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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之家”读书成果交流会举行

新晋诺奖得主古尔纳作品带有自传色彩

关切难民命运 展现多元非洲

本报讯（记者 张帆）近日，位于宝
坻区银练路小学校园内的马季艺术馆
正式揭牌。该馆展示了相声艺术大师
马季生前使用的实物、相声著作、书法
作品、珍贵照片及相关影像资料，分为
故园回望、结缘相声、盛世新星、感怀
生活、再攀高峰、薪火相传、致敬大师
7个部分，串联成马季的艺术人生以
及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宝坻区是马季的故乡，近年来该

区不仅成立了马季艺术研究会，还先
后举办了马季先生艺术人生图片展、
马季弟子家乡行、马季杯全国大学生
相声展演等活动，成为传承弘扬相声
艺术的一方沃土，马季艺术馆让观众
得以从不同侧面了解这位相声大师的
艺术思想和人格魅力。

在展出的各类展品中，许多都与
马季的弟子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赶
来参观艺术馆的姜昆看到师父马季
和自己穿着矿工服下井为矿工演出
的照片时感慨地说：“那时我才 26
岁，先生带着我们一直往下跑，跑
工厂、跑农村、跑部队、跑学校创作
演出，最长下去体验生活七八个
月，毛主席当面表扬他，‘还是下去的
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马季老师做到了，他的作品接地
气、跟时代、颂人民，新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马季老师
创作的相声。他的一言一行也深深

影响着我们，让我们受用终身！”看到
马季在 1984年春晚表演相声《宇宙
牌香烟》的剧照塑像，赵炎驻足良久：
“马季老师不仅把相声推上了春节晚
会，他还是央视春晚文化的开拓者。”

马季艺术馆落成，马季的弟子们
纷纷捐献出保存多年的珍品作为馆
藏。赵炎拿来了师父的《舞台风雷》
《好啊！好啊！》等相声手稿和宇宙牌
香烟厂厂长给马季的亲笔信；王谦祥

捐出了师父《无名者》的相声手稿，并与
李增瑞一起，分别拿来了师父在去世前
一天送给他俩的每人一对核桃。姜昆拿
来28幅他与师父在一起各个历史时期
的珍贵照片，并精心摘抄了师父在获得
中国曲艺牡丹奖终生荣誉成就奖发言中
的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最感到欣慰的，
是在那个最艰苦的岁月里，我依然顽强
地说了几段相声。”姜昆用一天时间工整
地写出来，捐给了艺术馆。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花落作家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在诺贝尔
奖官网的投票中，截至发稿时有94%
的人从未读过古尔纳作品。不得不
说，这位新晋诺奖得主很“冷门”，毕竟
目前国内没有其作品单行本，仅在8
年前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的《非洲短
篇小说选集》中可见其两部短篇小说
《囚笼》《博西》。

2013年12月出版的《非洲短篇小
说选集》由“非洲现代文学之父”、尼日
利亚著名作家阿契贝与英国肯特大学
教授英尼斯编辑，査明建等翻译，受众
有限。译林出版社编审王理行表示，
当年他是在一位英国的图书代理人提
供的书单上看到了《非洲短篇小说集》
和《非洲当代短篇小说集》，“我一直在
做外国文学出版，但这两本集子里一
半以上的作家名字对我而言都非常陌
生，其中包括古尔纳。后来我把这两
本集子合成了一本《非洲短篇小说选
集》翻译出版，希望大家对非洲文学有
个总体印象和了解。这或许是国内目
前唯一一本对古尔纳作品有所译介的
书了。”

今年73岁的古尔纳出生于桑给
巴尔（现隶属坦桑尼亚），20世纪60年
代作为难民移居英国并常居于此，他
退休前是肯特大学教授，1987年起开
始用英语写作，出版了10部小说和许
多短篇小说，主要以殖民主义及流散
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身份危机为题
材，代表作有《天堂》《遗弃》《海边》，他
的小说视角独特，呈现了一个拥有多
元文化的东非。此次诺奖授奖词为：
“毫不妥协并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
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着那些夹杂
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
奖项揭晓后，古尔纳接受诺贝尔

奖官方的电话采访时透露，十几分钟
前接到了获奖通知电话，“我还以为是
恶作剧。”在他看来，创作是一种乐趣，
“一种把东西表达清楚的乐趣，一种让
他人理解你的乐趣，一种陈述的乐趣，
一种说服的乐趣。”

大约10年前，国内就有学者关注
过古尔纳及其创作。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张峰副教授曾在2012年第 3
期的《外国文学动态》上发表过题为《游
走在中心和边缘之间——阿卜杜勒拉
扎克·格尔纳的流散写作概观》（时译格
尔纳）。张峰介绍，一提到当代英国移
民作家，人们往往马上想到被誉为“移
民三雄”的萨尔曼·拉什迪、奈保尔和石
黑一雄，但除了这些文学巨擘，还有不
少优秀的移民作家值得关注，古尔纳就
是其中的一位。
据介绍，古尔纳的小说带有较强的

自传色彩，与其自身的流散生活经历息
息相关。与其他被迫流落他乡的作家一
样，他的内心隐匿着难以弥合的精神创
伤，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
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不停地在
现在与过去、现实与回忆之间试图找到
一种平衡。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作为2021
年书香天津·读书月系列活动之一，第
六届天津市“书香之家”读书成果交流
会日前在河西区图书馆举行。
本次活动由市全民阅读办主

办，河西区图书馆、天津开发区国际

学校承办，以“永远跟党走·分享红
色经典”为主题，我市荣获全国“书
香之家”和天津市“书香之家”的家

庭代表，阅读推广人，图书馆、书吧、书
店的代表参会，分享阅读心得和阅读
推广经验。

赢越南越来越难

国足未来挑战会更艰巨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今天上午，
天津先行者男篮一行乘航班前往诸暨
赛区，2021—2022赛季CBA联赛征程
就此开启。球队将于11日和13日分别
与同曦和北控进行两场季前赛。常规
赛首战将于17日迎战上海队。
昨天上午，球队进行了出征前最后

一次公开训练课。临近出发，球队主要
以调整为主。先是时德帅、田雨、孟子
凯、张兆旭、潘宁、李佳益六位内线球员
进行篮下训练，其他队员进行力量训
练，随后两拨人互换。李荣培在前天下
午训练时蹬地过程中不慎挫到左膝，所
幸核磁结果并无大碍，昨天一直在场边
休息。张晓阳、张云梦、刘炜、赵明刚、
郑昊然、苏煜几位球员此番不随队出
征，已经回到团泊基地训练。
第一阶段，天津队将以全华班出

战，没有外援也让主教练凯撒“很头
疼”。“本来我们在外援上有四节五人次
的优势，但目前还没有外援，第一阶段
赛程对我们不利。但我们会拿出精气
神，全力去拼。”第一阶段13场常规赛，
天津队两次对阵上海、青岛、浙江、深
圳、江苏，一次对阵广东、四川、福建。
凯撒表示：“赛程对我们来说确实有些
吃力。上海今年投入比较大，引援多，
肯定是想争冠。浙江上赛季第三，深圳
小外援布克一直在跟队训练，江苏本土
球员也不弱，青岛队打球比较强硬。第

一阶段，我们会根据自身特点，向对手
学习。等第二阶段外援到了，我们的阵
容齐整了，才是我们的真实水平。”
凯撒并不想谈论目标，“天津队阵

容年轻，需要在比赛中去展现。第一阶
段我们肯定会尽全力，争取多赢几场。”
队长时德帅表示：“通过全运会尽快找
到比赛感觉，争取打好联赛。第一阶
段困难大，但我们全华班不惧怕对手
强。开局难，可能后面会更顺利。”
张兆旭到队三个多月了，已经很

好地融入了这个大家庭。“球队对我有
很高期望，我希望能把老队员的经验
带过来，在攻防两端能多承担起责任，
弥补球队内线的短板。”常规赛第一场
对阵老东家上海队，张兆旭表示：“还
是希望能够以平常心对待。非常期待
在揭幕战中有一个好的亮相。”

2001年10月7日，中国队在沈阳五
里河体育场击败阿曼队，首次打进世
界杯决赛圈。20年后阿联酋时间10月
7日，中国队打出了少见的气质——两
球领先被追平，补时阶段绝杀越南队
获胜，保住了中国足球颜面。中国队
进球全都和武磊有关，他被评为当场
最佳。中国队昨天彻底放松调整，今
天下午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北京
时间13日凌晨1时，客场对阵东道主，
更艰苦的挑战等待着“铁军”。

本场比赛之前，为了帮助长期封
闭集训的队员减压，据悉率队出征的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动用了很多关
系，千方百计地帮助队伍在赛前“散了
散心”。而且，中国队还宣布10月份两
场比赛之后将回国休整，11月份两个
主场有可能放在国内进行，多管齐下，

队伍的心理得到了舒缓。
越南队近些年进步不小，但国内

足球圈看好中国队的人也不少，例如
范志毅预测中国队2：0获胜。准备这
场比赛期间李铁接到很多原队友、同
行、前辈和领导的鼓励，其中包含中肯
的分析和建议，对于李铁和队伍也是
莫大的帮助。这场胜利有助于队伍乃
至中国足球的稳定。
中国队三个进球虽是全体努力的

结果，但“根宝系”的默契起了主导作
用：第53分钟张琳芃开球门球准确送
到队友头上，经过两次头球摆渡，武磊
单刀射门被封堵，张玉宁补射首开记
录。第74分钟左后卫王燊超45度角斜
传禁区，“发小儿”武磊心领神会，在无
人干扰下轻松将球顶入近角。第三球
仍是王燊超在几乎同一位置斜传禁

区，武磊抢点干扰了门将注意力，皮球弹
地钻入后角。

全场技术统计，中国队控球率49%，
射门12：13，射正4：5，略处下风，这预示
着与沙特队比赛的挑战更加艰巨。目前
B组形势，澳大利亚队、沙特队都是三战
全胜，日本队、阿曼队、中国队均为1胜2
负，越南队垫底，如果沙特队能够取得四
连胜，进军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圈的前景
一片光明。有消息称，沙特队将开放球
场看台，届时会有数万本国球迷进场观
战，中国队将第一次置身于真正的客场。

面对实力强劲的主队，中国队存在
将打法调整回“稳守反击”的可能。在中
后场人员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前锋线能
不能继续“出新出奇”，需要教练组在未
来两天的训练中寻找答案。

本报记者 赵睿

足协连下俩通知

足协杯成下阶段重点

1920年5月，在接到《星期评
论》编辑部的电报后，陈望道立即携
带译稿赴沪。不料上海当局对《星
期评论》实施邮检，造成该刊停办，
使得在该刊连载《共产党宣言》的计
划无法实现。于是，陈望道找到自
己的学生俞秀松，托他将译稿转交给陈
独秀。陈独秀、李汉俊将译稿校阅一遍
后决定出版单行本，但在筹措出版经费
时遇到了困难。这时，恰好共产国际特
使维经斯基和翻译杨明斋来到上海，陈
独秀在和他们讨论中共建党问题时，提
及此事，维经斯基当即表示愿意资助出
版。为此，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辣
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秘密
建立了一个取名“又新”的小型印刷所，
承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
文全译本终于问世了，为竖排平装本，内
文共56页，以五号铅字印刷，每页11行，
每行36字，文中部分专用名词后注有英
文供参照。封面标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
书第一种”，作者标注为“马格斯、安格尔
斯合著”“陈望道译”。书末版权页还竖排
印有几行字：“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
“定价大洋一角”“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
研究社”。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微侧半
身肖像，这是马克思1875年在伦敦拍摄
的肖像。书的尺寸纵18厘米，横12厘米。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版时

共计印行1000册，现在存世的仅11
本。全本以意译为主，许多新名词和

专用术语以及部分章节标题用英文原文
加括号附注，因此书中随处可见英文原
文。在“有产者与无产者”一章标题旁，除
标明英文原文外，还用中文注释：“有产者
就是有财产的人，资本家、财主……无产
者就是没有财产的劳动家。”全书错字、漏
字有25处，如第一页中“法国急进党”误
为“法国急近党”。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排
版疏忽，封面书名“共产党宣言”错印成了
“共党产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被译为“马
格斯、安格尔斯”。书初版1000册，全部送
人。当年9月再印1000册，封面书名更正
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肖像的底色改成
了蓝色，书中正文只字未动。这虽然只是
一次重印，但封三的版权页上却印着“一
千九百二十年九月再版”字样。
刚拿到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共产党

宣言》中文首译本，陈望道即将其赠给鲁迅
和他的胞弟周作人，以求指正。鲁迅在收
到书的当天就仔细阅读了一遍，对这位小
同乡的作为赞赏有加：“现在大家都在议论
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
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
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
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
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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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回到家里，王惠芬一屁股坐
到床上，用手捂着胸口便喊叫起
来：“哎呀，痛死我了！”

儿女们忙问：“妈，您怎么
啦？”王惠芬用手指着丈夫：“你
爸爸打的！”这下，儿女们不干
了：“爸，这就是您不对了，我妈天天把
您照顾得那么好，还陪您听音乐会，逛
海河公园，您居然还打她……”王莘知
道自己错了，误伤了妻子，听着儿女们
的“声讨”，愧疚地低着头，猫着腰，从眼
镜边上偷看着大家，一副可怜巴巴的样
子。第二天，儿女们带母亲去医院检
查，没想到医生当着病人的面便宣布：
“你得的是乳腺癌，已经到中晚期了，是
否选择手术治疗呀？”王惠芬一听，当
时眼泪就顺着面颊簌簌滚落下来。回
到家里，王莘腰板也直了，也不从眼镜
边看人了，一下变得理直气壮：“都是我
救了你们妈妈！要不是我打了她一下，
你们会想到带她去医院看病吗？不去
医院，能及时发现和治疗吗？”儿女们
见状，也是哭笑不得。都说人老了就成
了“老小孩”，父亲这一前一后判若两人
的表现，难道不是个可爱的“老小孩”
吗？王惠芬很快做了手术，术后恢复
良好。不能不说，这与她的心
态关系很大。

2009年7月，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王惠芬这样
表述了自己的观念和心情：
“看到我周围的一些癌症患

者愁容满面，数着日历牌过日子，我觉得
我不应该这样。一个人不论是健康还是
生病，都要活得有价值、有意义、有质
量。我今年已经83岁了，有六个孩子，子
孙满堂，过得很幸福。我觉得我还是个孩
子，好奇心很大，对很多新事物充满了兴
趣。我觉得我越活越有意思，越活越年
轻。家里人都祝福我长命百岁，但我给自
己定的目标是120岁，不为别的，就为多看
看祖国每一天发生的变化，亲眼看着祖国
变得更加繁荣富强。”
王惠芬与王莘相识于战火纷飞的年

代，两人携手并肩，相濡以沫，走过了半个
多世纪漫漫人生之路，真可谓是“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的模范夫妻了。在王惠芬眼
中，王莘是自己的偶像，是“我的帅哥”。“别
看生于南方的王莘戴个眼镜，瘦瘦的像个
文弱书生，但却有着一般男人没有的耐心
与细腻。年轻时，他经常自己修理自行
车、钟表，一到礼拜天，家里就像个修理

铺。放假了就带孩子们去水上
公园玩。每次出国都给孩子们
买玩具，从来不给自己买东西。
他是很温柔、很耐心的，这么多孩
子虽然都是我生的，但我却没怎
么管，王莘比我细心多了。”

114 相濡以沫

天近中午，盐船已经接近了三
道桥，工人们拉纤的号子声停止了，
只有那沉重的脚步声，继续在纤道
上响着。重船都一点点地缓慢下
来，因为在三道桥要领签进坨地，这
儿也是一道重要的盐警卡子。一对
一对的空船由迎面驶了过来，大娟把纤
板递给了陈同志，她从沟边跳到船上，
从妈妈手里要过船票，准备到三道桥那
儿验票领签。当大娟把船票接过，要下
船的时候，见一对空船从对面疾驶过
来，纤绳扯在纤道上，船上把大橹的是
一位老人，头上戴着一顶旧草帽，身上的
小褂泛着盐碱。大娟觉得这个人面熟，
可是小船一错就过去了。这是谁呢？大
娟猛然想起，这不是盐民游击队的刘德
望大叔吗？他怎么在这里驳盐呢？

三道桥那儿，沟岸上一把旱伞下边，
坐着那位发签的老先生，手中拿着竹签
在互相敲打着。盐沟里的重船已经停住
好几队了，大娟的船停在这里，后面的船
也慢慢地停下，一下子把这宽宽的盐沟
挤满了。盐沟岸上的两间土房子，过去
是八路军盐管处的同志给盐工烧水的地
方，如今这儿新立起一块木头牌子，上面
贴着两大张白纸，写着黑字，工人们都无
心看它。几个盐警把驳盐的工人叫到一
起，聚在这木牌子近前。盐警小队长宗
大头，站在这木牌子前面，用手指着木牌
子上的两张纸，说：“大家看着，这是两张
布告，镇公所贴的。从即日起，张伯符先
生担任盐业工人工会理事长……”工人

们都没言语，有的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以
示反对。宗大头一指另一张布告：“这张是
雷紫剑大队长亲自签署的盐警大队的布
告。”他的嗓门放高了，“……如有拿获共匪
首领严志诚者，重赏三万元……”这儿站着
的工人们听了都一愣神：“什么？”

大娟悄悄地看了看身边的苗瑞祥等
人，见他们都好像没有听见似的，只是在
那里站着，好像是在听，脸上一点表情也
没有。她也把头低下，嘴里却在叨咕：“重
赏三万元……严志诚值三万元……你雷
紫剑也就值二分钱法币……”这时，身旁
有人拉了她一把。大娟扭头一看，原来正
是和自己一船的陈同志，她不再言语了。
宗大头恶狠狠地说：“听见没有，雷大队长
可是一视同仁，不论是谁，只要捉住严志
诚的都赏给三万元赏金，这可是发财了。
但如果知情不报，一律按通匪处罚！”他看
看这被船卡满了的盐沟，“把沟都卡死了，
快开船”！人们没有言语，而是自动地散
开，按顺序排到那个发签的老先生面前，
等着验票领签。每过一对船，发签的老先
生就接过船票看一下，然后用笔往票上一
画，发给一根竹签。宗大头站在岸上，两
眼不停地往船上和验票的这儿扫视，好像
一条恶狼，要在这儿猎取食物。

92 悬赏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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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男篮今晨出征新赛季

马季艺术馆在宝坻区揭牌

展品背后蕴含动人故事

本报讯（记者 顾颖）在国足昨天凌
晨艰难战胜了越南队，取得卡塔尔世界
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的首场胜利后，
从昨天下午到傍晚，中国足协连续对外
发布了本赛季足协杯赛前两轮的具体
赛程表，以及《中国足球协会关于中国
女足国家队主教练选聘工作的通知》。
分别在4个赛区进行的足协杯前

两轮比赛，天津津门虎队根据之前抽
签的情况是落位D组，球队已经提交
了报名名单，做完了核酸检测，将于11
日前往D组所在的大连赛区。13日
15：30，津门虎队将在首轮“32进16”的
比赛中，迎战目前在中甲18支队伍中

排名第15位的北京北体大队，如果取
胜晋级，接下来将在18日15：30进行的
“16进8”比赛中，迎战首轮比赛大连人
队和U20国家队交锋的胜者。根据赛
制，两轮比赛决出本赛季足协杯八强
后，8支球队将集中到大连，在本月23
日至11月8日之间，完成两回合的四分
之一决赛和两回合的半决赛。

至于中国女足的选帅工作，面试将
于本月15日、16日两天在北京进行，中
国足协对参与竞聘人员开出的条件并
不高，简单说，有包括青年队在内的国
字号球队或男女足顶级联赛球队执教
经历即可，眼下外界的目光，几乎都盯
在执教奥运联合队的水庆霞能否“转
正”的问题上。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芝麻胡同》第36、
37集 林翠卿突然上吐下
泻，一家人在医院守候着
病入膏肓的林翠卿，宝翔
发现原来林翠卿把送来的
吃的都扔了，春花说林翠
卿这是不想活了。严振声
难过不已。春花遍访京城
名医，终于找到了一位老
中医，严振声寸步不离照
顾林翠卿，林翠卿逐渐转
危为安。郭秉聪得知老严
和林翠卿已“离了”，他甩
闲话说严振声不仁不义、
喜新厌旧……

天津卫视19:30

■《人活一张脸》第
22、23集 栾书杰给宝武
打电话让他为了自己的前
途，暂时不要去管郎庆才
的事情，宝武不理会，决定
要在开会的时候把郎庆才
的事情说出来。谁知领导
们完全不给他机会说。栾
书杰想要在不被人知道的
情况下帮助晓臣，她带着
建刚来给晓臣相亲……

天视2套18:25

■《真情无限之养母·
生母》第1、2集 家庭主妇
正梅在收拾屋子的时候发
现了一枚女人的耳环，为
此和她一直怀疑的第三者
美琳正式谈判，对丈夫明
远发出最后通牒，如果离
婚，女儿欣妍和全部财产
都归自己所有。一年后，
正梅独自经营着当初和明
远一起开办的美术用品
店。某天，正梅意外发现
欣妍出现在电视里正在直
播的“梦幻女生”比赛十强
现场，激动不已的她急忙
赶往电视台准备为女儿现
场助威。与此同时，在比赛
后台的欣妍也拨通了妈妈
的电话报喜，谁知，话未说
完，却突然晕倒在地，被送
到了医院急救……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原告母
亲在与超市员工拉扯时意
外倒地身亡，衣兜里的两
个鸡蛋到底是偷的，还是
已经结账买下的？

天视6套18:00

■《番茄生活王》今天
的节目朱大厨将为您奉上
鲜香味美的菜品——地中
海番茄炖鱼。细嫩无刺的
鱼肉搭配鲜美的酱汁，每口
每块儿都是真爱。朱大厨
在菜品中还搭配芦笋、番茄
等食材，既让色泽看上去更
加鲜亮，也增添了味觉体
验，保管让您为之一振！

天津少儿21:00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芝麻胡
同（36、37）

天视2套（103）

18:25剧场:人活一张
脸（22、23）

天视3套（104）

17:50剧场：海边女人
（4—6）19:20剧场：暗战在
拂晓之前 (26—29)22:15
剧场:回马枪(19、20)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真情无
限之养母·生母（1、2）

天视5套（106）

18:55 直播:体坛新
视野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问律师20:10 大医说21:00
生活黑科技

天津少儿（108）

19:30 多派玩儿动画
《萌鸡小队》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