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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优秀国产动漫将亮相

莫言开公众号 四篇文章阅读量均达“10万+”

66岁的“年轻人”想和你聊聊天

■本报记者刘茵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国
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大沽口炮台
遗址博物馆充分利用深厚的红色历史文化底
蕴，广泛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用新颖的教学方
式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重温红色故事。

特色夏令营呈现新体验

暑期，“拥抱新时代，我与祖国共成长”
“阳光少年”“国防教育”等活动在该馆展
开，通过红色阵地寻访、现代科技参观体
验、手工制作等形式，让青少年在活动中了
解党史故事、增强国防意识。后期，该馆还
将推出“小小历史宣讲员”“小小文博志愿
者”“水上交通课堂”等特色主题夏令营，既
能让孩子在历史的天空下感知文化的魅
力，也能在独具特色的体验中感受动手制
作的乐趣。
为增强活动趣味性，该馆特别设计了创

意活动教具，其中，“口袋博物馆”互动项目通
过采集文物数字资源，让孩子们进入VR影
像，身临其境地“逛”博物馆，AI聆听智慧讲
解员的讲述。同时，透过智能软件扫描《儿童
海上国门绘本》，可呈现文物的立体展示，实
现场景还原、实景模拟，给孩子们带来崭新的
文化体验。

线上举办红色文化之旅

为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日前，该馆与南
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燕缘”2021年全国优
秀中学生暑期学校举办“全力传承红色基因

砥砺奋进时代征程”主题活动，弘扬革命传
统，厚植广大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的情感。按照当前疫情防控要求，本次活动
特别采用线上直播授课的形式，由宣教老师
叶诗璇带领280名师生“走进”大沽口炮台遗
址博物馆。

在《海上国门》课程中，老师通过在线共
享PPT课件的形式，为学生们讲述大沽口炮
台作为“京畿海门”的历史地位及沿革，再现
了大沽口炮台历经外敌入侵、几经兴废的悲
壮历史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奋勇抗争的顽
强史迹。为增强现场参与感，调动学生积极

性，《海上国门》课程中穿插了语音连线问答
环节，一问一答形式加深了学生们对相关历
史知识点的掌握，既提高了课程内容的丰富
性，又让课堂气氛“活”了起来。

打造“学”“教”融合新格局

为更好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该馆目前已与50余所学校签订共建协议，
采取到共建学校进行特色兴趣小组授课等
方式实现博物馆青少年教育资源与学校教
育资源的互换，使博物馆资源与课堂教学、

综合实践活动有机结合，打造“学”“教”融
合新格局，让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
到家乡的历史文化底蕴，了解人类历史文
明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
的历史文化。

该馆宣教部主任刘新欣说：“今后，我馆
将充分发挥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
地的资源优势，共同打造以‘红色经典文化
圈’为定位的爱国主义教育矩阵，开展系列宣
教活动，线上、线下引导广大青少年学习党
史、国史，不断扩大青少年受众群体，进一步
增强爱国主义教育实效。”

“拥抱新时代，我与祖国共成长”活动。

■本报记者仇宇浩

“为什么想到要开公众号？”“向年轻人
学习。我想在这里和年轻人聊聊天，和大
家交朋友，一起交流沟通。”作为第一位在
微信开公众号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这样在自己的公众号“莫言”中说。“想和年
轻人聊聊天”的莫言，文字、视频、音频、本
尊表情包、自画像漫画齐上，十分接地气，
瞬间圈粉，目前推送的四篇文章阅读量均
达“10万+”。
在第一篇推文《我为什么叫“莫言”？》

里，莫言讲述了笔名的由来。他还特意录
制了音频《终其一生做个平凡人，有错吗？》
《文学最大的用处，就是没有用处》，开启与
年轻人的聊天模式，以后每周一22时，莫
言都会在公众号里发布一篇自己的文章，

“这里会发布我一些最新的创作信息，以及
我对创作的一些感悟、看法、想法，也同时
会展示一些我的作品的片段。”在推文中还
会发布一条音频，“每期聊一个话题，与大
家分享我对文学和人生的想法。我非常希
望通过这个平台跟大家建立一种密切的互
动关系。”

在《莫言开公众号啦！》推文中，莫言通
过视频回答了一些读者关注的问题，比如，
他最想对年轻人说的一句话是“向你们学
习”；他用“饭量大、睡眠少、体力好”来形容

自己；今年追剧追的是《觉醒年代》；从写作
的角度来说“没有退休计划”；最想做的事
情是“写小说”……

如此接地气的莫言，让读者们惊喜不
已——“我离诺奖又近了一步”“莫言老师
太萌了”……鉴于读者留言太多，莫言表
示无法一一回复，但是每一条都会认真
看，其中他以“你好，我是一个66岁的年
轻人”回复了读者留言“莫言老师好，我是
一个快50岁的年轻人”，单这条回复就有
2000多点赞。

这不是莫言首次尝试通过新媒体方式和
读者交流。2020年9月，莫言就在抖音开设账
号，发布的第一条短视频是推介新书《晚熟的
人》，仅6小时就圈粉10万多。不止莫言，冯骥
才、阿来、刘震云、麦家等文坛“前浪”均已入驻
抖音，在写作之余尝试更多新方式与读者互动
交流、分享创作和人生感悟，为方兴未艾的短
视频浪潮带来一股文化清流。这也让更多年
轻人意识到，与其看脸追那些不断“塌房”的
“偶像”，不如多追这样有内涵、有思想的“文化
星”提升自我。

为进一步加强警营文化建设，由天津
图书馆（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和市公安
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合作建设的天津图书
馆公交分局分馆于近日建成开放。

本报记者仇宇浩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翟志鹏摄影姚文生）作为
“打开艺术之门”2021暑期艺术节演出活动
之一，由天津宝艺艺术团打造的大型舞台剧
《海底小纵队5之深海探秘》，昨日在天津大
剧院歌剧厅与小观众们见面。
《海底小纵队》是英国、俄罗斯团队共同

推出的系列动画作品，主要讲述以巴克队长
为领导的“海底小纵队”，集合了具备多方面
才能的小伙伴，向着未知的海域不断探索前
进。《海底小纵队5之深海探秘》延续了这一
故事情节，表现“海底小纵队”为帮助一支无
家可归的逃难小队而引发的一系列探险经
历。这场演出将丰富的海洋生物知识融入到
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同时，以巴克队长为代表
的“海底小纵队”队员身上也体现出了勇敢、
坚持、助人为乐、团队协作等精神，寓教于乐
地使小观众从奇妙刺激的探险故事中收获科
学知识与良好品质。

本报讯（记者仇宇浩）由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天津市
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志办，中
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著的《京津冀红色故事会》，近
期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京津冀是一片红色沃土，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李大钊

等马克思主义者就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在这里。随着党组织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乃至生命书写了
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该书由120个小故事组成，每个
故事独立成章。讲述了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李大钊等人
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荷波等人领导的农
民革命暴动及北方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等；在全面抗日战
争时期，魏春波、狼牙山五壮士、老帽山六壮士、国际友人白求
恩等不怕牺牲、英勇作战、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还讲述了在解
放战争时期，高树勋、董存瑞、傅作义、傅冬菊等人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张帆）近日，腾讯视频举办动漫年度发布会，公
布了涵盖侠义江湖、神秘冒险、闪光青春、热血英雄、欢乐解压、
科幻星途、造梦乐园七大品类75部作品，以及《斗破苍穹年番》
《一人之下》第4季、《大理寺日志》第2季等在内的共29部续作计
划，总计104部作品。

为满足用户对动漫内容“长情陪伴”的需求，发布会上公
布了多部续作信息。除《斗罗大陆》外，《斗破苍穹》也凭借近
百亿的播放量成为热门国产动漫作品，它们描绘的青春正能
量故事将在未来继续陪伴观众成长。同时，《斗破苍穹三年之
约》《斗破苍穹缘起》两部特别篇也即将上线。

去年的国产动漫口碑黑马《大理寺日志》第2季将独家登陆
腾讯视频，大理寺众人应对奇案、追凶破局的悬疑逗趣故事还将
继续展开；原创科幻动画《星骸骑士》第1季的完结篇《星骸骑士
之星火重燃》将向用户展现更为华丽的科幻宇宙；刚刚完结的古
风浪漫3D动画作品《眷思量》第2季蓄势待发。此外，王牌IP《画
江湖之不良人》第5季、《狐妖小红娘》第11季、《武庚纪》第4季、
《一人之下》第4季、《全职法师》第6季、《快把我哥带走》第5季也
将陆续上线。

发展国产动漫产业，人才是关键。此次发布会现场展示了
“中国青年动画导演扶持计划”阶段性成果。此次活动征稿内容
分为自由创作主题动画片、“白日梦”主题动画短片及高校学生
动画作品征集三个主题，旨在保护创作者的个性化表达。

该活动自5月23日开展以来，已吸引1000多位动画人的参
与和支持，征集到许多优秀作品。

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打造“红色经典文化圈”

创新教学方式激发爱国热情

“打开艺术之门”2021暑期艺术节演出剧目

“海底小纵队”传递知识和勇气

《京津冀红色故事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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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数学群星（中）
熊庆来的房间内放有助教陈省

身的一张桌子，外间是周鸿经和唐
培经两个教员的办公室。走道的对
面则是其他教授的办公室。1931
年6月，陈省身成为研究生，以学生身
份当然不能再待在教师办公室。此时
华罗庚来了，作为算学系的助理员。

陈省身说，华罗庚“虽然名义上是
助理员，等于是个研究生，我也是研究
生，我们时常来往，上同样的课，那是
很愉快的一段学生生活”。陈省身回
忆华罗庚的用功是“每天工作十几小
时”。他钦佩华罗庚用非凡的努力来
弥补先天的不足。“罗庚患有腿疾，又
没有学历，要超过别人，谈何容易。记
得1935年华罗庚在德国著名数学杂
志 Mathematische Annalen发表了
一篇论文，那时中国很少有人能做到
这一点。华罗庚当时站在清华科学馆
逢人便告诉这一喜讯，在他一生的传
奇故事上又添加了新的一笔。”
1931 年刚开学不久，便发生了

“九一八”事变。陈省身也置身抗日运
动的洪流。参加游行，写标语，不过始
终没有做过领导性的工作。20世纪
30年代初，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数学发展
最快的时期。那时的国民政府政情相对
稳定，日本尚未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南
京政府尚可偏安一时。北大、清华由于
退回庚款的特别资助，学术研究得以正
常进行。那时的教授月薪在300元左右
(按:100斤谷子的市价是3元)，折合起
来，相当于今日的3万元月俸。生活当
称安定。陈省身的助教工作一月可得

80元，收入也相当可观。
经费相对充裕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聘

请国外数学家来华讲学，这对年轻学子的
影响十分巨大。这些数学家包括(括号内
各项表示学校，研究科目，来华年份)：

G.伯克霍夫(美国哈佛大学，分析学,1932)
W.布拉施克(德国汉堡大学，几何学,1932)
E.施佩纳(德国哥尼斯堡大学，代数

学,1932—1934)
W.F.奥斯古德(美国哈佛大学，分析

学,1934—1936)
N.维纳(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控制论,

1935—1936)
J.阿达玛(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分

析学,1936)
在1932年到1934年的三年中，陈省身

聆听了几位名家的讲演，眼界大开。特别是
从布拉施克的系列演讲《微分几何中的拓扑
学问题》中得益更多。那时的北大在城里，
清华则在西郊。布拉施克在北大演讲，每次
都得进城去听，并且作笔记。所讲的内容其
实是“网几何”，和拓扑学关系不大。布拉施
克的演讲打开了陈省身的视野，并成为决定
他此后数学生涯的重要契机。1933年到
1934年间，施佩纳讲学中，严格证明了“约
当曲线将平面分成两部分的拓扑定理”，这
对认识几何学中拓扑学的作用很有好处。

万般无奈
苗万贯连忙对大娟妈说：“棺材

钱好办，李镇长的意思，是让你们给
他家驳盐。”大娟妈说：“不行啊，我
们这船是有主的。”苗万贯呵呵一
笑：“啥主不主的，只要你们答应，李
镇长一句话就解决了，就这么办吧。”
说完，他抬腿就往外走。走到门口，
他又回过头来，“往开下里想，你们娘
儿几个好歹也得过日子吧。”

屋里边的娘儿几个互相望望，谁
也不言语，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办才
好。大娟妈抬头看见柜上那座“老母”
龛，心里嘀咕：“大慈大悲的‘老母’啊，
大娟她爹刚死，我们就遇到这么为难
的事，您可别为难我们啊……”大娟妈
不由得把眼睛闭上了。

大约半个月之后，天气渐渐地热起
来，盐滩上空一丝云彩也没有，那红红的
日头就像下火一样，炙烤着大地……大
娟头上箍着一块旧毛巾，站在盐船的后
舱头，手里扶着大橹把，两眼紧盯着前
方，她唯恐眼神错了，大橹的方向扭了，
把船驶横，脸上的汗水她都顾不得去擦。

船舱里，食盐已经装出了舱口，头
戴破草帽的大娟妈，就坐在这食盐上
面，手里端着一把瓷茶壶，嘴对嘴地喝
着，太阳这么毒，海水、白盐、盐碱地，
真刺眼啊。大娟妈喝完水，把瓷壶放
在盐窝里，然后，她眯起眼睛往天空上
望望，上面连个飞鸟儿都不见，当顶的
太阳烤得她脑袋有些发晕。她忙把头
低下，喃喃地说：“大旱不过五月十三，
今个儿都五月初十了，大娟她爹死了
有半个月了……”

大娟听见妈妈自言自语，就问：“妈，
您说啥呢？”大娟妈扬脸看了看女儿：“你爸
爸死了有半个月了。”说着，两行眼泪从眼
角流下。这些天来，妈妈可是瘦多了，应该
怎样劝解、安慰妈妈呢？大娟顺口答音：
“是有半个月了吧，咱们回家再算算日子
吧。”大娟妈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抓过一条
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和泪水，怨自己方
才不该提这些，让孩子跟着伤心。她把散
头发往草帽里掖了掖：“咳，不想这个啦，咱
们专心地驳盐吧。”她站起身来，“大娟，让
我扶着橹，你歇会儿去吧。”大娟顺从地把
大橹让给了妈妈，她回到盐舱想喝口水，然
后去替换拉纤的弟弟。

是啊，这么热的天，弟弟拉纤拉了半
晌了，这么大的孩子，多累呀！大娟抬头
往前面纤道上望了望，弟弟田儿正肩背纤
板往前弓着腰，一步一步用力地蹬着。这
长长的纤绳拉着这载盐的船，在盐沟里行
走，盐船后边甩下两道深深的水纹。大娟
刚想去拿瓷水壶，就见前面的桥头上走过
去一队盐警，一个个歪戴帽子、敞着怀，两
手端着大枪。在这一队盐警当中，押着十
来个光臂赤足、倒捆双手的人，在盐警的
打骂声中走过了桥头。大娟看罢，大吃一
惊，她拿水壶的手又缩了回来，呆呆地看
着这一队盐警发愣。

26 58 火车记谱
王莘用这支笔，记下了《歌唱祖

国》的前四句歌词和曲谱。完成后，
他一身轻松地望着车窗外，匆匆掠
过的树木、田野与河流，脑海中忽然
又蹦出两句歌词：越过高山，越过平
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多少年后，儿子曾与他探讨过
一个问题：山有多高，您能从山上越
过去吗？黄河长江有多宽，您能从江
河上越过去吗？但是，坐在飞驰的火
车上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联想。这种
浪漫主义的想象，是坐在钢琴旁或写
字台前，很难产生的。况且，他的想
象是有生活依据的：他出生在长江之
畔，又从延安开赴晋察冀边区时渡
过黄河，领略过长江黄河的磅礴气
势。 是的，唱到祖国，自然要想到家
乡，想到秀丽的江南鱼米之乡，想到
北方战斗过的太行山麓；唱到祖国，
自然会想到它的人民，为了祖国的
独立自由，前仆后继，不惜付出生命
的代价。于是，后面几句又脱口而
出：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
的家乡。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
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写完，他
由轻而重、不断打着拍子吟唱着，力
图让歌曲的旋律更加舒展、流畅、铿
锵有力。

王莘如痴如醉的创作状
态惊动了四座。人们用疑惑
不解的目光端详着他。座位
对面一位工人模样的汉子好
奇心切，用一口纯正的天津话
开了腔：“老弟，我看你一路

上神神道道的，没完没了地唱，我猜你是
乐器行的老板吧？”“不是，我是写歌的，
我唱的是我刚写的一首歌，叫《歌唱祖
国》，我再唱一遍，大家听听，给我提提意
见，好不好？”没想到车厢里坐着一位作
曲家。乘客们不禁肃然起敬，纷纷投以赞
许和期待的目光。

王莘多次说过，他本来就是教歌员，
喜欢写完歌就教给大家唱；只有作曲家
与大众的心灵产生共鸣时，这首歌才算
写成了。他就是这样理解音乐创作
的。 王莘站起身来，放开喉咙，声情并
茂地唱了一遍《歌唱祖国》。令他意想不
到的是，在他歌唱的时候，下面竟然有人
跟着哼唱了。他索性开始教大家唱。他
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他觉得大家
唱得与他不一致的地方，会当即记录下
来，以便在修改时，让歌曲更便于百姓传
唱…… 这是1950年 9月 15日晚，从北
京开往天津的火车上。其中一节车厢里
的乘客，有幸成为《歌唱祖国》的第一批

听众。
同一天晚上，王莘家中。王惠

芬挺着个大肚子，站也不是，坐也
不是，怎么待着都不舒服。因为，
孩子很快就要出生了，她望眼欲穿
地期盼着孩子父亲火速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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