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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服务渠道 宣推精准有力

《1921》口碑票房双丰收

根据全国“时代楷模”王继才、王仕花英雄事迹创作

天津京剧院《楝树花》明日亮相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昨晚，全新复排的开
心麻花舞台剧《乌龙山伯爵》在开心麻花民园剧场首演。
《乌龙山伯爵》讲述了男主人公谢蟹继承巨额遗产而引发

的故事。此剧是开心麻花的代表作，从2011年到2021年走
遍大江南北，累计观看人数突破百万。此次演出的天津组《乌
龙山伯爵》，由开心麻花天津公司总经理孙文岩监制，开心麻
花签约演员徐可担任复排导演并饰演谢蟹。复排融入了更多
天津元素，呈现出独特“天津范儿”。
据悉，该剧于8月至10月接连在民园剧场演出。同时

《莎士比亚别生气》《恋爱吧，人类！》《婿事待发》等开心麻花剧
目也将陆续上演。

本报讯（记者刘莉莉摄影姚文生）天津京剧院创排
的现实题材京剧《楝树花》昨晚在滨湖剧院进行了首演前
的彩排。明日，该剧将正式与观众见面。

京剧《楝树花》是天津京剧院根据全国“时代楷模”王继
才、王仕花的英雄事迹创作而成，主要讲述夫妇二人守护开
山岛，把青春年华献给祖国海防事业的故事。这是天津京
剧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创作的献礼剧目，
2020年该剧入选了文旅部全国舞台艺术重点主题创作作
品计划。

该剧艺术顾问梁波，编剧赵爱斌，导演陈霖苍，副导
演陈乐，唱腔设计续正泰，音乐设计李凤阁、祝福，舞美设
计盛小鹰。演员方面，“梅花奖”得主吕洋饰演王仕花，
“二度梅”得主王平饰演王继才，王文斌、王嘉庆、李宏、邵
海龙、王晓睿、曹馨月等分饰其他角色。

近期我市创作排演了一批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
优秀舞台作品，《楝树花》就是其中之一。这不但丰富了
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的内容，也发挥出优秀

舞台艺术作品感染人、鼓舞人的作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重温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为奋力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程而努力奋斗。天津
京剧院院长王则奇表示，王继才、王仕花夫妻二人平凡中的
伟大令人感动，他们坚守初心、忠于职守、爱国奉献的精神品
质，正是我们要通过这部作品来弘扬的。希望通过楷模的事
迹，激发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在本职本岗上艰苦创业，不断奋
斗，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则奇介绍，从剧组去往开山岛采风、与王仕花面对面，
到收集查阅相关资料、认真投入排演，大家不断受到英雄力
量的感染。剧组中的党员演职员，在创排过程中发挥了先锋
模范带头作用。此前三个阶段的集中排练，分别都是历时一
个多月，工作十分密集，剧组中的党员也通过自身的表现和
作风，影响着整个剧组积极向上的状态。希望通过《楝树
花》，让大家更直观、生动地感受时代楷模的形象，把他们的
精神呈现给观众。天津京剧院作为国家重点京剧院团，有责
任肩负起歌颂时代楷模、弘扬中国精神的文化担当和使命。

本报讯（记者 张钢）截至目前，今年7月1日上映的电影
《1921》已获得超过5亿元票房，超过同档期各类影片，并多次
登顶票房单日冠军。该片在天津地区由天津北方电影集团主
持发行，红色光影（天津）电影院线管理有限公司、天津电影票
务公司具体执行，在创造全国佳绩的同时，也刷新了天津红色
影片的最好成绩。

作为该片天津地区唯一授权发行方，天影集团及下辖天
影红色光影党员教育院线，积极协调各方资源、整合服务渠
道、精准有力宣推，使该片取得社会、经济效益双丰收。同档
期电影市场中，该片天津地区的票房在全市占有率达到
14.4%，地区票房市场份额位列全国第二。

影片宣发过程中，天影集团将影片中所涉党史资料和创
作背景导赏纳入庆祝建党百年、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
活动相关板块，组织开展红色光影电影党课主题宣讲活动，将
电影宣讲送达党政机关和基层单位，通过映前宣讲、映后提
示、共享信息、交流体会等多种形式，为全市各级党组织提供
观影辅导服务，红色光影主题电影党日活动成为该片在天津
地区的宣发亮点。

同时，天影红色光影党员教育院线还与天影票务开展服
务联动，将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互动传播等多种方
式融为一体，以主题教育形成口碑，以深化服务助力包场。
天影集团促成全市101家影城与观影单位无缝对接。此外，
通过该片电影党课课件等独家原创辅导材料的提供，使影片
的理论价值和知识含量更加丰富。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滨海新区图书馆在全面加强软硬
件建设的同时，与有着丰富培育经验的支持型社会组织合作，
共同打造阅读组织孵化基地，培育阅读类公益组织，开展公益
阅读活动，推动全民阅读工作开展。

疫情防控期间，该馆和基地运营单位积极克服困难，先后
发现培育了一批价值取向正确、成长性良好、有社会责任的社
会组织。经过一年的发展建设，该馆已先后培育了茶淀街综
合文化中心文学阅读部，滨海新区恩尚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九
河尚德社区公益服务中心等8家阅读类公益组织，并在滨城
新北街、胡家园街、大港街、杭州道街等开展阅读类公益活动
近百场，直接受益人数超过5000人。

目前，阅读组织孵化基地已具备初创聚集、纵深服务、创
新实践、成果展示、交流体验等五大平台功能，既为社会创业
者、在校大学生、公益人士提供了“找资源”的机会，又通过孵
化器开展各类全民阅读公益活动，营造全民阅读氛围，树立
“人人阅读、处处书声、时时文明”的理念。

滨海新区图书馆打造阅读组织孵化基地

全民阅读氛围日渐浓厚

开心麻花推出“天津范儿”十足

《乌龙山伯爵》上演

35种出版物获2021年天津市优秀出版物奖

深耕优质资源彰显津版实力
■本报记者仇宇浩

2021年天津市优秀出版物奖近期揭晓，35种优秀出版
物榜上有名，包括《伟大的马克思——做新时代马克思主义
者》等20种图书、《小说月报·原创版》等10种期刊、《新冠肺
炎防护指南漫画双语系列（十种语言）》和《中小学书法教育网
络视频课程》等5种电子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全面展示了三
年来天津出版工作取得的成就，充分显示了津版优秀出版物
的实力。

品类丰富广受好评

目前国内第一部统辖中外、跨越古今的家具艺术史著作
《世界家具艺术史》，国内外第一部专门研究山水画史的专著
《中国山水画史》，当前国内唯一一部将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时
间延至先秦时期的研究性史论《中国儿童文学史（插图本）》，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主编的《中国杂交水稻发展简史》，
最大限度还原近代天津城市风貌与变化的《地图中的近代天
津城市》等20种获奖图书涉及多领域，既有研究专著、史料文
献，也有通俗理论读物、小说、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精彩纷呈。
其中，《伟大的马克思——做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是哲

学家陈先达展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通俗理论读
物，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明晰马克思
主义当代价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撑。
该书不仅入选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国家出版基金
2020年专项主题出版项目、丝路书香工程2021年重点翻译

资助项目（乌尔都文）、2019年度中国版协30本好书、2019年
和2021年农家书屋重点图书推荐目录、2019年度天津市重
点出版扶持项目等，还博得专家、读者的高度评价，中央党校
副教育长、哲学教研部主任韩庆祥说：“虽已近90 岁高龄，陈
先达教授却依然以‘孺子牛’的精神，高擎马克思主义思想火
炬，笔耕不辍，坚持‘做马克思主义圣火传播者’。《伟大的马克
思——做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出版就是最好的例证。”

反映伟大时代精神、生动讲述中国故事的《海边春秋》触及
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
议”“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建设”“年轻人回乡创业”“生态文明
建设”“两岸一家亲”等重大议题，自2019年2月出版以来已数
次加印，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李敬泽称赞：“这部作品
回应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重点的、紧迫的召唤和要求，同时
对于我们的文学，在这个时代，如何塑造新人,反映新时代的社
会生活、改革进程和时代风貌，都作出了非常重要的阐明。”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东华、历史学教授蒙曼分别担纲
主编、顾问的“中国女孩”系列图书，邀请12位知名儿童文
学女作家创作，以盛唐到现代的12个历史时期为背景，讲
述中国女孩的成长故事，将民俗、手工艺等传统文化元素
与文学有机结合，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归属感。该书
入选了“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国家出版基
金资助项目、天津市重点出版扶持等多个项目，获得上海
好童书、福建好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荣誉，版权已输
出俄语、阿拉伯语等6个语种。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
长徐德霞这样评价：“从出版的角度，我认为‘中国女孩’是
具有宏大出版气象的选题，这套书紧扣中国的大时代，既

关照历史，又立足当代，在纵横两个方向上试图用文学的
笔触勾画出中国女孩独有的精神气质。”

贴近现实传播广泛

10种获奖期刊包括《小学生作文》《中草药》《天津大学学
报（英文版）》《天津支部生活》《天津中医药》《消防科学与技
术》《小说月报·原创版》《保鲜与加工》《煤气与热力》《心理与
行为研究》。
《小说月报·原创版》注重刊发贴近现实、格调昂扬向上、

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如鲁迅文学奖得主尹学芸缅怀
革命历史、书写家国情怀的《岁月风尘》；鲁迅文学奖得主阿成
表现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逆行的代沟》；茅盾文学
奖得主李佩甫关注反腐倡廉题材的《杏的眼》等，用文学温暖
人生，引领社会风气。
《小学生作文》始终秉持引导小读者“以我手写我心，从作

文学做人”的初心，紧跟教学和时代发展，既推荐古今中外优
秀作品，以文育人，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又引导学生关注时事
热点、关注生活、热爱生活，同时利用媒体融合和业态融合多
元化开发，纸质期刊结合衍生品及线上内容传播，每年服务数
百万小读者。
《新冠肺炎防控指南漫画双语系列（十种语言）》是国内语

种最全的公益性抗疫外宣电子书，语言通俗易懂并配有精美
诙谐漫画，目前已传播到埃及、吉布提、科特迪瓦、津巴布韦、
苏丹、阿尔及利亚、秘鲁和阿塞拜疆等国家和地区，供读者免
费下载阅读。中国将抗疫经验分享给世界，让更多人受益。

天津革命遗址遗迹展走进社区

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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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茵）日前，由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元明
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策划制作的“凝固的红色记忆——天津
革命遗址遗迹”展在和平区劝业场街福明社区巡展。

展览分“新生与发轫”“斗争与崛起”“解放与统一”“扬帆
远航”四个部分，展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留下的珍贵遗址遗迹，歌
颂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代代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革命精
神。活动现场，该馆派讲解员对展览进行讲解，便于观众更好
地理解展览内容。

演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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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辗转回国任教
在纽约有些朋友，可以话旧谈

新。在世界大城市观光，到百老汇
剧院看“音乐舞剧”，时间过得很
快。不过，陈省身最心仪的地方还
是刚刚成立不久的普林斯顿高级研
究所。那里有爱因斯坦、H.外尔、维
布伦、冯·诺伊曼等数理名家，科学
的重心已经向普林斯顿倾斜。

普林斯顿在新泽西州，从纽约乘
火车不过一小时就能到达。于是，陈
省身买了一张地图，直接到了普林斯
顿小城。陈省身的感觉是到科学殿堂
去朝圣。那时的研究所还在普林斯顿
大学的范因楼( Fine Hall)里面，自己
的大楼还没有造起来。陈省身进入范
因楼，没有找到上述的名家，碰到了和
维布伦合作研究道路几何的T.Y.托马
斯，谈了一阵，才觉得总算没有白来。
美好的普林斯顿印象，成为陈省身梦
中的数学天堂。

在美国东部停留之后，他又通过
贯通美国东西部的铁路，到濒临太平
洋的西海岸，前后在美国整整待了一
个月。原计划是借道加拿大的温哥
华，搭乘加拿大皇后号客轮跨太平洋
赴上海，在那里会见女朋友之后，转去
北平的清华。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整个
旅行增加了许多变数。1937年 8月
13日，日本人进占上海，中国的十九
路军进行了顽强抵抗。陈省身乘坐的
客轮到达长江口外，只见杨树浦一带
火光冲天，战事正在激烈进行。加拿
大皇后号的航行目的地原是上海，现

在不得不转往香港停靠。
这时，清华大学已经撤离北平。陈省

身应该到哪里报到，没有准确的消息。于
是，在香港滞留达一月之久。后来知道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已经迁至湖
南长沙，并联合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定
于1937年的11月 1日在长沙开课。于
是，陈省身必须从香港直接前往长沙。屈
指算来，离开巴黎已经三个月了。他急忙
赶到长沙，总算没有误了开学的期限。那
时，长沙临时大学的数学系在圣经书院上
课，陈省身讲授“微积分”和“高等几何”两
门课。

在长沙待了两个多月，战事又趋恶
化。长沙临时大学奉命继续西迁昆明，改
名西南联合大学。

那时的昆明，是军阀龙云的地盘。由
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昆明和相邻的四
川、贵州没有铁路相通。现在的成昆铁
路、贵昆铁路分别是在1970年和1966年
建成的。不过,早在1910年，法国在越南
的殖民者为了侵略中国，曾建设了窄轨的
滇越铁路，从昆明到我国的河口，可以进
入越南直接通到海防港。于是，从长沙到
昆明较为方便的路线，是经香港坐船到海
防，然后乘火车到达昆明。这条线路，以
后陈省身还要利用。

蛮不讲理
苗万贯看了看这姐弟两个，继续

说：“自古以来，就是‘亲顾、亲顾’啊，
是亲戚就得照顾啊，俗话说‘是亲三
分向’吗，这不——”苗万贯一拍面口
袋，“你大舅又让我给你们送粮食来
了，怕你们接不上吃的。”他把那面口
袋放在了空船跟前。大娟一步跳下了
船，赶到苗万贯面前，指着地上的面口
袋：“背回去，这粮食我们一个粒也不
要。”苗万贯被大娟这动作吓了一跳，
他往后退了一步，问：“为什么？”

大娟往前赶了一步，两手紧紧地攥
成拳头：“告诉你，今天就得把账给我们算
清了！”苗万贯强装笑脸：“看你这丫头，都
是亲戚理道的，算账忙啥？钱一个小子儿
也跑不了你们的。”大娟把眼一瞪：“不行！
粮食你背走，账一定要算清。”苗万贯一阵
冷笑：“把账算清了？谁算，你们俩说了算
吗？”随后口气一改，“回家先跟你妈妈合
计合计。”大娟一句不让地说：“这个家我
说了算，你快把粮食拿走！”这时，田儿也
走过来，站在姐姐身旁，怒视着苗万贯。

苗万贯一瞧这阵势不对，再看周围
干活的人，哪有向着自己的？不行，别吃
这个亏，这样想着他便嘻嘻地笑了：“大
娟，你先别着急，那么多粮食你都收下
了，这点粮食你也背回家去，先吃饭。下
晚，再让你妈妈算账不就得了，何必发
这脾气呢？”大娟毫不妥协：“不行，你给
我背走。”苗万贯一看，这事可真不好办
了，有心把面口袋放下，自己走人，但看
这姐俩的势头，是不会让自己走的。他
正在为难之际，抬头往那边一看，可见
到了救命稻草，他把手一招，喊着：“宗

队长，你看看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这时，就见盐坨对面有一队盐警，个

个都背着大枪，为首的一个年纪约在30
岁左右，别看个子不高，却长了一个特殊
脑瓜，前梆子、后勺子，帽子都得是特制的
大号，他就是坨地里的卫队队长宗大头。
隔着盐沟，宗大头从船上蹦了过去，来到
苗万贯近前：“苗先生，怎么回事？”苗万贯
一见宗大头和这些盐警，他的精神就来
了，但又不好把问题实说，他打算让大娟
收下粮食，自己一走了事，管他下一步怎
么办，把镇长的事办妥就行了。他对宗大
头说：“你看，这两个孩子不让我走。”宗大
头把大脑袋瓜一歪，三角眼斜着瞪了瞪大
娟和田儿，手往腰间一摸，正摸到手枪的
皮套上，但他没有解扣、抽枪，而是把手一
扬，在大娟面前晃了一下：“嗯，你穷疯了，
凭什么在场子里拦路劫人，要拉嫖客是怎
么着？”那些盐警这时也从沟那边绕了过
来，助长了宗大头的威风。

大娟听了这句话，气得脸色苍白，浑
身颤抖，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田儿把腰
一叉，对着宗大头说：“你别骂街，谁不让
他走了？”宗大头把袄袖往上捋了捋：“你
小子跟我还这么横！”一把抓住田儿的小
褂往前一拉，就听“撕拉”一声，小褂的前
襟被扯落下来。

40 72 友谊之声
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来

自80多个国家的三万多名不同民
族、不同肤色的青年，在华沙展开了
多彩多姿的联欢活动和友谊比赛，
多元文化荟萃各臻其妙，和平友谊
之声不绝于耳，令身处其中的王莘
不仅开阔了视野，又从专业角度学
习和领略了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包容
性，深刻体会到，艺术是没有国界的，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联欢节上的民歌演唱竞赛，共有
来自20多个国家的60多名青年歌唱
家参加，评委共有十位，他们是来自莫
斯科音乐学院的苏科洛夫教授、法国
作曲家菲力普开拉罗和中国作曲家王
莘等。

王莘曾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当
时的情景——

节目的丰富多彩是难以描绘
的。演唱者都穿着各自民族最漂亮
最鲜艳的服饰，采用多种多样的音
色、唱法和乐器伴奏，使我见识到许
多从未见过的东西。每位演唱者都
有自己独特的民间唱法，有的轻声细
唱，有的嘹亮奔放，有的带着非常多
的装饰音和滑音……而他们有一个
共同点，都是用民歌真实地、纯朴地
表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情感。虽然
我听不懂他们所唱的歌词，
却感到无比亲切和易于理
解。例如保加利亚女声四重
唱《母亲的催眠歌》，通过质
朴而浑厚的民间和声，在我
们面前展现了保加利亚美丽

的田野，流露出她们对生活的热爱。保
加利亚是个有名的出歌手的国家，这与
他们民间歌唱非常普遍、人民热爱歌唱
是分不开的。

比赛中，苏联的三个节目全部荣获了
一等奖，其中吉尔吉斯青年歌唱家阿·宗
巴也夫获得了唯一一个满分。他手执一
种名为“高姆斯”的三弦弹拨纱器，边弹边
唱，演唱风格非常诙谐风趣。一首是《我
的乐器》，意思是我的乐器能为和平演奏，
也能去打法西斯；另一首是《夜莺》，描写
一个失恋的青年，他的心情如此不好，以
致讨厌夜莺的歌声来打扰他。他每次演
唱都受到狂热的欢迎。

值得向大家介绍的还有荣获一等
奖的印度青年歌唱家纳马尔·霍德莱，
他自弹一种民间乐器“杜拉达”，演唱
了一首描写青年人对爱情、对生活渴
求的印度民歌《格阿奇》。歌手运用天
生的极为响亮的嗓音，忽强忽弱忽快
忽慢的节奏控制声音，有时像山谷中

的回响，有时像少女的低语，
有时又如潮水般热情奔放，完
全将观众的情绪带入歌曲的意
境中。他的歌唱显示了印度民
歌中所具有的那种健康和旺盛
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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