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8 月 4 日 星期三 责编:秦斌

荧屏遥控器

10 文娱

电视剧
35 种出版物榜上有名 全面展示三年来出版成就

内容紧贴实际生活与工作

廉洁主题漫画展将开启巡展

2021 年天津市优秀出版物奖揭晓
本 报 讯（记 者 仇 宇 浩）2021 年 天 津
市优秀出版物奖近日揭晓。此次评选设
立图书奖，期刊奖，音像制品、电子出版
物和网络出版物奖以及组织工作奖 4 个
奖 项 ，经 过 严 格 评 选 ，共 计 35 种 出 版 物
获奖。
据了解，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伟大的马

克思——做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百花文
艺 出 版 社 的《山 海 闽 东》等 20 种 图 书 获
奖。
《中草药》
《天津支部生活》等 10 种期刊
获奖。天津电子出版社的电子出版物《新
冠肺炎防护指南漫画双语系列（十种语
言）》，天津教育出版社的《新冠肺炎疫情心
理防护手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中

小学书法教育网络视频课程》等 4 种网络出
版物获奖。此外，天津人民出版社、新蕾出版
社、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3 家出版单位的总
编办公室获得组织工作奖。
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此次获
奖作品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聚焦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建

设文化强市目标，全面展示了三年来天津出
版工作取得的成就，有利于激发全市出版工
作者精品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打
造更多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出版精品，不断
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程提供思想保证和精
神力量。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由和平区纪委监委主办，区文旅局、
区图书馆承办的“坚守为民初心，笃定前行发展”——天津市第
五届
“和平杯”
廉洁主题漫画创作作品展日前闭幕，
将开启巡展。
本展以庆祝建党百年为背景，紧贴实际生活与工作，是和平
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进作风建设的重要载体，自 6 月 25 日
开展以来，累计参观场次 60 余场，
累计参观 2000 余人次。
展览分为
“百年华章，
从严治党启新程；
政务处分，立法立威
强监督；
‘和平夜话’
，
躬身为民见真情；
亲清政商，助企护企促发
展”四部分 。此后，这些作品将在和平区各街道图书馆、企事业
单位及各大公共文化场所巡展。

■《奔腾年代》第 37、
38 集 在常汉卿的劝说下，
周铁锤来到羁押室救人，
阻
止了冯仕高采取进一步行
动，为了救白曼宁，王胖子
也被解除了刚刚上任的干
部职务。白曼宁因为这次
事件受了很大惊吓，
终身无
法生育，她割腕自杀，被周
铁锤及时救下。
为了撇清相关责任，
冯仕高开始调查白曼宁的
身世…… 天津卫视 19:30

弘扬崇军尚武精神

蒋子龙新作品集
《人间世笔记》出版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中国改革文学开
拓者、
著名作家蒋子龙的全新随笔集《人间世
笔记》由作家出版社推出，
这也是蒋子龙在
2018 年被授予
“改革先锋”
称号后出版的第
一部全新作品集。今年蒋子龙迎来八十岁
生日，
该书也是为其贺寿的纪念之书。
蒋子龙当过海军士兵、厂长办公室秘
书、
车间党总支副书记，
1982年任专业作家；
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天津市作协主席；
1965 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新站长》，
1979 年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引起强烈社
会反响，被公认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
里程碑；
作品多次获得全国中短篇小说奖。
此次出版的《人间世笔记》共分为四辑，
前
三辑用37篇随笔记录了当下社会形形色色
的人物，
展现出一幅幅人生世相，
睿智深刻，
练达透彻，
诙谐生动；
第四辑记载了作家对各
种人间世现象的感悟、
所思、
所想，
金句频出，
有助于提升读者对社会的认知，
启迪人生。

什么是
“角儿”
？跟人民在一起才叫
“角儿”

文化进军营 军民鱼水情

——“梅花奖”得主汪荃珍忆豫剧大师常香玉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日前，豫剧大师常香玉弟子、
“梅花奖”
得主汪荃珍作为嘉宾来津参与录制节目。
录制间歇，记者采访了汪荃珍，
和她谈到与
恩师常香玉的点滴以及对戏曲传承的践行。
1984 年，汪荃珍拜师常香玉。学艺的
日子里，她在老师身上感受到最多的就是
严谨、责任、敬业。那时常香玉已是花甲之
年，由于身体原因，
在《红娘》中只出演老夫
人的角色。老夫人的戏份少，但常香玉依
然提前好几个小时到剧场化妆，上场前还
要反复检查装扮，生怕有一点儿瑕疵。老
师这样“较真儿”，年轻的汪荃珍不理解。
后来经过老师的教导和实践历练，她才明
白了恩师的心思：
“成功绝不是一蹴而就，
台下的苦功和随处用心的积累，才能促成

台上那一分钟的光彩呈现，给观众带来美的
艺术享受。
”
汪荃珍说，恩师永远把观众放在心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常香玉带着大家到各地
演出，剧场演出一结束，
她就领着几个年轻演
员直奔后厨。做什么呢？给做饭的师傅们唱
戏。因为师傅们要忙着买菜做饭，根本没机
会去剧场看戏，所以常香玉说一定要给这些
为演员服务的人演唱。一次，晚上散了戏演
员们回住处，一群戏迷默默地跟着常香玉，后
来忍不住开口道：
“我们都没买到票，没看成
您的戏，您能不能给我们清唱啊？”常香玉二
话没说，开口就唱。
“什么是
‘角儿’
？跟人民在一起，
这真叫
‘大角儿’
！”
汪荃珍满怀敬佩回忆往事，
“老师
把观众的声音和需求，都听到、看到了，再用
自己所能回馈给大家。她那
‘戏比天大’
的精

市作协举办文学公益活动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昨日，天津文学
馆迎来河东区东瑞家园社区的孩子和家长
们。此次文学公益活动，是作协深入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的
一项举措，是党员干部下社区入列轮值、为
社区和基层群众解决
“急难愁盼”
问题的一
次生动实践。
活动中，孩子们首先参观了市作协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举办的“与
时代同行”天津文学馆藏品展以及“建党
百年、辉煌历程”书画展。从一幅幅书画
作品和一本本书籍中，逐渐认识本土作
家，了解他们的创作故事以及天津文学百
年的发展历程，同时近距离感受传统书画
文化的魅力。随后，儿童文学作家陈曦的
“文学的钥匙——从阅读到写作”主题讲

神、为人谦和真诚的态度都是我们后辈要学
习继承的。
”
有老师做榜样，汪荃珍心里装着观众。
去年，她参与了一次网络直播，
当时有很多网
友说，希望汪荃珍也能走上网络。她突然觉
得，这是时代的需要、观众的需要。而且，网
络的传播力度、新媒体的新玩法，
能够让更多
戏迷享受戏曲，让不了解戏曲的人感受戏曲
之美。于是，汪荃珍马上开通了短视频账
号。名段演唱、化妆过程、拍摄花絮……她发
布的视频内容丰富，很快就吸引了 30 万“粉
丝”
关注。
汪荃珍也不忘和观众相约舞台。前不久
团队下乡演出，在广阔的乡村广场，
她站在临
时搭建的舞台上演唱《抬花轿》，台下是摩肩
接踵的乡亲们。她由衷地说：
“戏曲演员最终
还是要落到舞台上，这才是根本。”

座，为孩子们传授写作的“钥匙”和“密码”，
启发孩子们学会观察、思考、想象、运用逻辑
和体验生活。
自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始以来，市作协
先后为作家举办作品研讨会、文学座谈会、文
学讲座、文学采风等 15 场，深入公安、机场、
学校、社区、农村等基层开展文学公益活动
10 余场，面向社会开展建党百年征文、诗歌
朗诵会、百人诗歌颂党恩、主题书画展、藏品
展等活动 10 余项，帮助社区讲党课、送图书、
帮销扶贫产品、组织群众打疫苗、开展文化公
益活动等，为基层群众办实事，
受到好评。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日前，北辰区文旅局走进武警某支队
开展
“文化进军营”
系列活动。
北辰区文旅局除了为支队官兵送去党史学习教育图书和慰
问品，区图书馆党史宣讲小分队还与战士们联合开展了红色阅
读、红色宣讲、红歌联唱等活动。在部队图书室开展的“文化进
军营”
全民阅读推广活动，
以讲述诗歌《妈妈，假如我这次倒在边
防线上》为主题，用互动的方式现场解析朗诵技巧，受到战士们
的青睐。正值奥运会举办之际，北辰区文旅局把中华传统体育
项目“射箭、投壶”体验活动送进军营，弘扬崇军尚武精神，营造
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浓厚氛围。

■《拥抱星星的月亮》
第 1—3 集 夏明月是某校
高三三班的学生，
与妹妹明
星、弟弟明天同上一所学
校。一天，
胆小怯懦的弟弟
被以曹阳为首的一群混混
学生抢去了随身听。明月
带着明天闯进男厕找曹阳
众人理论。明月与曹阳争
吵不休并动起了手，
弟弟明
天见状早已溜走。明月追
赶着曹阳从男厕出来时却
撞见了赵主任，
被罚与曹阳
一同面壁思过……
天视2套 18:25

“青春启航·文旅相随”

滨城沙滩阅读节活动丰富多彩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魅力滨城处处书香，文旅活动周周精
彩。由滨海新区图书馆等承办的“青春启航·文旅相随”滨海新
区第二届沙滩阅读节系列活动，以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吸引读
者齐聚东疆湾沙滩，让文化与旅游相得益彰。
日前开展的
“书山行旅，沙滩读海”研学游活动，开场以游戏
环节启动，随后，
天津启航心理教育服务中心的老师与读者们一
起阅读，
讲述关于海的故事，
分享阅读收获。读者们还动手制作贝
壳相框，
在游玩的过程中探索海洋知识，
爱上家乡的这片海。

■《夜市人生》第 44、
45 集 中铃根据娜娜和庆
祥得到的消息和夜市改建
规划图，推测光裕可能是
在给魏红和大志下一个很
大的圈套。中铃约大志单
独相见，提醒大志小心提
防 光 裕 ，大 志 若 有 所 思。
娜娜和庆祥偷偷拍下中
铃和大志的照片。庆祥
和娜娜拿着中铃和大志
的照片找到光裕，希望光
裕能宽限最后一笔欠款的
还款期限……
天视 4 套 21:00
■《今日开庭》现在的
年轻人上班所赚的工资一
旦不足以支撑他们日常的
花销，就会使用一些网贷、
信用卡来接短。这些信贷
产品的确能为人们解决一
些燃眉之急，也为人们的
生活带来了很大方便，甚
至成为了年轻人支付方式
的首要选择。好处是很
多，
但问题也不是没有。
天视 6 套 18:00
■《模唱大师秀》他
的声音华丽高贵、富有磁
性；
他的性格纯粹朴实、与
世无争。他将毕生的热血
与激情都奉献给了挚爱的
配音事业，他是观众心中
永远帅气的王子和英雄，
他是配音界独树一帜的偶
像与大师。他就是上海电
影译制片厂著名的配音表
演艺术家童自荣。本期节
目致敬配音王子童自荣。
天视 2 套 20:45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 场 ：奔 腾 年
代（37、38）
天视 2 套（103）
18:25 剧 场: 拥 抱 星
星 的 月 亮（1—3）20:45
模唱大师秀
天视 3 套（104）
17:40剧场：
只要你过
得比我好（31—33）19:20
剧场：历史的使命(41)22:
15剧场:擒狼(21—22)
天视 4 套（105）
21:00 剧 场 ：夜 市 人
生（44、45）
天视 5 套（106）
19:55 2021 年 中 超
联赛第 11 轮 深圳 VS 广
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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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