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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作协加强作家队伍行风建设

坚守职业道德营造清新风气

国庆假期精品演出、文博展览、群文活动丰富多彩

津城文化大餐等您品尝

第三届“马季杯”全国大学生相声展演上，姜昆回忆恩师马季——

汲取生活营养 佳作献给人民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津沽文化多姿彩，欢声笑语迎国
庆。为了丰富节日期间市民精神文化生
活，营造良好节日氛围，市委宣传部组织
各有关单位在国庆期间精心筹备推出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精品演出、
文博展览、群文活动等一道道文化大餐
送给市民共享。

精品演出相继亮相

据天津演艺网大数据统计，9月 30
日—10月 7日共有 225场演出与观众见
面，京剧、地方戏曲、话剧、亲子剧、音乐
歌舞、曲艺杂技等轮番上演。天津京剧
院《杨家将》，天津歌舞剧院“月圆金秋情
系渤海——天歌民乐音乐会”，天津交响
乐团“午后圆舞曲交响音乐会”，天津人民

艺术剧院《雷雨》，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布袋
木偶戏中国成语故事》，天津评剧院“‘革命家
庭’红色评剧演唱会”，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
《刘巧儿》，天津河北梆子剧院《龙凤呈祥》，天
津市曲艺团国庆相声专场，天津市杂技团经
典节目展演等都将在国庆期间演出。
我市围绕庆祝建党百年等重大节点和奋

进新时代等重大主题创作的交响合唱《东方
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评剧《革命
家庭》《骄杨》，话剧《运河1935》《上甘岭》，京
剧《楝树花》，曲艺专题演出《百年》等一批革
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舞台作品也将继
续面向全市党员干部群众，配合党史学
习教育。

文艺小分队下基层

我市文艺界将深入贯彻落实文娱领域综
合治理部署要求，充分利用“两节”期间深入

基层，努力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由各文
艺家协会、院团组成的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
兵小分队将深入到社区农村、武警消防、院校
和基层文化馆站，开展公益慰问、惠民演出、
戏曲进校园、书画摄影培训等活动，在实践中
践行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市音协举行“唱响新时代 启航新征程”

迎国庆友好之声音乐会，市美协组织美术家
走进武清区，市书协赴天津空港文化中心组
织书法创作交流会，市舞协举行欢欣鼓“舞”
庆丰收——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走
进津南区演出，市摄协举行津南区生态文明
建设成果摄影展，市曲协举行“辉煌百年路
乐享新生活”相声新作展演活动。

特色展览丰富知识

全市各公共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也精
心准备了各类特色展览及衍生活动，包括天

津博物馆“红色记忆——天津革命文物展”，
天津美术馆“赤诚丹青 因之寥廓——陈因百
年回顾书画展”，平津战役纪念馆“伟大征程
沙画展”，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新海门’号
船舶陈列”，天津自然博物馆“笔间飞羽——
卢济珍鸟类科学绘画展”，元明清天妃宫遗址
博物馆“彩韵陶魂——甘肃彩陶展”等。

群文活动亮点纷呈

市群众艺术馆利用新媒体渠道推出“新
国乐 新国韵”民乐国风音乐会等线上演出，
还将举办“美丽天津 幸福生活”天津市第三
届中老年模特秀展演等线下活动。此外，各
区图书馆、文化馆结合国庆主题，组织“百年
初心 经典永诵”第六届京津冀诵读邀请赛
等百余项群众文化活动，让市民在公共文
化服务中分享新时代美好生活，收获满满
幸福感。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第三届“马季杯”全国大学生相声展演
近日在我市落幕，马季之徒、中国曲协主席
姜昆也来到现场，讲起与恩师的往事以及
对艺术传承的感悟。
此次文艺演出中，很多年轻一代登台

表演，展示了相声才能和艺术风采。姜昆
表示：“特别高兴看到许多青年才俊走进了
相声队伍中。这些年来相声得到了很大普
及，很多年轻人喜欢相声，我觉得他们应该
多了解一下马季老师。恩师写了很多红色
经典节目，在中国的建设、社会的发展中，
很多节点都有他的作品：当中国运动员在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获得冠军时创作了《三
比零》，当中国登山健儿登上珠穆朗玛峰时

创作了《登山英雄赞》，还有反映包头城市建
设的《找舅舅》，讽刺社会不良现象的《五官争
功》等，马季老师的作品个个都是经典，希望
同学们有时间听一听。”
此次来津，姜昆还带来了珍贵礼物——

30幅跟恩师马季在一起的照片，捐赠给新成
立的马季艺术馆。在文艺演出现场，姜昆展
示了其中三张：一张是在火车上演出；一张是
在内蒙古一个可容纳8万人的场馆演出，身
边全是热情的观众；还有一张是下煤矿为工

人演出，照片上的姜昆也和工人们一样身穿
矿工服、头戴矿灯。姜昆感慨道：“马季老师
就是这样带我们到第一线去，看那里的工人、
农民，了解他们的生活。恩师这一辈子都是
在生活当中汲取营养，然后再把最优秀的作
品献给人民。”
相声要发展，离不开艺术薪火相传。姜

昆还讲了一件往事：在1983年第一届央视春
晚上，由相声大师侯宝林介绍四名主持人，介
绍到马季和姜昆时，他诙谐地说：“这两位大

家都熟悉吧？一个（指马季）是我的徒弟，一
个（指姜昆）是他的徒弟。”台下登时响起笑
声。姜昆说：“当时我没有过多咀嚼这句话，
可几十年之后再回忆，我才发现前辈的良苦
用心。侯宝林先生是在郑重表明我们之间的
师承关系，更是向全国观众表明相声艺术的
传承，一代人从另一代人的手上接过接力棒，
再不断往前走。如今我也满怀期待，要看一
看当今新一代如何从老一代手中接过接力
棒，继续前行。”

本报讯（记者 张帆）前日，“2021中国·天津第四届工艺
美术精品展”在津开幕，本届展览以“初心、匠艺、逐梦”为主
题，以“最新创意、最佳设计、最优工艺”为主旨，展示了天津近
百位工艺美术大师、技艺人员近两年创作具有津派文化特色
的201件工艺美术作品。
本次展陈的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汇聚了工艺雕刻品

（玉雕、木雕、石雕、竹雕、蛋雕等）、泥塑彩塑、艺术陶瓷、珠宝
首饰、刺绣织品和漆器、紫砂、年画、风筝、剪纸、工艺葫芦等民
间工艺品以及非遗类、文创类等40多个门类的优秀展品。参
加本届展览的人员有国家级、市级工艺美术大师，也有年轻一
代优秀工艺美术技艺人才。
本次展览分为两大板块，一是艺心向党·展工艺之美贺百

年华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精品创作主题展区，展
出了30多件套传承红色文化，把握时代脉搏，讴歌中国共产
党百年征程的工艺美术精品力作；二是工艺美术精品技艺、品
牌展区，展现天津工美创意之美、实用之美、传承之美的新品
佳作。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为进一步修身守正、立心铸魂，推
进我市文学队伍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团结引导广大会员、作
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做引领社会风尚的表率，努力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近日，市作协组织开展系列活
动，对文娱领域和“饭圈乱象”进行综合专项整治。
9月19日，加强作家队伍职业道德建设暨滑富强从文六

十年座谈研讨会在市作协举行，我市作家、诗人、评论家、文化
学者等40余人参会。年近八旬的滑富强自上世纪80年代起
以工人作家身份开拓北辰文学疆土，组建北郊文学社，创建纯
文学刊物《北郊创作》，创办《北斗星》杂志。他秉承梁斌文学
思想，用文学服务和表现人民大众。40年来，他完成了北辰
文学团队建设，培养出大批文学人才，被称为文学“园丁”。
由市作协和市总工会联合主办的天津市职工文学征文评

比活动已于日前启动，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培育发掘职工文学创作新人，丰富职工
精神文化生活，推动职工文学事业发展。征文要求为原创作
品,通过诗歌、散文、小说等体裁，以亲身经历书写新时代津沽
大地的发展变迁和辉煌成就，通过刻画我市各行各业先进典
型人物，记录普通职工的奋斗故事和幸福生活，体现广大职工
热爱天津、建设天津的炽热情感和爱岗敬业的精神面貌，诠释
“中国梦·劳动美”主题。
“风华百年 蓝焰闪耀”主题文化作品展活动，通过组织作

家深入基层书写消防救援队伍对党忠诚、一心为民、英勇顽强
的精神风貌和为民情怀，引领市作协会员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责任担当，共同营造天清气朗的良好风气和文学创作环境。
市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桂元表示，修身守正、立

心铸魂、德艺双馨，应是作家一生的追求。要加大正面宣传，
彰显典型示范力量，发挥知名作家职业道德表率作用，大力宣
传推介德艺双馨先进人物和我市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天津
文学有着光荣传统，我们要传承老一辈作家“老实做人，勤恳
写作”的职业道德精神，坚持政治引领，牢牢把握文学创作的
正确方向，严守文学阵地，奋力推进天津文学再攀新高峰。

第四届工艺美术精品展开幕

展示201件津派文化作品

平津战役纪念馆利用资源优势打造特色项目

传播优秀文化 赓续红色血脉

■ 本报记者 刘茵 摄影 姚文生

为进一步推动红色资源在青少年理
想信念教育中发挥作用，平津战役纪念馆
打好组合拳，赋能青少年，让红色课堂、红
色精神浸润心灵，启迪青少年听党话、跟
党走，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打造红色流动课堂

平津馆充分发挥国家一级博物馆、全
国文明单位示范作用，年接待观众量达
160多万人次。该馆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
时，还以展览巡展、党的故事我来讲、童心
向党等红色故事进校园的方式构建流动
课堂。图文并茂的展览加上深入浅出的
讲解，让孩子们建立起正确的历史观，增
强学习党史的主动性。他们在讲解员的
指引下，把握红色故事的精神内核，产生
情感共鸣，达到童心向党的教育效果。

量身定制教学内容

平津馆根据不同年龄青少年的理解
能力、学习兴趣，专门设计不同的教学内
容，做到量身定制、因人施教、分级教
学。对小学低年级学生，以精炼故事、景
观介绍、视频展示等方式介绍红色历史；
对小学中高年级学生，设计问答互动、文
物寻宝、平津战役益智棋等游戏环节，激

发其对历史知识脉络的梳理兴趣，拓展对红
色历史的深入思考。对初高中学生，以辩论
赛、沉浸式讲解等方式，增加历史知识的输
出密度，引导他们思考历史规律，感悟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深刻哲理。

挖掘文物背后故事

平津馆深挖馆藏文物资源优势，在建

党百年的重大节点，完成基本陈列改陈
升级以及讲解词更新，针对青少年设计特
色参观路线，充实讲解内容，在青少年容
易产生情感共鸣的讲解点位，挖掘文物展
品背后的故事，将青少年学生亲眼目睹
的现实场景与历史点位结合，通过今昔
对比，让他们切实感悟到正是有了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才有新中国。针对大学生，
重点用南开大学学生的“反内战、反饥

饿”大字报故事彰显进步青年的责任担
当；对于中学生着重从16岁旗手钟银根四
竖红旗杀开民权门，为29小时解放天津作
出突出贡献的故事中，提炼强大的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力量；针对小学生，引导他们在
展厅内参与平津战役益智棋游戏。用文
物、故事、游戏，以点带面，给青少年留下
难忘的红色记忆。

线上线下课堂联动

平津馆顺应时代的发展，顺应青少年
学习方式的变化，不断创新思维，推陈出
新。为青少年学生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线
上线下联动的青少年第二课堂。在线下推
出小小讲解员培训班、手语讲解员培训班、
暑期小课堂，线上推出红色故事云讲解、网
络展馆等。

平津馆宣教部主任祁雅楠表示，平津
馆将继续做好红色课堂的全方位开发、利
用和创新工作，扛起使命，锲而不舍，久久
为功，让红色记忆代代传承，让红色江山代
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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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志鹏 姚文生

摄影报道

南开大学的领导和南开数学
所的同仁也都来到宁园，表示深切
的哀悼。按照陈夫人生前的愿望，
骨灰就放在天津。陈省身曾表示，
两人百年之后的骨灰就埋在南开
校园，没有墓碑，没有坟头，却有一
块黑板，供后学者演习数学。

在陈夫人过世的悲痛时刻，陈省
身在外人面前显得很平静。

只有陈省身的司机小胡说：“我知
道他心中的苦楚。那些天，他在家里
不说一句话。”陈省身是一个很理智的
人，并没有因此消沉、颓唐。他知道自
然规律是无法改变的，过度悲伤于事
无补。他只是淡淡地说：“我的东西放
在哪里，书啊，资料啊，照片啊，没有
她，再也找不到了。”陈省身把悲痛埋
在心里，充分利用属于自己的时光，用
更加专心的工作来排遣心中的哀伤。
每年1月12日，陈省身都到夫人骨灰
安放处祭奠。

1987年，陈省身在《我的若干数学
生涯》一文的附记中，曾经这样写道：

在结束本文前，我必须提及我的
夫人在我生活和工作中所起的作用。
近50年来，无论是在战争年代抑或和
平时期，无论在顺境抑或逆境中，我们
相濡以沫，过着朴素而充实的生活。
我在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实乃我俩共同
努力之结晶。
“朴素而充实的生活”！陈省身常

常说：“我们很节俭。”当然，这首先是

指陈夫人很节俭。他们除了在饮食方面
比较有点追求以外，其他如穿着方面都十
分简单。和郑士宁过从甚密的沈琴婉女
士说：“陈师母的节俭确非虚言。她喜欢
穿旗袍，有些旗袍居然是她自己做的。那
日我们在店里买了10元钱的手镯，样式不
错，她就戴在手上。她的遗像里戴的那串
珍珠项链，也是很普通的成色。”

仪态大方，却又节俭朴实，应该是东
方妇女持家的美德。曾经看到一则记载
郑士宁母亲、郑桐荪夫人曹纯如的故事：
纯如女士出身于浙江南浔的名门望族，
也是大家闺秀。但是在操持郑桐荪家事
时，则崇尚节俭。有一件丝绵袍子，穿了
不知多少年了，袍面薄如纸，丝绵几乎要
露出来，却还是不肯做新的。某日下午，
几位教授夫人到郑桐荪家串门。李冈教
授的夫人偷偷带了一把剪子，趁郑夫人
纯如女士不备，把那件丝绵袍剪了一个
大窟窿，一头笑，一头说：“这你总该做一
件新棉袍了罢！”(《郑桐荪先生纪念册》，
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6页)

这就是陈夫人郑士宁女士的母亲。
有其母必有其女。陈省身也说，那时的
妇女都是这样，士宁的节俭有她的家庭
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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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家的美德

王斌仔细一问，才知父亲发
脾气的诱因，竟是因为一首名为
《三笑》的电影插曲！
“老父，您这样做，是否有点小

题大做了？”“绝对不是，这些人写
的什么歌呀，让孩子们天天唱这
个，这不是误人子弟吗？”好吧，儿子不敢
违背父意。但转念一想，父亲两袖清风，
节俭了大半辈子，总共才有五万多元存
款，怎么舍得一下都捐出去？谁不知道，
他一个大院长、大局长，无论春夏秋冬，
风里雨里，都是骑着一辆陈旧的日本富
士自行车上下班。他头发长了基本不去
理发店，而是由孩子给他修理“门面”。
吃饭时，他碗里没有一点剩余的米粒，落
到餐桌上也要捡起吃掉。有一次午饭
后，他从座位上站起，扶着墙慢慢往前
移动，有人要扶他，他摆摆手。只见他
走到一个地灯跟前，拉了一下开关，把
灯关掉了。孩子说，您说一声我们关就
是了。他回答，我说过多少次了，你们
总是不在意。家里的小修小补，也是他
亲自动手。有人亲眼见他修理厕所的
下水道，扳子、钳子、铁丝摆了一地……
就是这么一个“抠门”的老父，为了

鼓励好歌创作，居然要将全部身家奉献
出来，这是怎样的一种胸襟与
境界啊！成立基金会，需注资
的起点是十万元。老父只有
五万多元，差额部分，就只能
动员全家“集资”了。而儿女
们对老父亲的这一举动，却持

有不同态度。有的公开反对：“老父疯了
吧，平时那么会过，现在却要把钱都掏出
来，谁写好歌奖给谁？”有的表示质疑：“成
立基金会，评奖，是件很麻烦的事，老爷子
身体又不行，谁能肩负起这么繁杂的工
作？”王斌想，大哥在北京，属于工薪阶层，
不会有多少存款，我是老父身边的儿子，
必须倾其所能帮助老父。他在部队工
作，存了点钱，本想买房交个首付的，现
在老父急用，只好经夫人同意，捐出了两
万块钱。两个妹妹从国外寄来四千美元，
好歹凑了九万多块钱。但在咨询成立基
金会的相关手续时，才得知除了十万元基
金，还要缴纳两万元抵押金！
王斌一听脑袋又大了：老爷子的愿望

还是实现不了！回家又问父母：“钱不够
呀，你们手里还能再挤出一点吗？”母亲面
露难色：“儿呀，我的话你还不信吗？真的
没有了！”父亲忽然想起什么，一拍脑门，大
声道：“公债！公债！”说着，取出了自己压

箱底的国库券，加在一起也就一万
多元。当时，国库券尚未到期，无
法兑现。王斌只好拿到部队，半是
“忽悠”半是强迫地分摊给战友们，
又东拆西借地凑够了两万元现金，
终于将基金会成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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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志诚听了杨老先生这番特
别诚恳的话，心里非常感动，这位
一贯不问世俗的老先生，能说出这
样的话，不正是党的政策的威力
吗？严志诚看了看老先生，说：“今
后如有求您之处，一定登门请教。
不过，今天为了您的安全起见，还得暂
时委屈您一下。”杨老先生马上说：“有
什么事，你们只管说。”严志诚说：“那
好，您得跟我们到李家内宅去一趟，到
那里商量个事。”杨老先生说：“可以，我
去把药房的门关上。”离开柜台，他又停
住了，“药房隔壁有警察站岗。”严志诚
当即说：“谢谢您想得周到，就请您帮忙
了。”杨老先生打开风门，把四扇风门上
的玻璃，一扇一扇地都上了木板，然后
关门进来。这时，张小虎和白师傅押着
李大麻子，也从那间小诊室里出来，严
志诚打开药房的后门，进入小院，几个
人从这小院门，一同进入李家大院。
那个年轻战士把药房大门闩好，也从后
门走出药房，去执行另外的任务。

药房这边这么热闹，而在药房隔
壁，李大麻子的黑大门前，那两个站岗
的警察，竟连一点影子也没发现。直到
天晚，渐渐地下起小雨，两个披着雨衣
的警察来换岗，这里就像根本没发生任
何事情一样。夜静了，小雨仍下个不
停。突然，一辆自行车从西街口拐了进
来，一个披着雨衣的人用力地蹬着车，
车轮子带起来的泥水甩出老远，自行车
来到镇长家的门前停住，骑车人翻身下

车。两个站岗的警察凑过来一看，认识，
是盐警大队部里姓任的一个值勤小队
长。一个警察问：“任队长，顶着小雨来，
准有急事。”姓任的小队长推着自行车，
说：“我奉了雷大队长的命令，来见李镇
长。”说着，伸手掏向雨衣里，好像在取东
西。另一个警察说：“要见镇长，请进吧。”

姓任的小队长，冲着两个警察点了一
下头，抽出雨衣里的手，推着自行车来到大
门口，用前轱辘一顶大门，一扇大门开了，
只听得大门上边“当啷啷”门铃响，他把自
行车推进大门内的过道，回手又把大门关
上，那大门上的门铃又发出了一串响声。
出了过道，迎面院子里放着一口荷花缸，这
缸后面墙壁上刷着白油漆，上面用红油漆
写着一个大大的“福”字。盐警小队长对这
里比较熟，他抖了抖雨衣上的水珠儿，迈步
走到院里，直入李大麻子的内宅。

当他刚刚走过这荷花缸，就听身后有
人压低嗓子喊了声：“不许动！”跟着一个硬
邦邦的东西顶住他的后背，接着又是一声，
“把手举起来！”他一愣神，以为在镇长家里
不会发生意外，刚要回头，一只钳子般的大
手，把他的右手拧到背后，这时他才看清，
有两条汉子站在面前，那个提着短枪的用
枪口对着他的胸膛：“动，我就毙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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