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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社纪念馆成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继续发挥思想引领作用
第三届“马季杯”全国大学生相声展演落幕

一批贴近生活紧跟时代作品涌现

公益活动助孩子成长 天交“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走进市财政局

红色旋律激发奋进力量

讲述八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故事

电视剧《功勋》明日开播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昨日上午，第
三届“马季杯”全国大学生相声展演新闻
发布会在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举行，随
后还在该校进行了一场名家新秀同台的
“相约才俊”文艺演出。至此，本届展演圆
满落幕。本届展演由市委宣传部、中华曲
艺学会、市文联、天津师范大学、宝坻区政
府主办。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马季祖籍

宝坻黄庄，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代相声大
师、人民曲艺家，他一生创作了300多段相
声，获得“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等荣
誉。“马季杯”全国大学生相声展演创办于
2017年，每两年举办一届。通过历届展演，
涌现出了一批贴近生活、紧跟时代的优秀校
园相声作品，众多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展演
的影响力、号召力、传播力迅速提升，在全国
高校兴起了大学生相声热。
据介绍，今年第三届展演在前两届的

基础上，围绕“出新人、出新作”，汇聚校园
正能量，得到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
学、天津大学等全国高校、社团组织、各地曲

协以及相声团体的热烈响应，共收到来自全
国25个省市自治区、95所高校的参展作品

462件，其中表演作品236件，文本作品226
件，原创率达到67%，各项数据均创历史新
高。文本作品与表演作品分别评选出“创新
才俊”“传承才俊”“风采才俊”等奖项。
昨日10时30分，在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

院体育馆进行了本届展演“相约才俊”文艺演
出，该校艺术团表演的舞蹈《杜鹃花满山》拉
开演出帷幕。随后，沈阳大学的单口相声《宇
宙牌香烟》、天津师范大学的群口相声《非比
寻常》、天津职业艺术学院的对口相声《美丽
乡村》先后亮相，展现了年轻一代的艺术风
采。演出中还有专业演员前来助阵，相声表
演艺术家刘俊杰携张尧表演相声《这是怎么
了》，青年相声演员金霏、陈曦带来《广告记
忆》。整台演出在歌曲《笑在今天》的欢快旋
律中落下帷幕。
昨日下午还进行了马季艺术馆的揭牌仪

式以及慰问演出活动，来自天津、北京的优秀
大学生代表走进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演出，为
一线的建设者们送上节日祝福。

“相约才俊”文艺演出。 本报记者 刘莉莉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帆）“理想照耀中
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展
播活动剧目《功勋》前天正式定档，将于
明日起在东方卫视首播。该剧取材于首
批八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真实故
事，以“国家叙事、时代表达”的艺术手
法，用单元剧的形式，将八位功勋人物的
人生华彩篇章与共和国命运串联起来，
诠释了他们“忠诚、执着、朴实”的人生品
格和献身祖国人民的崇高境界。
《功勋》集结了全国一线创作团队和

制作班底，由著名导演郑晓龙担任总导
演。其中，《李延年》单元由毛卫宁执导，
刘戈建、李修文编剧，王雷主演；《于敏》单
元由沈严执导，王小枪编剧，雷佳音主演；
《黄旭华》单元由杨阳执导，申捷编剧，黄
晓明主演；《张富清》单元由康洪雷执导，
陈枰编剧，郭涛主演；《申纪兰》单元由林

楠执导，巩向东编剧，蒋欣主演；《孙家栋》单
元由杨文军执导，徐速编剧，佟大为主演；
《屠呦呦》单元由郑晓龙执导，王小平编剧，
周迅主演；《袁隆平》单元由阎建钢执导，宋
方金编剧，黄志忠主演。不同于以往的单元
剧，《功勋》摒除了“人物传记”的惯用叙事手
法，集中阐述八位功勋人物取得成就时的高
光时刻。八位主人公来自不同领域，性格也
不尽相同，不同导演的拍摄风格各异，将带
给观众多样的情感冲击。
在日前曝光的定档预告片中，伴随着张

富清（郭涛饰）沧桑有力的画外音“那些年，

我就是跟着那些党员，我看着他们，我就是
这么一路走过来的”，八位主演饰演的功勋
人物依次现身，他们是在不同领域默默耕
耘、无私奉献、舍小家为大家的英雄。画面
在稻田、山间、医院、战场、实验室等场景切
换，一段段峥嵘岁月就是对功勋人物“忠诚、
执着、朴实”品格的生动记录和诠释。

此次发布的人物系列海报中，每个单元
的主角成为海报的主视觉，造型紧密贴合时
代背景和人物身份。如：李延年背后是熊熊
战火，展现了其战斗英雄本色；于敏背后的
一排排灯阵是他一生验算各种数据的象征；

黄旭华背后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袁隆平背后
的滚滚稻田；申纪兰背后是鳞次栉比的农村
院落；屠呦呦背后的医药实验室；孙家栋背后
的导弹发射基地；张富清背后是漏雨的茅屋，
寓意着他扎根贫困地区，造福一方的精神，他
们的亲友、恩师依次出现在每张海报的下半
部分，显示着功勋人物的成功背后离不开家
人、同事、领导、战友的理解与支持。此外，每
张海报的下方均标注着“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
先锋”的字句。这既是整部剧集的口号，也向
观众们传递了剧集主旨。

本报讯（记者 刘茵）日前，天津觉悟社纪念馆荣获“全国妇
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我市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基地。截
至目前，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计36家，覆盖20省市。
纪念馆是在觉悟社旧址和女星社旧址上建立的红色主题

革命纪念场馆和党史教育重要阵地，1984年经中宣部批准对
外开放。1986年9月10日，原觉悟社社员邓颖超专程来馆视
察并亲题匾额。馆舍整体布局为多进式三合院，青砖灰瓦，砖
木结构，占地近3000平方米。开馆至今，已接待党和国家领
导人、社会各界团体、外国友人等观众近800万人次，相继被
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盟中央传统教育基地”
“天津市统一战线教育实践基地”“天津市社会科学普及示范
基地”“2015—2016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等称号。
该馆馆长马媛表示，今后，纪念馆将按照全国妇联的要求

推进各方面工作，以弘扬觉悟精神为己任，发挥好基地的思想
引领作用和红色讲解员的作用，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引领更多
妇女和家庭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由市委宣传部、市教委主办，市全
民阅读办、天津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承办，天津美术馆协办的
“我的书屋书吧·我的梦”之“书香颂百年 永远跟党走”主题书
画作品展，将于明日在天津美术馆开幕。
作为2021书香天津·读书月系列活动之一，本次展览展

出作品包含绘画、书法、征文写作、手抄报等，呈现孩子们眼中
的国家繁荣景象及家乡美景。10月1日还将举办“我的书屋
书吧·我的梦”主题长卷书写绘画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钢）上海美术电影制
片厂拍摄的动画片《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
在行动》将于10月1日全国上映。该片聚
焦关爱老人的社会话题，出品方根据影片
主旨，日前在津联合义工队举办了“环保小
卫士”扫马路与“送温暖送欢乐”走进敬老
院活动。
该片讲述了顽皮可爱的霸王龙小分队

成员图图等在与心灵手巧的牛爷爷深入接
触中，逐渐了解到最棒的“恶作剧”是让别
人也开心，甚至感到幸福。为此，霸王龙小
分队跟随牛爷爷来到老年之家，举行了一
场精心策划的演出。影片聚焦关爱老人的
社会话题，蕴含家庭智慧和童真力量，适合
祖孙三代一同观影，片方举办的活动也与
电影所传递的温暖契合。活动当天，小朋
友们参与了“环保小卫士”扫马路活动与
“送温暖送欢乐”走进敬老院活动。

出品方负责人表示，《大耳朵图图》系
列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动画
作品，自2004年央视少儿频道首播至今深
受观众喜爱。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昨
日，天津交响乐团“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
小分队走进市财政局，为党员干部们带去了
一台“奏红色旋律 谱奋进凯歌”音乐会。
天交“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是该团在

多年来举办“红色文艺轻骑兵”进基层演出经
验的基础上，由团内党员于今年4月组建的
演出小分队。组建以来，小分队在全市各基
层单位举办了多场红色主题音乐会，鼓舞了
广大党员群众。临近国庆节，这支小分队再
度出发，用演出营造庆祝新中国成立72周年
的火热氛围。
本场音乐会的内容根植于我市“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交响合唱音乐会，以交响
乐队的方式呈现。乐队通过“建党伟业 开天
辟地”“奠基立业 改天换地”“改革开放 翻天
覆地”“筑梦前行 伟大复兴”四个篇章，以时
间顺序通过十余首经典红色曲目回顾了党在
百年历史中走过的光辉历程。

“书香颂百年永远跟党走”书画作品展明开幕

记录孩子眼中家乡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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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由市文联、市舞协、津南区文联和津南区小站镇政

府主办的天津市舞蹈家协会“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

队走进津南区小站镇活动，在该镇津舞团排练大厅举行。

本报记者 翟志鹏 姚文生 摄影报道

既然陈省身决定“最后的事业
在中国”，陈省身被天津市政府授
予荣誉市民称号，那么南开的宁
园将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叶落归
根，定居天津的念头由此产生。后
来，女婿朱经武准备受聘担任香港
科技大学校长，家庭的重心势将东移。
定居天津更成了唯一的选择。

1999年9月，陈省身夫妇从美国
飞抵上海。24日出席在复旦大学举
行的“求是基金会科学奖”的颁奖仪
式。香港的实业家查济民先生和夫人
捐款设立的“求是基金会”为中国青年
科学家设立了奖金不菲的奖项。陈省
身和夫人分别在颁奖仪式上为获奖者
颁奖。颁奖仪式之后，陈省身作为“杨
武之讲座”的演讲人，向与会者畅谈
“什么是几何学”。

接着，陈省身夫妇于28日到嘉兴
老家，出席“陈省身故居”的揭牌仪式，
同时又在母校秀州中学出席陈省身铜
像的揭幕式。一起参加活动的还有查
济民夫妇。查先生是海宁人，与陈省
身的故乡同属嘉兴管辖,也是同乡。

以后的几个月，陈省身夫妇在南开
度过。12月3日，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
陈省身，对他多年来为中国基础科学的
发展和人才培养表示感谢。他们彼此
就人才培养交换了意见。中国北方的
冬天，相当寒冷，比起常年如春的旧金
山，气候要差些。好在取暖设备相当完
善，生活上有专人照顾，条件应该说相

当不错。陈省身的身体情况很好，只是脊
椎压缩，影响腿力，站立和行走都有些困
难，只好坐轮椅，行动由一位生活秘书帮
助。陈夫人一向做事行走都很麻利，对一
个85岁的老人来说，身体还算可以。但是
2000年1月12日，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下午，陈省身因为感冒到医院打
点滴，陈夫人在床上和衣而卧。3时左右，
她还向阿姨嘱咐如何安排晚餐。陈省身
这天输液的时间特别长，到5时才回到
家。推门进去，没有动静。这时，她已经走
了。非常突然，也非常安详。医生说是心
肌梗死，现代人类生命的第一杀手——心血
管疾病夺去了陈省身最亲密的人的生命。

陈夫人郑士宁，原本就发现心脏不大
好，但是不算严重。元旦那天，还招呼客人，
没有什么异常表现。究竟是什么诱发因素
导致心脏病的发作？也许劳累？也许寒
冷？加州的气候也许好些？这一切都是因
为思念而作的假想而已。斯人已乘黄鹤
去。陈夫人为陈省身的事业、家庭劳作了一
生，终于离开了她所心爱的亲人和朋友。地
点在宁园——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住宅。

陈夫人过世的噩耗传递给这个家的
其他家庭成员，陈璞、朱经武从香港来，
伯龙夫妇从美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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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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仙逝

如今，见到导师的女儿，回忆
当年在延安窑洞中为老师抄写歌
谱的时光，自然是充满敬重与怀
念之情。王莘与王洛宾相识于
50年前，当年，王莘在西安八路
军办事处安排下，与另一位进步青
年一起，到西北军教唱抗日救亡歌曲，
还给每人发了一身西北军军装。那位
进步青年便是王洛宾。完成教歌任务
后，王莘去了延安，王洛宾则在青海、
甘肃、新疆一带收集西北民歌素材，创
作了《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
上来》《达坂城的姑娘》《掀起你的盖头
来》等大量耳熟能详的优美歌曲。此
番相会，两人都已垂垂老矣，叙起别后
各自的坎坷人生经历，自是不胜唏嘘，
感慨良多。此时，两人并肩而坐，挎着
胳膊，亲如手足，正如两坛窖藏陈酿，时
间愈久，愈散发出浓郁而清醇的酒香。
也是这一年，王莘随中央电视台

“心连心”艺术团到四川演出，当舞台上
响起《歌唱祖国》的前奏曲时，王莘非要
王惠芬推着轮椅送他上台，用他瘦弱的
左臂，指挥全场高唱《歌唱祖国》。王惠
芬则在他身后挥起双臂。听着台下铿锵
有力的歌声和潮水般的掌声，她的眼睛
湿润了……透过面前这个与
自己最亲近的人，她感到了精
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是可
以穿越时空，无往不胜的！
“尊一声二奶奶，听我表

一表，华安本是块好材料，从

小宝护金，长大金护宝……”这些日子，王
莘在院子里，大街上，到处听到孩子们哼
唱这首歌，女儿的两个孩子也跟着唱，觉
得很奇怪，便问：“你们唱的什么歌呀？”
“三笑！”孩子回答。“什么三笑？”王莘一
脸的懵懂。“爸爸，《三笑》是一部香港电
影的片名，里边有很多好听的插曲，大家
都爱学唱！”女儿解释道。“孩子们都唱这
个歌吗？”“是呀，幼儿园阿姨教的！”王
莘一听，鼻子都要气歪了。这么轻浮奢
靡的歌，居然成了少年儿童的流行歌
曲！其实，《三笑》作为一部娱乐性较强
的轻喜剧片，片中的音乐吸收了江浙一
带地方戏曲的元素，也还算婉转动听，在
改革开放初期对文化如饥似渴的状态
下，风靡一时也不难理解。但在王莘看
来，如果满大街飘荡的都是这样的歌，尤
其是少不更事的孩子们也着了魔似的追
捧，就是个值得忧虑的问题了！第二天，
王莘把王斌叫到身边，叹了口气，心情沉

重地说：“我准备把我的钱都捐出
来，成立一个奖励基金会……”
“老父，您知道什么叫基金会吗？
就是把您的钱都捐出去，用每年
的利息来发奖。您要奖励谁
呀？”“谁写好歌就奖励谁！”

100 “三笑”之忧

严志诚看到李大麻子的狼狈
相，冷冷地哼了一声：“起来，坐在
那儿。”李大麻子抖动着身子，从地
上爬起来坐回到椅子上：“是、是。”
严志诚说：“咱们打交道有十来年
了，还没见过面是吧？今天特意到
你这里来登门拜访。”李大麻子头也不
敢抬：“岂敢、岂敢。”严志诚把椅子挪了
挪，坐到李大麻子面前：“从你祖上来说，
历任灶首，欺压乡里，荼毒百姓；到你这辈
儿，当了镇长，更是不择手段地压榨盐
工，迫害乡亲；日本侵略时期你当汉奸，
助纣为虐，日本投降以后，你又投靠蒋
介石，组织伪工会，搭建马架子，任意抓
夫派兵，害得盐工家破人亡……”

李大麻子听了真是不寒而栗。他
低着头，嘴里一个劲儿地打梆子：“是、
是，知罪、知罪。”严志诚猛地站了起来，
用手一指李大麻子：“按你的罪行，是死
有余辜！”李大麻子闻听，脸色“唰”的变
了，他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连声哀告：
“严大队长，饶命，严大队长，饶命啊！”
他一个劲儿地叩头求饶，哭丧着麻脸，
只觉得心里无限空虚。

严志诚说：“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
路，一条是继续与人民为敌，顽抗到底，
这是死路一条。另一条道路，是你改恶
向善，不与人民为敌，帮助人民做些好
事，我们可以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这
两条路摆在你面前，由你自己选择。”白
师傅一手叉腰，一手提着斧子，在李大麻
子面前一晃，说：“何去何从，你说个痛快

话！”李大麻子的身子往后仰了一下：“我
一定立功赎罪，一定立功赎罪。”他恭恭敬
敬地站起来，对严志诚说：“严大队长，有
事你尽管吩咐，兄弟我一定照办。”严志诚
看看李大麻子那张发了灰的麻脸：“好，那
我们就看你的实际行动！今天，我们暂时
住在你这里，一切行动要听从我的指挥。”
李大麻子赶紧点头答应：“是、是。”

小屋里的谈话声时高时低，在外边
柜台旁的杨老先生听了个满耳，开始还
以为官逼民反，李大麻子为富不仁，遭此
报应。后来听说是盐民游击队的严大队
长，不由得愣住了，静心听着严志诚的每
一句话，觉得说的都是事实，心里说：“老
蒋不行啊，天时、地利、人和完全失掉了，
手下的贪官污吏引狼入室、害苦黎民
啊！”他抬头看了看门旁站立着的那个年
轻人，仍在警惕地看着门外，他暗自赞
叹：“成气候者，必定是共产党无疑！”

这时，诊室的白门帘被轻轻地撩开，
严志诚走了出来，对杨老先生说：“让您
受惊了。”杨老先生推了一下鼻子上的老
花镜：“不，应该说我心明了。我杨某一
生，不问政治，只知治病救人，今日听了
严大队长的一番话，真是顿开茅塞，今后
如有用我之处，我杨某万死不辞。”

78 面临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