。据悉，《2021中国好声音》从昨
日起每周五晚播出。

本报讯（记者 刘茵）天津觉悟社纪念馆
“红色印记 百年觉悟”专题展日前走进河西
区图书馆。
展览由“奠定基础”“觉悟诞生”“坚定信

仰”三个部分组成，通过珍贵的馆藏照片和文
献资料，生动展示了百年前的进步青年在勇
于追求真理，不断探索救国之路的实践中坚
定革命信仰的过程。

河西区图书馆举办专题展

《2021中国好声音》开播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天津人民艺术剧
院创排的传统魔术剧《大戏法》于昨日在实验
剧场首演。同时，该剧将于今日进行义演，将
当日所有票房收益全部捐赠给河南救灾。
《大戏法》将戏剧和古典戏法结合，演绎

戏法人张保清和他的戏班子风雨飘摇的人
生。作品由戏法演员、话剧演员合作创排：编
剧肖桂林、肖桂森，导演迟筱桐，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戏法代表性传承人肖桂森以及朱
熹清、李淑敏、张从晓等演出。

天津人艺《大戏法》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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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退款培养人才
在中国有识之士的大力呼吁

下，经过多方设法争取，美国国会
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于1908年 5月
通过议案，批准将超过本息的一部
分折合 2900 万美元以适当方式
“退还”中国政府。从 1909 年到
1940年底，每年退还48万美元至
138万美元不等。条件是清政府必须
将此款用于派遣留学生到美国留学，
借以扩大美国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影
响。“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笔“退回”
的钱仍然是中国每年从国库中支付
的。无论如何，美国政府出于自身的
利益能够退还一部分，总比那些不退
的国家要好些。

用这笔款项，清政府先后在1909
年、1910年、1911年这三年中派遣了
三批留美学生，进入美国本科大学。
其中就包括与数学有关的学生：

第 一 批 中 有 王 仁 辅 (1886—
1959)，在哈佛大学学习数学后回国，
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
任教授。

第 二 批 中 有 胡 明 复 (1891—
1927),1917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
学位，为中国现代数学的第一个博士。

第 三 批 中 有 姜 立 夫 (1890—
1978),1919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
学位。他是中国现代数学的第二个博
士，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位开拓者和受
尊敬的先驱。

与此同时，用这笔退款，于1912
年办起清华学校，即留美预备学校。
1929年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仍用美

国退回的庚款维持。
1924年，美国会退回全部庚款余额，

成立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用于清华大
学之外的文化教育事业，补助各地大学
需要，出版书籍，增补仪器，聘请研究教
授等。

美庚款退回之后，其他国家没有立
即仿效。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中国参
战，遂将敌对国德国、奥国的赔款停付。
俄国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于1924年正式
宣布放弃赔款。英国国会于1922年决
定退回庚款，但迟至1930年方才实行。
法国的庚款数目巨大，几经谈判，于
1925年起逐步退还。其他欧洲各国陆
续仿效。日本名义上退还，实际上仍由
日本国会掌握，是赤裸裸的文化侵略。

利用美国退回庚款培养的中国著
名学者中，有物理学家严济慈、周培源、
吴大猷、赵忠尧、王竹溪、钱学森、赵九
章、张宗燧、杨振宁，数学家江泽涵、曾
炯之、华罗庚、程毓淮、钟开莱，以及陈
省身。以英国退回庚款留学的有物理
学家郭永怀、钱伟长、彭桓武、黄昆，数
学家许宝騄、段学复、闵嗣鹤、周鸿经、
唐培经、吴大任等。以法国退回庚款到
法国留学的有物理学家钱三强，数学家
吴新谋、樊墩等。

迅速转移
阴天的黑夜，盐滩上一点光亮也

没有，只有那带火的子弹，一道一道
地划破夜空。在三道桥盐警队炮楼
上响枪的时候，盐管处的同志们已分
成两队开始撤退。严志诚带领着战
士和盐管处的工作人员，开始向东北
方向突围，当他们绕过海庄，过了咸
水村的时候，盐滩上已经到处是枪声
了。严志诚卧倒在盐沟埝下，手里攥着
那支盒子枪，监视木桥以东的动静。三
道桥北边的枪声密了，他知道这是田冬
生的小队在阻击敌人，但此时董满仓他
们为啥还不见动静呢？他知道董满仓
是比较沉稳的，他在正北阻击苇滩镇的
保安团和铁路交通警是蛮有把握的，不
过敌我兵力实在太悬殊呀！
“队长，你看！”严志诚身旁的一个

战士说。严志诚顺着这个战士所指方
向看去，那是西北面，但见那里升起了
团团浓浓的火光。天阴沉沉的，气压很
低，这火光升得不高，在半空卷着浓烟，
使这战斗的黑夜，更增加了战斗的气
氛。严志诚心里明白，这是政委杨洪海
和三小队队长李海山，已经按计划把第
二盐田的物资该转移的转移、可带走的
带走，其余部分放火烧掉，这是第二盐
田上的火，说明我们的第三小队和盐管
处的部分同志，已经安全从海上撤退。

就在这时，猛听得正北方向，就像决
了堤的洪水，又像急骤的暴雨，枪声连成
了一片。严志诚转身一看，连叫：“好！
满仓他们打得好！”就在这时，海庄附近
的枪声也密集起来。严志诚一愣，这是
为什么？海庄我们已经完全撤出，里边

也没有敌人的军队，为什么那里打得如此
激烈？片刻之间，严志诚做出判断，准是突击
班班长苗瑞祥带领的突围队伍，遭到了敌人
的截击。刻不容缓啊，他马上命令身旁的张
小虎：“小虎，你带一个班，准备跟我上。”他回
头又对刘德望说，“你带一个班在这里继续监
视敌人，决不可轻易打枪，暴露目标，这儿如
果站不住脚，可往东南转移，到我们最后的集
合地点去。”刘德望严肃地接受命令：“是！”

张小虎已经集合了一个班的战士，
看见严志诚把手一摆，说了声：“跟我
来！”他们敏捷地爬上沟埝、滚入盐沟，往
火力集中的地方爬去。

在三道桥，严志诚已经带队作为第
一队先走了，紧接着苗瑞祥带领两个班
和部分盐管处的工作人员，作为第二队
继续往外突围。苗瑞祥把人员分为几
个战斗小组，将盐管处的同志们也分
开，按照严志诚的布置朝东南方向，奔
往撤退的集合地点。

阴雨的黑夜，三道桥敌人炮楼上已经开
枪，知道敌人已摸上来了，从这脚步声判断，
上来的敌人还不是少数，只是毫无目标地乱
打枪，但他们出发的方向，也正好是和我们
一致。苗瑞祥命令部队急速前进，他留下了
两挺机枪，守住路口的一个桥头，他想在这
儿阻击敌人，好使部队能够顺利地撤出。

12 44 罹患肝炎
冈村宁次出动十万人的总兵

力，号称“百万大战”，以示对八路
军一年前发动“百团大战”的报
复。在展开大规模进攻作战的同
时，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采取“蚕
食”政策，通过挖沟、筑墙、修路、开
河、建碉堡等野蛮手段，企图压缩
根据地的规模，消灭八路军的有生
力量。为保存抗日火种，领导机关
下达了转移主力部队的命令。接到
上级命令后，华北联大师生马上打
点行装，准备出发。

就在这时，王莘却出了问题。早
在接到转移命令之前，王莘便检查出
罹患了甲型肝炎，这使部队首长进退
维谷：让他随部队走，可能传染他人；
留下他，他又有生命危险。正犯愁
时，音乐系党小组长卢肃（抗战歌曲
《团结就是力量》的作者）站出来了：
“首长，让我留下照顾他吧！”“不不，
我已经连累大家了，怎么能让你跟我
一起冒险？”王莘有些难为情地表
示。“你一个人留下，不是更危险
吗？瞧你的样儿，文绉绉的，还戴个
大眼镜，小日本一来就得把你抓走！”
卢肃坚持道。“好吧，就这么定了，卢
肃同志留下来，一方面照顾王莘，一
方面要保证自身安全，你们两个将来
都要活着见我噢！听见了
吗，这是命令！”首长拍拍两
人的肩膀，爽朗大笑。“是，请
首长放心，一个也少不了！”
卢肃像立了军令状，一脸严
肃地给首长敬了个军礼。王

莘却一言不发，只觉得一股暖流纵贯了
他的全身，眼眶也有点发酸。是啊，在一
个人的生死存亡之际，还有什么东西能
比战友情、阶级情更珍贵、更真实、更令
人没齿难忘呢？ 第二天，大部队转移前，
卢肃找炊事班讨要了两盒火柴、一个钢
盔。王莘有点纳闷：你也不吸烟，要火柴
做啥用？后来方知，在极端环境和挑战
生命极限的日子里，一根火柴，可能就是
救命稻草啊！现在，他对留在自己身边
的这个人，有些刮目相看了。
“咱们现在怎么办？老乡的房子肯

定不能住了。”此时，王莘已经把卢肃
当成了主心骨。“这样，你老老实实呆
在屋子里，我马上去找住处，找到后回
来接你！”

且说这卢肃来自苏北农村，生活能力
很强，又有几分机灵劲，尤其对冀西山区
的地形地貌了如指掌。黄昏时分，他回来
了，拉着王莘的衣襟道：“带上你的背包，
马上跟我走吧，我给咱俩找了个又安全又

舒服的地方！”出了村子，两人一
前一后上了山。爬了一道山，过
了一道梁。又爬了一道山，过了
一道梁。月亮已经升起来了，还
没到两人的“新家”。“我们这是
去哪儿呀？回延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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