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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塔赏明月 品味中秋情

天塔开启中秋系列活动
我市举行“津和一家亲 中秋话团圆”演出活动

奏响天津和田文化交流新乐章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日前，吕冬中提琴
独奏音乐会在天津大剧院多功能厅举办。

吕冬是青年中提琴演奏家，现任天津音乐学院中提琴副教
授。本场音乐会上，他为观众演奏了多首经典佳作，包括胡梅
尔《幻想曲》、格拉祖诺夫《沉思》、门德尔松《中提琴奏鸣曲》、德
沃夏克《幽默曲》等，以娴熟扎实的技巧成功展现了不同的曲目
风格，为观众营造了一个充满魅力的中提琴艺术世界。

本报讯（记者 张钢）日前，第11届北京
国际电影节开幕，《长津湖》《峰爆》《关于我
妈的一切》等剧组成员以及巩俐、吴京、佟
丽娅等国内电影人走上开幕式红毯。

开幕式颁奖仪式环节，特邀颁奖嘉
宾陶玉玲、雷恪生、谢芳等，为北京电影
家协会2021年度“首都青年电影人才培
训”成果短片颁奖，获奖影片展示了中国
影视艺术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包容并蓄
的文化核心，以及电影人才创造之新的艺
术风采。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中国电影资料
馆历时7个月精心修复的首部4K彩色超高
清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成为北京展映
单元的首展影片。原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
于1958年出品，此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
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机交互式AI上
色技术与传统修复手法相结合，对影片原
有黑白影像进行逐帧修复与着色，为这部
红色经典注入生机活力。该片将在近期登
陆全国院线，这也是首部经过4K彩色修复
后进入院线重映的黑白经典故事片。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天上掉下个
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昨晚，上
海越剧院携经典越剧《红楼梦》亮相天津
大剧院，为天津戏迷展现了越剧不朽的艺
术魅力。

作为越剧发展史上的重要剧目之一，
《红楼梦》是越剧观众百听不厌的经典剧
目。昨日的演出由优秀演员王婉娜、陈敏
娟领衔，演员们以声情并茂的演唱成功塑
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
母等一系列人物的越剧艺术形象，展示了
上海越剧院深厚的艺术传承。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
昨日中秋佳节，津门清风送爽，一台由新
疆和田地区宣传部和天津北方演艺集团
联合主办，天津青年友好使者艺术团承办
的“津和一家亲 中秋话团圆”文化交流演
出活动在津湾大剧院上演。载歌载舞、欢
声笑语的演出，呈现出一幅团结友爱、幸
福祥和的美好画卷。

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在天津援疆前
方指挥部的推动下，我市文艺界通过多种方
式深入开展文化润疆活动。前不久，新疆和
田新玉歌舞团来津学习考察，挖掘津和两
地文化精髓，与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所属院
团面对面交流。在此期间恰逢中秋佳节，
两团携手打造了一台具有两地文化特色、
形式多样、内容精彩的文艺演出，奏响了津
和两地文化新乐章。演出开始前，新玉歌
舞团舞蹈演员阿丽耶激动地表示：“我们相
互借鉴、学习，这样的交流对演员的提升帮
助很大，感谢天津给我们创造这样的文化交
流平台，也非常欢迎天津人民到和田做客。”

天津青年友好使者艺术团特别编创的
开场歌舞《中华一家亲》拉开了演出帷幕，
表达了津城人民张开热情双臂，拥抱来自
和田的亲人。随后，新玉歌舞团表演了集
体舞《十二木卡姆之幸福生活》、为此次演
出特别编创的集体舞《奋进》、旋律深情的
歌曲《和田》，每一个节目都带有浓郁的民
族特色。

新玉歌舞团的演员能歌善舞，以和田
地区传统艺术瑰宝“莱帕尔”见长，此次他
们带来的莱帕尔《党中央的政策亚克西》欢
快明朗地唱出百姓心声。该团表演的古典
舞《于阗乐舞》、器乐联奏《花儿为什么这样
红》、集体舞《昆仑欢歌》等节目也同样各具
特色。由天津杂技团和天津芭蕾舞团带来
的《腾飞》，将芭蕾艺术与中国传统杂技相
结合，一柔一刚带来美感。

演出最后，天津青年友好使者艺术团
与新玉歌舞团的演员们联袂演绎了歌舞
《手拉手，心连心》，大家一同唱起来、跳起
来，同庆中秋。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日前，由京津画院、刘奎龄绘画艺
术研究院主办的“喜迎国庆 筑梦中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2周年京津冀名家优秀书画作品网络展”在京津画院
美术馆开展。

展览展出了王书平、陈醉、李西源、孙贵璞、何延喆、邢连
海、潘晓鸥、石砚洗等60多位京津冀书画名家反映山河壮丽、
国泰民安的百余幅作品，表达了艺术家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
爱和对新中国72周年华诞的深情祝福。

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要求，本次画展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
方式展出。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昨晚，天塔开启“高塔赏明月”系
列活动，营造浓厚节日气氛。

昨天19:00至21:00，天塔古诗词互动抽奖灯光秀同步点
亮天塔塔身。抬眼望去，200余米的闪亮塔身，与空中明月交
相辉映，配合灯光秀画面中的典雅中秋古诗词，让人不由赞叹
人月两团圆的好时光。

市民不仅可在地面欣赏巨型月亮艺术装置，还可登高赏
月，登上天塔，前往天塔·西岸书斋·知道吧 ，在离月亮更近的
全国最高阅读空间品味浓浓中秋情。

据悉，天塔前广场的巨型月亮艺术装置将展陈至国庆假
期。天塔还将在本月末启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2周年暨天塔
建成开放30周年系列活动。

京津冀名家优秀书画作品网络展

百余幅作品亮相京津画院

吕冬独奏音乐会举办

走进中提琴的艺术世界

首展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

第11届北影节开幕

经典越剧《红楼梦》

亮相天津大剧院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首映获得好评，导演贾樟柯表示——

时代需要我们变成固执的人
■ 本报记者 张钢

今年初，贾樟柯执导的纪录片《一直
游到海水变蓝》在第70届柏林电影节首
映，获得好评。日前该片在全国上映后，
网络得分6.9分。片中，贾樟柯借几位作家
的个人生活经历铺展出新中国成立后的
历史画卷。对于该片拍摄初衷，他表示，
“时代需要我们变成固执的人。”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拍摄于2019年，
因为新冠疫情防控等缘故，日前才在院线
上映。片中，马烽、贾平凹、余华、梁鸿四位
作家成为主角，由他们或其家人讲述亲历
的社会变迁。在谈起这个并不商业的片名
时，贾樟柯表示：“影片最早名为《一个乡村
的文学》，但在拍摄过程中，受访作家余华
提及了自己当年在海中游泳，他希望可以
游出浑浊的黄色海水范围，一直游到蓝色
海水中的故事。我当时就向余华表示想
用‘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当作片名，他欣然
同意。之所以选用这个片名，是因为我在
工作中总会觉得没有如我所愿。看到这么
多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你会发现其实它是
一个渐进的过程，目标当然是海水变蓝，但
不要失望，把自己能做的、该做的坚持下去
就好。”

尽管该片以人物口述为主，但依然不失
令人动容的桥段，例如梁鸿教儿子家乡话的
细节。梁鸿的儿子已经彻底忘了故乡河南
话，画外的梁鸿突然表示要现场教学。于
是，乡音一句句吐露、一点点拾起，关于故乡
的记忆开始一点点恢复。贾樟柯说：“我知
道梁鸿的儿子正在上学，就想看看他对故乡
是如何理解的，结果我发现他对方言很陌
生，对妈妈的生活也很陌生，他所知道的都
是从他妈妈的书里看到的。这也让我思考，
整个社会一直在说年轻人没兴趣了解过去，
或者历史已经断裂，但通过拍这部电影让我
意识到，记忆的拥有者应该有一种热情，要

把他们的经历讲出来，让年轻人感兴趣。”
谈起这些作家的选择时，贾樟柯说：“最初

我想找一些有乡村生活经历的人来谈他们对
乡村的感受，因为现在越来越城市化，大家对
城市的了解比对农村多，所以我想拍一部影
片，关于乡村和小城记忆，看一看几十年乡村
有怎样的变迁。在选择讲述者时，我觉得作家
会有更强的洞察力和表述力，于是就开始资料
收集，寻找有乡村经验的作家，马烽跟我老家
山西汾阳贾家庄关系密切，他在那里住了很多
年，留下了很多作品，他创作的活跃期正好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贾平凹、余华、梁鸿分别
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末，这
样连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时间上的跨度。另外，
我认为讲述者本身需要有一种开放性，大家都
是有故事的人，但不一定人人愿意说，作家不
太一样，他们更愿意坦诚面对自己。”

不同于商业片导演，贾樟柯的作品更注
重思想性、艺术性和社会效益。他说：“我觉
得现在进入了一个舆情化的时代，过去隐匿
在民间的观点通过互联网公开化，形成了一
个舆论场。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一定要有
自己坚信的东西，你相信什么就拍什么，人物
应该是这样说话，就让他这样说话。越是在
一种话语纷争的时代，艺术家越要变成一个
有原则的人，时代需要我们变成固执的人。”

日前，华夏未来双语幼儿

园师生喜庆中秋佳节，老师

和孩子们一起制作月饼、花

灯、贺卡，以教育孩子们懂得

感谢与感恩，传承良好家风，

让小朋友们体会到了中秋节

的意蕴。

摄影 本报记者 姚文生

陈永川这样回忆认识陈省身
的经过：

那是1986年春天，陈先生应
邀到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演
讲。我当时是四川大学数学系二
年级的硕士研究生。

陈先生在四川大学的演讲中谈到
了对年轻人的支持和鼓励，使我大为
感动。我的好朋友曾鹏(和我同年级
的研究生)于是产生一种冲动：由他写
一封诚恳的信把我作一介绍，盼望陈
先生能伸岀热情之手。陈先生第二天
在成都科技大学还有一个演讲。当陈
先生步入演讲厅之时，围观者甚众。这
时曾鹏走上前去，呈道：“陈先生，这是
给您的一封信。”我们焦急地等了几天，
陈先生终于请四川大学数学系转告我，
希望和我谈谈。

在第一次和陈先生的谈话中，我
说盼望能到美国学习组合数学。结
果，在陈先生的热心帮助下，我找到了
理想的环境——麻省理工学院，难得
的导师——Gian-Carlo Rota教授。

1986年夏天，我在陈先生的建议
下去访问他亲手创办的南开数学所。
同时我也见到了陈先生。我们谈到了
数学家陆家羲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致
力于区组设计的研究，在解决百年难
题之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陈先生
不仅以个人的成就鼓舞着年轻的一
代，而他无私的奉献精神也感动着我
们每一个人。

我有幸遇到 Gian-Carlo Rota教授，
在Rota教授的指导下，我在MIT度过了
快四年，完成了学业。这时我心里才松
了一口气，同时更是充满了对陈先生的
感激之情。为此我将自己的一篇论文献
给了陈先生，总算是对他的帮助和鼓励
有了一点交代。

1991年 1月，我在陈先生 Berkeley
的家中再次见到了他。这次他的话题仍
然是怎样支持和帮助年轻的一代。先生
关心的远远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中
国数学的未来。

于是,陈永川来到南开。同样，方
复全、扶磊等，都得到过陈省身一些不
平常的支持和帮助。进入21世纪之后，
陈省身并不满足南开数学所的成就。他
觉得，南开数学所“面向全国”是做到了，
但是像数学学术年那样的活动，是当时
处于数学“恢复调整”时期的特定形式。
今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南开数
学所应该争取有更大的作为，其中包括
“走向国际”的目标。

陈省身在南开的寓所宁园，进门的
墙上镶嵌着“几何之家”四个大字。陈省
身住在“几何之家”依然是那么忙碌。他
的祖母说他是“劳碌命”，十分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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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出版社

陈省身传

张奠宙 王善平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歌唱祖国

王莘传
王斌 杜仲华

盐民游击队
（下部）

崔椿蕃 遗著

不平常的支持和帮助

1983年 6月，经过几个月的
疗养，王莘夫妇乘火车回到天
津。离开时尚步履矫健，回来时
却手拄拐杖。性格坚强的王莘难
免有些伤感。但他不愿将这种情
绪流露给亲人们。因此，车还未
进天津，他便在妻子的帮助下，从卧铺
车厢缓缓走到车门口，等车一到站，他
笑容可掬地站在车门前，用体态告诉
迎接他的孩子们：“看，我的身体不错
吧，不要为我担心噢！”
回来了，我又回来了！王莘在儿

女们的簇拥下，回到了他在成都道博
爱里1号大院。从锦州道58号旧居搬
到这里，掐指一算，也有将近二十年光
景了。人生，真如白驹过隙啊！这是
一个覆盖着青草和绿荫的小院，院子
里矗立着一座老旧的欧式小楼，随着
时代的变迁，小楼已三易其主：最早是
日伪时期一个军官姨太太的住所，室
内装修考究，墙纸、油画，一色的名贵
家具；从地下室到一、二楼，还装有专
门输送饭菜的电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中央音乐学院聘请了两位苏
联声乐专家，便将这幢已经收归国有
的小楼分配给专家居住。1959年，苏
联专家回国，这里便成了天
津音乐学院两位院长缪天瑞
和王莘的住宅，缪天瑞住二
楼，王莘住一楼。后来，缪天
瑞搬走，这里便成了王莘一
家的“独门独院”。 据王惠

芬回忆，刚搬来时，孩子们很不开心，因
为锦州道58号是个大杂院式的筒子楼，
孩子多，能在一起玩耍，在这里显得有些
孤独寂寞。王莘看出了孩子们的心思，
就带着他们在院子里劳动，挖坑、种树、
浇水、施肥，如今，小树已经长大，夏天
时，可以在树下聊天、乘凉了。
院子还是那个院子，家还是那个家，

人还是那些人，而王莘的心境还是发生
了微妙的变化。患病之前，他从未担心
自己的健康问题，更未想到会留下这讨
厌的后遗症。也许，人只有在失去健康
时，才懂得身体的重要；也只有在失去对
身体的支配时，才渴望自由的行走。现
在，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他的右手是
僵硬的，连一支笔也捏不住；他的右腿也
是僵硬的，走路一瘸一拐的，需要搀扶和
拄杖。但艺术家是耐不住寂寞的。他渴
望到自然中去，到生活中去，呼吸新鲜空
气，捕捉创作灵感。为了满足他的这一

要求，家人给他雇了个保姆，买
了辆小三轮，天天拉着他到处
转悠。为了防止摔跤，家人用
铁管在楼道里安装了一行护
栏，放下拐杖时，他可以扶着栏
杆缓慢地移动自己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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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低头检查马架子的白师
傅，听见有人叫他，抬头一看，啊！
怎么今天下坨地干活儿的人，都奔
往这儿来了？他刚一愣神，严志诚
已经走到他面前：“白大哥，你不是
说要领着工人们拆马架子吗？工
人们可都来了。”白师傅愣住了，虽然他
已对马架子做了手脚，但真让他干了，
多少有些犹疑：“真拆马架子？”严志诚
说：“对，马架子不拆，工人们活不了啊！”
白师傅问：“拆了马架子，我怎么办？”严
志诚说：“拆了马架子，你跟我们走。”
“你们是……”“我们就是你要找的盐民
游击队。”“你……”“我就是严志诚！”白
师傅一下子被惊住了：“啊？”工人们此
时都已来到近前，严志诚说了一声：
“快！”人群里的张小虎站出来，从白师
傅手里夺过斧子，抡起砍在了一根木桩
的根底下。严志诚往前一站，大声说：
“乡亲们，马架子装船，我们工人失业，盐
警队招兵，这里边全是阴谋！”人群里有
人问：“那我们怎么办？”严志诚用眼睛望
着众人，他在等张小虎砍那些木桩。

马架子这边的人越聚越多。有人
喊道：“他们不让咱们好活，咱们也不让
他们舒坦。拼了吧，把马架子拆了！”严
志诚伸手往空中一点，高声说：“对，给
他们拆了，拆完以后，大家都去干个人
的活儿，冤有头、债有主，有事让他们找
我姓严的，我跟他们顶着干。”明白内情
的人，当然知道他就是盐民游击队大队
长严志诚，不知情的人一听，怎么着，方

才盐警队逮走一个姓张的，如今又出来一
个姓严的，这个姓严的可比那个姓张的
强，把马架子拆了，他去顶着打官司，好样
的！人群里立刻响起一片呼喊声：“好，我
们都听你的！”这时，有几条大绳从马架子
上面扔下来，人们开始时不知怎么回事，
就见绕在马架子上的张小虎冲着众人高
声喊：“你们愣着干啥，抄大绳往南拉呀！”
说完，他顺着一根立柱滑落下来。

严志诚冲着发愣的白师傅，喊了一
声：“拉！”猫腰抄起了大绳。白师傅把牙
一咬，也只好去抄大绳，众人这才都抄起
大绳。这是清水河里运盐船拴锚用的大
绳，一条条都有鸭蛋那么粗，刚才被张小
虎用斧子砍断，有人帮着在马架子上拴
好当拉绳。严志诚高声大喊：“拉呀！”众
人一齐呼号：“拉呀！拉呀！”这呼号声惊
天动地，清水河里的流水在响应，这声音
传遍了坨地，传遍了三水镇的上空，一
下、两下、三下……那马架子在忽悠、忽
悠地晃着，一次比一次幅度大，所有的木
桩都在嘎巴、嘎巴地响，一声比一声高，
猛听得“轰”的一声巨响，这两人多高、二
十多丈长的马架子，一下子趴在坨地码
头上，那伸向河里的大长脖子，一歪一歪
地倾入清水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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