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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谁能“舞”出精彩
■本报记者张帆

近期，多档舞蹈类综艺节目先后
开播，让观众对于舞蹈和舞者的关注
度大大提升。其中，既有以“蒙面”为
卖点的《蒙面舞王》第二季，也有主打
小众街舞的《这！就是街舞》第四季和
聚焦专业舞者竞技成长的《舞蹈生》。

舞蹈类综艺更加多元化

《蒙面舞王》今年迎来第二季，对
决玩法除了两两对战、个人齐舞展示，
还增加了个人随机音乐对决、齐舞对
决等。30位人气舞者登台夺擂，人气
偶像、实力明星、当红主播、民间高手
将褪去标签，用舞蹈既决高下，更秀出
自我。从节目整体形式来看，“蒙面”
依旧是最大亮点，面具让舞者暂时放
下明星身份，用舞蹈实力说话。同时，
舞者还要在不通过展现面部表情的情
况下，完全依靠肢体动作表达情绪，对
其是一个巨大考验。
《这！就是街舞》第四季近期开

播，该季赛制将是精英挑战赛。作为
一档街舞选拔类真人秀，《这！就是街
舞》第四季将竞演升级成街舞圈层内
专业人才的比拼而非选拔，使得这档
节目的可看性更强、更热血。
近期开播的《舞蹈生》是一档舞蹈

竞技成长真人秀节目，由佟丽娅、金
晨、孟美岐担任导师。节目聚焦舞蹈
专业高校生、舞团舞者群体，融合舞蹈
特色考核机制，通过合宿、排练、特殊
课程与竞争、遴选等，24小时全方位
记录，展现舞蹈艺术学生及工作者的

精神面貌，探索传统舞种与表演、流行、
垂直圈层等文化更多元的结合与呈现，
引领观众了解中国舞蹈生态。

打破审美壁垒，让舞蹈走近大众

《舞蹈生》导师金晨曾被问道，“你觉得
人们对舞蹈生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她无奈
地表示：“我们做一个很难的动作，观众朋友
看不出很难。但我们做一个简单基础的动
作，比如劈叉，大家会觉得‘很难’。”

在众多流行文化领域中，舞蹈一直
属于“高冷”范畴，大众对于舞蹈的认知
存在偏差，高深莫测的炫技未必能够感
染所有观众，对于好舞者的定义也不该
仅仅停留在舞蹈动作的难易程度上。近

年来，舞蹈类综艺节目的兴起让高雅艺
术走近大众，既填补了综艺节目的市场
空白，也为观众近距离品味高雅艺术消
除了审美壁垒。 舞蹈类综艺节目通过
聚焦舞蹈艺术本体、弱化赛制冲突、强化
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选秀竞技节目的
综艺模式，放大了舞蹈艺术的身体美学
与情感表达，传递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
人文情感。

在许多舞蹈专业人士看来，舞蹈类
综艺节目是舞蹈艺术实现大众化传播的
重要方式。目前，尽管此类节目取得了
一定的市场和口碑，但传播力和影响力
仍然有限。能否保持稳定的节目质量并
不断推陈出新，将是舞蹈类综艺节目推
动舞蹈艺术大众化普及的关键所在。

本报讯（记者仇宇浩）伴随正午阳
光新剧《乔家的儿女》的开播，该剧同
名原著小说也推出全新修订版。
该剧改编自作家、编剧未夕讲述

亲情与成长的代表作《乔家的儿女》，
小说讲述了乔家五个兄弟姐妹从
1977年到2008年的生活经历，其中
既有因性格不同遭遇的各种坎坷，也
有温暖的小确幸，更有乔家的生活变

迁。小说生活细节丰沛扎实，写尽兄弟
姐妹的共同成长和亲情羁绊，感情真挚
丝丝入扣，凝练而鲜活地展现了世故但
不市侩的人间烟火，同时人物命运与时
代大潮共振，以一个家庭折射一个时代

的光芒，堪称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此次推出的全新修订版小说由未夕

精心修订，文本更为考究，设计更为精
美，同时随书附赠主演明信片和全家福
剧照大海报，回馈读者。

本报讯（记者仇宇浩）为配合“双
减”政策，滨海新区图书馆立足全国家
庭亲子阅读体验基地，与校内主阵地联
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外特色活动，
特别是联合区域内公共图书馆推出的
覆盖滨城全域的未成年人主题阅读推
广活动“阅读+计划”，目前已吸引5000
多名小读者通过线上App阅读图书、

聆听讲解、分享心得，推动了未成年人素
质教育持续深入开展。
“阅读+计划”将线上数字资源推送

与线下互动及成果展示相融合，静态阅
读与动态展示相结合，按照“主题联合、
资源配合、对象融合、特色组合”的原
则，构建亲子共读的良好氛围，大力推
进全民阅读工作。今年重点推出大师

公益讲座、家庭教育课程、学国学经
典·养善美家风、研学基地建设四大主
题活动。大师课公益讲座聚焦文学、文
化、书法、绘画、音乐、民间艺术等领域，
提高未成年人艺术修养。家庭教育课程
着眼于家庭教育，打牢未成年人道德底
色。学国学经典·养善美家风系列活动，
引导未成年人传承优良家风。与景区、
文化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签署研学
基地服务共建协议，为青少年读者提供
研学主题活动。
科普大咖主题讲座，让小读者感受科

学魅力；“书香天津”进校园、“好书齐分
享”读书会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我们
的节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主题阅读
推广活动，激发青少年学习传统文化的
热情；“图书馆奇妙夜”寓教于乐……该
馆通过线上线下活动，实现社会科学、自
然科学全领域延展，形成具有滨城特色
的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矩阵，大力推进全
民阅读活动。
此外，该馆已在窦庄子中学、茶淀小

学、大港欣苑小学、窦庄子小学、小王庄一
小、大田小学、大田中学、杨家泊小学等8
所乡村学校建立了校园分馆，还利用流动
服务将讲座、展览、阅读推广送到乡村，进
一步满足乡村小读者的阅读需求。

滨海新区图书馆“阅读+计划”

构建未成年人素质教育新高地

《乔家的儿女》热播

原著小说推出修订版

本报讯（记者张璐璐）昨天，中国
排球协会发布消息，中国女排确定退
出即将于8月29日至9月4日在菲律
宾举行的2021年亚洲女排锦标赛。
这一决定不仅可以保障各地方球队全
力备战全运会，同时也让中国女排的
姑娘们更好地进行自我调整。
本届亚锦赛是2022年女排世锦赛

的资格赛，获得亚锦赛前两名的队伍
将拿到明年世锦赛的入场券。中国女
排之所以退赛，主要还是考虑到新冠
疫情防控因素以及即将举行的陕西全
运会女排成年组比赛赛程安排。中国

女排于8月4日回国，随后就进入了隔
离。隔离结束后，队员们也将回到各自
的地方队，准备即将于9月16日开打的
全运会女排比赛，如果参加本次亚锦赛，
则不利于各地方队球员之间的磨合。此
外，亚锦赛提供的世锦赛参赛资格，中国
女排也可以通过世界排名等其他途径
获取，因此退赛的决定并不意外。同
时退出此次赛事的还有日本女排。

女排亚锦赛原本是中国女排在东京
奥运会后的首个国际比赛，不过对于在
东京刚刚品尝了失利苦涩的中国队来
说，的确需要一个平稳的沉淀和过渡
期。特别是告别“郎平时代”后，中国女
排势必迎来新老交替，从教练员到球队
阵容都将有重大改变，因此球队需要时
间进行自我调整，退出本届亚锦赛也在
情理之中。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中国乒乓球
协会官网昨天发布消息，中国乒乓球队
将不组队参加9月28日至10月5日在
卡塔尔举办的2021年亚锦赛。国乒队
员将在完成奥运归国的隔离后，征战陕
西全运会。中国乒协计划在10月份举
行2021年度乒超联赛，之后国乒将开
始休斯敦世乒赛的备战。
全运会乒乓球项目比赛将于9月

17日至26日进行，亚锦赛9月28日开
幕。中国乒协秘书长、国乒男队主教练
秦志戬表示，间隔时间太短，结合目前航
班情况，国乒队伍很难如期抵达卡塔尔
参赛。同时，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

峻，国际旅行参赛存在较大的风险。若
参加亚锦赛，参赛人员回国后还需要进
行隔离，会影响国家队接下来的赛事计
划，尤其是休斯敦世乒赛的备战集训，不
利于年轻队员的培养和发展。

本报讯（记者 赵睿）明天凌晨中
国队将从上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
正式踏上世界杯征程。对于主教练李
铁来说，在12强赛开始之前中国足协
公布与其签约5年的消息，无疑是对
其的信任和激励。据知情人士透露
长约不等于“保险箱”，存在着监督
机制。
中国足协与李铁的合同期限到

2026世界杯，这中间主要有三个大赛，中
国队的表现需要具备说服力：首先是马上
开始的12强赛，表现说得过去；其次是
2023年亚洲杯，中国队家门口作战，表现
应当比较令人满意；再有是2026年的世
预赛，中国队应该有所作为。这还不包括
待到境外的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后，中
国队进行一系列热身赛、东亚杯之类的比
赛。据悉，由一些资深教练员、专业人士

组成的评估组会定期给中国队“体检”，协
助李铁工作。当然，如果这5年期间中国
队在某个阶段的发展被认为是停滞不前，
甚至负面东西多了，李铁中途下课的可能
也不是小概率。

昨天上午，中国队在驻地参加了12
强赛开赛前的唯一一次“裁判规则宣讲
课”，现役国际级裁判员王迪亲自授课。
王迪主要就手球认定等最新国际判罚规
则更新内容、VAR技术应用与操作给国
脚们作了详尽讲解。今天下午，中国队
进行内部教学赛，王迪为主裁判，帮助队
员们加深对规则的理解。

东京残奥会开幕

中国足球还需国足战绩提振

中国女排退出今年亚锦赛

中国乒乓球队退出亚锦赛

李铁5年长约背后有监督机制

24日晚，第16届夏季残疾人奥
林匹克运动会在日本东京新国立
竞技场开幕。
本届残奥会共设 22个大项、

539个小项，有来自162个代表团的
4403名运动员参加。
这是中国第10次派团参加夏

季残奥会，此前中国已连续四届获
残奥会金牌和奖牌数双第一。此
次出征东京的中国残奥代表团由
437人组成，其中运动员251人。
中国代表团将参加20个大项、

341个小项的角逐，这是我国参加境
外残奥会参赛大项最多的一届，其中
4个集体项目全项目参赛。中国代表
团的参赛目标是：安全参赛，展现精
神，争创佳绩，传递友谊，实现运动成
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新华社发

明天凌晨，庞大的国足出征团队，
将乘坐包机从上海飞往卡塔尔多哈，
正式开始他们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12强赛征程。和二十年前国足圆梦
世界杯时的万众欢腾相对比，这一次，
关注中国足球的各方一样在翘首期
盼，只不过与其说大家是在等待快乐
重现，还不如说是在等待国足能有好
的结局，以此来刺激甚至拯救困顿的
国内足球职业联赛，包括为整个足球

大环境暖场。
因为国足有12强赛任务，中超联赛

目前正处在长达三个半月的“停摆期”，间
或有消息传出，大部分也都不是好消息。
比如北京时间昨天凌晨，西乙拉斯帕尔马
斯俱乐部宣布球员比埃拉回归，他是继奥
古斯托、金玟哉、费尔南多之后，北京国安
俱乐部在过去一个月内解约的第四名外
援，俱乐部缩减投入“甩包袱”的意图再明
显不过，有评论认为，国安正处在起码过

去十年间“最坏的时刻”。
也是在昨天，有巴西媒体报道，球员

格德斯已经与山东泰山俱乐部就终止合
同达成协议，这名眼下还不到25岁、曾公
开表示过愿意归化加入中国籍的球员，就
此也与中国足球无关了。在本赛季中超
联赛开始前，已经有一批外援与国内俱乐
部解约，联赛进行的过程中，解约的外援
又不知不觉达到了两位数——在无法把
当初花大价钱引进的外援交易出去换钱，
也无力再继续支付他们高额工资的情况
下，解约止损，成了各俱乐部不约而同的
上策。

本报记者顾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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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熊乐园4》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爱的厘米》第33、
34集 关震雷跟烧烤店老
板打架进了派出所，随后
因低血糖导致昏厥，又进
了医院，将老关夫妇俩折
腾得精疲力尽。关雨晴看
不过去，出言教训，关震雷
寻死觅活。老关爱子心
切，强行把关雨晴赶走，独
自陪床照顾。关雨晴对父
亲无底线溺爱儿子的行为
无可奈何……

天津卫视 19:30

■《错恨》第16—18
集 半夏反常地积极要去
上坟，但是公司紧急来电，
一起停电事故要去抢修，
半夏无奈赶去。赵燕子只
好指望紫苏，可是紫苏半
路上接了交管大队的电
话，要马上赶去配合调查
那起车祸。赵燕子生气儿
女都指望不上，抄起铁锨，
自己赶去墓地。半夏正在
古玩市场接电线，突然，他
发现了一个针灸木人，对
木人爱不释手。但是对方
要价不菲……

天视2套 18:25

■《隐形的翅膀》第
38、39集医院推荐段和华
赴非洲小组参与学习，何芳
华作为非洲红十字会的工
作者，当着院长的面撕毁了
段和华的推荐书，段和华
知道是因为安琪，无奈放
弃，敏娜担心安琪，为了能
出监狱探望安琪，故意将
自己的胳膊摔骨折，段和
华探望敏娜时，十分心
疼。睿萍醉醺醺出现在安
琪的病床前，恳求安琪放
弃高飞，她告诉安琪，如果
她的手术失败就有可能变
成植物人，安琪愕然。看着
睡在自己病床前的高飞，安
琪内心十分复杂……

天视4套 21:00
■《糖心家族》在糖心

家族里，据说每个小朋友都
有自己的“瞌睡虫”，掌管你
的正常作息。按时早睡早
起，瞌睡虫就按部就班，如
果昼夜颠倒，瞌睡虫的工作
就乱作一团！带上您的孩
子，一起和糖心家族们来看
瞌睡虫的故事——了解按
时作息有多么重要。

天津少儿 19:30
■《模唱大师秀》本

期要模唱的是由王毓宝
先生创立的天津时调。
节目特邀天津市曲艺团
著名琴师、王毓宝先生的
公子刘小凯以及天津文
联原党组书记、曲艺理论
家孙福海来到现场，讲述
生活中的王毓宝先生，以
及她对于艺术不断攀峰、
不断创新的精神，以此来
纪念王毓宝先生，致敬她
所创立和追求了一生的天
津时调艺术。

天视2套 20:45

柏林观看奥运会
汉堡大学的阿廷在代数学上的

成就，吸引周炜良来到汉堡大学听
课。德国的教育制度一向是宽松
的，容许在莱比锡大学注册的周炜
良在汉堡求学。此外，周炜良的个
人目的是追求家在汉堡的女友维克
多(Margot Victor)。

1934年10月，陈省身和周炜良在
汉堡相识。两人共租一房，情同手足。
陈省身回忆说：“炜良是夜间工作者，白
天睡觉到下午两三点钟。但是德国银
行下午一点钟就关门了，所以每次取钱
都找我帮忙。”1936年夏天，陈省身即
将离开汉堡。正好周炜良在莱比锡大
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并与维克多完
婚。那时，陈省身是婚礼上唯一的中国
宾客。陈省身离开汉堡之后，再次和周
炜良相逢是在抗战时期的上海了。

1936年在汉堡的中国留学生圈
子里，十分热闹。这一年，恰巧在柏林
举行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陈省身和
许多留学生齐集柏林观看。华罗庚出
国访问，经西伯利亚铁路，由北京坐火
车到柏林。他和陈省身在柏林见面，
一起看运动会。那届运动会，希特勒
正在台上，法西斯气焰嚣张。但是,
100米、200米赛跑的冠军都是美国的
黑人运动员，这对鼓吹种族主义的希
特勒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中国运动员
的成绩不佳，没有得到任何奖牌。最
好的成绩是符保卢的撑杆跳高，也只
是进入了决赛而已。

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之后，陈省身
坐火车离开汉堡。导师布拉施克、好友

吴大任夫妇和张禾瑞到汉堡火车站送行。
陈省身要去法国巴黎，途经英国时顺

便访问剑桥，和先期到达那里的华罗庚在
一起。这两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家，当时不
过二十五六岁，风华正茂。他们一个研究
几何，一个研究数论，正向数学的顶峰迈
进。后来不出几年，两人都做出了达到国
际水平的成果，享誉世界。陈省身在
2001年写就的《我与华罗庚》一文中回忆
了1936年的这次交往，并且由此联想到
21世纪中国数学的成就：“现在中国运动
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很光荣的成
绩。想起来，数学也有这个潜力，不过数
学需要的时间长些。”

陈省身获得清华大学的硕士、汉堡大
学的博士，又经过嘉当微分几何的洗礼，
终于踏入科学研究的殿堂。清华大学聘
请他为正教授。数学人生的开端，可谓一
路顺风。但是，世界的政治形势使他第一
次遭遇人间的困苦。在他离开巴黎回国
的三天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事
变，中国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中国的现代数学，发展的速度相当
快。在20世纪初接受现代数学教育的中
国数学家，以姜立夫等为代表，于20年代
在全国各地创办大学数学系，开始授予数
学的学士学位。

强迫入会
从这座盐坨往西，不远就是铁路

线，这是坨地里运盐的专运线，铁路上
停放着几辆空车厢，在车厢下边的阴
影里，有些工人在避太阳，等着装火
车。一个人背着一条面口袋，这面口袋
里鼓鼓囊囊地装着半袋东西，从车厢
后边绕了过来。瞧见这些工人，他假意
一笑：“这儿凉快，等着装火车啊！”车厢
下边的人没有谁言语，这个背着面口袋
的人，倒不计较有人理没人理，仍假笑
着说：“快照相去吧，该起牌了，这是入
会，你们知道吗？”车厢下边的人，仍旧
不理他。背着面口袋的人，只好无趣地
朝着严志诚他们干活的那座盐坨走去。
在盐坨上干活的苗瑞祥，看清楚来人之
后，朝着严志诚轻轻地咳嗽了两声。

严志诚微微点头，此时他已看清，
这个背着面口袋的人正是苗万贯。不
过，今天感到奇怪，苗万贯脱下了常穿
的长衫，换了一身短裤褂，腰里的大折
扇不见了，手里摇着一顶崭新的草帽。
以往穿长衫、摇折扇的人，今天乍一换
装，让人看着有些膈里膈生的，显得更
加特别。严志诚站在坨上，手里的木锨
不停地撩着盐，眼角可就盯住了苗万
贯。和严志诚同凳撩盐的赵方，撩着盐
来到严志诚近前，小声说：“你和瑞祥
到坨那边去吧。”严志诚说：“不，他的
眼光短，看不见咱们的。”他继续撩盐。

苗万贯来到盐坨前站住了，他看了
看脚下，找了块地势比较高、地面比较干
净的地方，扭头往四下里看了看，把肩头
上的面口袋放在脚跟前，然后仰脸从盐
坨下面，一凳一凳地往上查看着。苗瑞祥

用木锨柄轻轻地捅了严志诚一下。严志诚
轻声地说了句：“不要理他。”赵方的心可是
揪到一块儿了，苗万贯要是发现了严志诚
和苗瑞祥怎么办？但他看到严志诚那若无
其事的神态，稍稍把心放下了一点，但仍在
观察着苗万贯，汗水从额头流下来。

此时的盐坨上，除了“刷刷”的撩盐
声，没有其他声响，更没有人说话。突然，
苗万贯往盐坨上一指：“你们撩坨的……”
话还没有说完，卸船的工人抬着满满的一
筐盐，从他面前经过，说：“先生，往后闪
闪，看溅一身泥。”盐筐紧挨着苗万贯的裤
角抬过去。苗万贯手提着面口袋，往后退
了半步，嘴里不住地说着：“不怕、不怕，
咱们干活的工人还怕泥？”他的眼珠不停
地往坨上、坨下看着。“诸位、诸位。”苗万
贯佯装着笑脸，面对干活的工人说：“镇
公所的通知下来好几天了，入会的照片
大家该交了，咱们工会成立以后，每人要
发一个证件……”

一个抬着空筐的工人，走到苗万贯近
前，喘着大气说：“连饭都吃不上哪，还入哪
门子会呀！谁有那富余钱去照相？”苗万贯
立刻说：“不入会可不行啊，到时候没有证
件，你就进不了场、干不了活。”盐坨上一
个撩坨的工人答了言：“进不了场，就不干
呗。都不来干活，看你们怎么进坨地！”

37 69 进城之初
进城后，王莘一家住在和平区

锦州道58号一幢二层小楼里，楼下
是住宅，住着天津音乐工作团的几
位领导，楼上是天津音乐工作团的
排练厅。与王莘毗邻而居的，是《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作者曹
火星一家。老哥俩从战火中的华北
群众剧社一路走来，从天津音乐工作
团到成立天津歌舞剧院，始终形影不
离，一正一副，亦师亦友。

王莘一家十几口人，住在两大
间房子里，显得颇为拥挤。但受当
时住房条件限制，无论是官是民，差
距并不悬殊。若问，王莘一家，怎会
有十几口？原来，除了王莘夫妇和
六个孩子之外，王莘还将远在无锡
荡口老家的母亲、姐姐及外甥女接
到天津。当时，王莘夫妇工作很忙，
无暇照顾孩子；把她们接来，一则可
以照顾孩子，二则也想让母亲享受
天伦之乐。

因为王莘离家参加革命后，家里
不时受到地痞流氓的讹诈和骚扰，令
母亲不胜其烦。母亲辛苦操劳了大
半辈子，王莘想让她晚年过得好一
点。姐姐出嫁后，育有一儿一女，不
幸夫君早亡，儿子早夭，姐姐悲伤至
极，哭瞎了一只眼。现在携女儿来
津，亦是成全了女儿朱雪
芬。朱雪芬自幼喜舞，来到
“舞堆”里如鱼得水，后来成
为歌舞剧院舞蹈队长，并影
响了王莘的两个女儿——小
五、小六。此外，同住的还有

王莘的一个侄子。
这样一大家子，每天就是一出戏。

最淘气的是王莘的大儿子大山。战争时
期，大山被寄养在平山一个老乡家里，来
津后一口平山话，像个乡下人，常被弟弟
妹妹们取笑，他也经常欺负弟弟妹妹。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管王莘叫父亲，因
为，他认为他的亲生父母在平山。大山
调皮捣蛋，最爱登梯子爬高，动辄蹿上房
顶，吓得奶奶心惊肉跳。王莘从朝鲜前
线回国后，带回两只大皮靴，放在床沿
下。因楼道里没有厕所，夜间，大山和弟
弟外出解手怕冷，便尿在父亲的大皮靴
里。第二天早上，王莘一穿靴子，里边湿
漉漉的，惊道：“哎呀，我的汗脚竟然这么
厉害，晾了一宿都没干呀！”直到两个坏
小子笑出声来，他才知道原来是他俩的
恶作剧。
挨打，是少不了的。 有趣的是，无论

孩子们谁惹了祸，挨打的一定是大哥。
所有的孩子站成一溜，王莘发令了：“大

山，你出列！”大山战战兢兢走
出来。“把裤子脱下来！”王莘
手持一块木板，对着大山的屁
股，“啪”的一下，声音清脆。打
一下，大山的屁股哆嗦一下，妹
妹们的脸上哆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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