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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文化类节目内容升级荧屏热播

古今对话 润物无声

津晋两地作家对话交流

天交上演“灵魂的旋律”音乐会

奏响“老肖”作品 感受经典魅力

■ 本报记者 张钢

近来，巩俐刚刚完成北京国际电影节评委
会主席的工作，随即开始参加她主演的《兰心
大剧院》首映活动。对于短时间内频频露面，
巩俐表示：“我和片中饰演的于堇一样，不在意
自己代言多少，有多少曝光率，我在意的是银
幕上出演什么样的角色，给大家留下什么样的
印象。演员是我唯一的身份。”
与大多数商业片导演不同，娄烨有着

自己鲜明的文艺片风格，晃动的镜头、黑白
的画面、抽象的台词、极少的商业元素，这使
他的作品成为小众电影。谈起与娄烨的合
作，巩俐介绍说：“我拍过30多部电影，‘于
堇’这个极具挑战的角色还是首次遇到。我
选择接演这部电影，是因为我很喜欢片中
‘于堇’这个角色，她对艺术的追求以及做
人做事的方式都与我相同，出演这个角色
也让我有了一次全新的尝试。在娄烨的执
导下，我们的每场戏都能完整拍下来，很少
有停顿的时候，我们的走位也很随意，摄影

机是跟着演员走的。这种表演方式非常过
瘾，可以让我们自由发挥对角色的理解。
于堇身上有很多潜能，在拍摄和准备过程
中，我要学习催眠术、使用枪支、学日语等
等，收获颇丰。”
片中的于堇是一位痴迷于表演的女明

星，在谈起这个角色时，巩俐将话题转到了她
心中对“演员”的定义。她说：“我觉得演艺事
业不该用‘娱乐圈’来描述。什么叫娱乐圈？
大家想娱乐可以去娱乐场所，电影院里带来
的绝不只是娱乐。我不认为自己是娱乐圈的
人，不要把我和娱乐圈混为一谈，而且我不喜
欢靠流量赚快钱的方式，不想把自己的精力
浪费在那些事情上。我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
够了，那就是做一个好演员。这是我一生的
最爱，不可缺少的。”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肖
斯塔科维奇是20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
被中国观众亲切地称为“老肖”。昨日，天津
交响乐团在天津音乐厅举办了一场“灵魂的
旋律”肖斯塔科维奇作品音乐会，带领观众
感受了他的经典之作。
从小受艺术熏陶的肖斯塔科维奇迅速

展现出在作曲上的才华，他的毕业作品《第
一交响曲》即赢得了业内的关注。他的艺术
创作遍布各类音乐体裁，不但创作了包括15
部交响曲在内的大量古典音乐作品，还写出
了一批影响广泛的通俗歌曲，推动了群众歌
曲的繁荣。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其祖国的发展历程和20世纪的艺术潮流，至
今久演不衰。
本场音乐会由天交常任指挥易娟子执

棒。首先上演的《牛虻》组曲是肖斯塔科维
奇为电影《牛虻》所作的配乐，后经整理形
成了一套拥有 12 首曲子的《牛虻》组曲。
其中的小提琴协奏曲《浪漫曲》，以优美起
伏的旋律细腻表现了主人公牛虻的情感变

化，使观众们为之共情。随后上演的《第十
交响曲》是其颇具争议的一部作品，通过四

个乐章的宏伟结构表达了他对战争与和平
的深刻思索。

巩俐:演艺事业不是“娱乐圈”

“做一个好演员是我一生最爱”本报讯（记者 张钢）正在热映的《长津
湖》中，易烊千玺饰演的在战争中成长的“伍
万里”，受到观众好评。近日，他主演的电影
《奇迹》宣布杀青，该片重聚了《我不是药神》
的幕后人马，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深圳热土，
逆转人生的励志故事。
该片讲述了二十岁的景浩独自带着

年幼的妹妹来到深圳生活，兄妹俩生活非
常拮据。机缘巧合下，景浩得到了一个机
会，本以为美好生活即将来临，却不料遭
遇重创。凭借着自己的坚持不懈，景浩顽
强奋斗，最终获得成功。在片方公布的造
型照中，易烊千玺扮演的景浩一身朴素的
装扮，忙碌于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与《我不是药神》相同，《奇迹》也是一
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将故事聚焦草根打
工人的群像百态，以平凡人视角讲述成
长。该片有望在明年年初上映。

电影《奇迹》杀青

■ 本报记者 张帆

近期，多个文化类节目荧屏热播，引
发观众热议。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
国》刚刚收官，11期节目几乎期期引发热
议；《朗读者》第三季正在央视综合频道热
播，除了一以贯之的文学底色和人文情怀
外，节目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升级；《中国
诗词小会》第三季正在央视频播出，“诗词
推理”的创作理念深受欢迎。

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近日，《典籍里的中国》以王阳明的
《传习录》作为整季节目的收官之作，王阳
明波澜壮阔的人生、“知是行之始，行是知
之成”的先贤智慧，以及传承注重实践、实
干兴邦的重要理念，在网上持续发酵。通

过“戏剧+影视+文化访谈”的创新形式，《典
籍里的中国》充分利用戏剧的假定性特性、
历史时空的交错、现场空间的自由转换以及
观演关系的有机切换，用极强的艺术想象力
让古今对话照进现实，联结起当代中国人与
古圣先贤的心灵。著名评论家饶曙光认为，
其之所以能够成为现象级节目，在于创作者
深挖传统精髓，钩沉典籍里的中国精神之
源，为当代人指引征途，实现了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时代人物朗读经典

《朗读者》第三季通过开放式命题的方
式，每期一问，在更为广阔丰盈的思考空间
帮助大家寻找答案。节目从科技、教育、体
育、文学、信仰等多个角度，携手48位时代朗
读者，面对12道直击心灵的人生命题，和观

众一起品读文学经典，聆听时代涛声。
在已经播出的两期节目中，杨元喜、国

测一大队、张定宇、崔道植等走上舞台讲述
时代故事，朗读经典作品，在温暖且有力的
声音里与无数观众产生了情感共鸣。第二
期节目中，主持人董卿与麦爸菜妈、演员王
凯、人民英雄张定宇、刑侦专家崔道植以“你
会爱TA很久吗”为主题展开对谈。其中，曾
在武汉抗疫的张定宇一席话令人动容。他
认为，回归烟火日常，“人民英雄”就是平凡
的人，“被人需要，还能工作，每天忙得不得
了，是我最喜欢的事情。能够对这个社会有
点意义，有点帮助，这个很好。”

诗词小会富有新意

央视频推出的《中国诗词小会》第三季
在前两季主打网感年轻态的基础上，再次

创新升级，在上万平方米的场景下复刻诗
词名场面，让观众体验到沉浸式诗词推理
盛宴。

许多看过节目的网友表示，“烧脑、有趣、
机智、互动”是本季游戏环节的最大特点。在
跟随嘉宾“解谜”的同时，受众在潜移默化中
学习中国文学知识，真正感受杜甫笔下“润物
细无声”的意味。悬疑推理“外衣”的包裹提
升了《中国诗词小会》的网感，在与年轻观众
的对话中保持新意。全新升级的诗词推理形
态，大大增强了《中国诗词小会》的趣味性。
作为一档小屏文化节目，《中国诗词小会》第
三季推陈出新，让观众沉浸于诗词中的大唐
盛世，让诗词不再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用观众
喜闻乐见的游戏形式，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注入新的生命力，在新颖的形式框架下，坚守
严谨的传统文化内核。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由天津市作协文学院与山西省作协
山西文学院（山西网络文学院）共同主办的“新时代·新征程·新
使命”津晋两地青年作家对话交流活动日前在太原举办。
活动中，两地文学院签订了互派合同制签约作家合作协

议。天津市两位青年作家胡伟红、赵凤玲现场签约，成为山西文
学院（山西网络文学院）第七届签约作家。签约仪式后，天津作
家代表向山西红十字会捐款，为山西防汛救灾尽绵薄之力。
活动现场介绍了津晋两地文学院扶持、培养青年作家成

长情况，两地文学院将从今年开始，形成互签互访的合作机
制，取长补短，强强联合，发现和培养更多的青年文学人才，为
津晋两地文学事业作出更多贡献。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昨日，“戴玉强与津门歌唱家音乐会”
在天津音乐厅举办，为我市声乐观众唱响了多首中外名曲。
戴玉强是海内外享有盛誉的男高音歌唱家，现任北京大

学歌剧研究院教授，曾获“梅花奖”“五个一工程”奖、“文化表
演奖”等重要艺术奖项，也是声乐大师帕瓦罗蒂唯一的亚洲弟
子。本场音乐会上，戴玉强携手石广羽、赵振岭、王硌、王乙
婷、张岩、廖天宇等众多我市声乐名家和优秀青年演员，为观
众奉献了一场声乐盛宴。中国作品《越人歌》《在那遥远的地
方》《乡音乡情》等以或婉约、或奔放的旋律唱出了中国情怀、
中国故事，西方作品《小嘴巴》《柴堆上火焰熊熊》《哈巴涅拉舞
曲》等展现了西方作曲家的多样风格。昨日戴玉强还在津举
办了大师班活动，为天津的声乐学习者和爱好者指导技艺。

声乐名家献唱中外名曲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为加强“基层文化百团工程”建设，
推进全民阅读，东丽区委宣传部与天朗之声文化志愿服务总
队合作，计划在全区99个农家书屋开设“书香东丽 悦读乐
能”全民阅读课程。近日，天津市华朗文化发展中心的志愿者
走进新立街丽晟社区，拉开了“基层文化百团工程”的序幕，为
居民送上“闻书香爱东丽，读诗韵学党史”主题朗诵培训课程。
课上，志愿者手把手教居民发声，练习朗诵红色诗词。志

愿者李长乐表示：“改革开放初期我曾在东丽工作了10年，现
在看着过去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平房变成了高楼，特别是农
家书屋、文化活动室宽敞又亮堂，我非常激动。这说明大家的
精神追求更高了，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学习、分享。”居民白宝
全说：“很开心有机会在家门口的农家书屋里参加这样的活
动，希望能多举办这样的朗诵会、读书交流会活动，不断丰富
我们的文化生活。”
东丽区基层文化百团——朗诵队培训活动将在全区各农

家书屋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朗诵培训、读书分享，内容包括红色
经典阅读、建党百年相关讲座等，活动共100场，预计受益人
数约30000人，大力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

朗诵培训课走进农家书屋

本报讯（记者 刘茵）为加强中法在文化、生态方面的合作
交流，“中法环境月”主题展览《拯救地球的昆虫》《肥沃的土
壤 隐秘的生命》于昨日在天津自然博物馆开展。此展览由法
国驻华大使馆与市文旅局联合主办，天津自然博物馆承办。
展览将持续至11月14日。
“中法环境月”创立于2014年，是唯一一个由外国驻华使

馆在中国多个城市举办、围绕环境问题展开的跨学科活动。
今年，第八届“中法环境月”围绕“地球的资源”展开，也是“中
法环境月”启动以来首次在天津举办相关活动。
《肥沃的土壤 隐秘的生命》展览由法国参议院联合巴黎

市政厅和法国土壤研究协会的专家共同策划，通过12块展板
让大家对神秘的土壤世界有更多了解，从而更好地对其进行
保护。
《拯救地球的昆虫》展览由法国国家发展研究院（IRD）策

划并完成，立足昆虫研究的最新成果，通过17块展板从全新
的科学角度出发，带领观众去探究那些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
的昆虫。
据悉，展览期间，天津自然博物馆将配合展览开展相关科

普活动。

“中法环境月”主题展举办

诺奖得主小说集出版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2018年诺奖得
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中短篇小说集
《世界上最丑的女人》近期由浙江文艺出
版社引进出版。这是继布克国际奖获奖
长篇《糜骨之壤》、文学评论散文《玩偶与
珍珠》、长篇代表作《世界坟墓中的安娜·
尹》之后，今年与国内读者见面的第四部
托卡尔丘克作品。

小说集《世界上最丑的女人》波兰语
原版书名为《众鼓奏鸣》，内含《睁开眼吧，
你已经死了》《岛》《女舞者》等19部小说，
书写了形形色色陷入孤岛境地的孤独者，
他们或陷入物理意义上的孤岛；或在家庭
生活中沦为同床异梦的陌路人。这些精
神上的边缘人，在困境中努力拓展心灵边
界、留下属于自己的声音。小说集让每一
颗格格不入的心有所共鸣，因而荣获波兰
最高文学奖项“尼刻奖·读者选择奖”，是
波兰的国民畅销书，也是托卡尔丘克中短
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

此次简体中文版由著名波兰语文学
翻译家茅银辉教授和波兰文学资深译者
方晨合作，从波兰语原文直接翻译，切实
呈现了原作的语言风格。

巩俐饰演的《兰心大剧院》角色于堇。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
成为主席团的5个成员之一，当选为
中央执行委员，参与了国民党的核心
领导。会后回到北京，李大钊担负起
了国共两党在整个北方的领导责
任。此后，他领导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党组
织，充分利用革命统一战线，团结各界群
众，扩大革命势力，促进了北方人民反对
帝国主义、反对北洋政府统治运动的蓬勃
发展，有力配合了五卅运动后全国革命形
势的高涨和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因此，北
洋政府一直视李大钊为“心腹大患”。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
瑞执政府紧急下令，以“假借共产学
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的罪名，通缉
李大钊。形势危急，李大钊考虑到还
有许多工作要做，不顾友人劝告，坚持
转入地下从事秘密工作，并于1926年
3月底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
东交民巷苏联驻华使馆内。

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占领北京，
加紧对共产党人及倾向共产党的革命者
进行迫害。当时，北京城贴满了这样的告
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
死刑”，就连一些主张进步的报纸主编也
都被残酷枪杀。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
情况下，李大钊不顾生命危险，秘密开展
工作，使北方革命力量不断壮大。自
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仅北京一地，
共产党员就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
国民党员也由2000多人发展到4000多

人，共青团员也有了很大发展。同时，李大
钊组织国共两党深入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和
武装，使直隶、内蒙古、山西等地的农民运动
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
对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惴惴不安，逐步联合
起来进行干涉和镇压。1927年4月6日，张
作霖不顾国际公法，悍然派兵闯入苏联驻华
使馆，大肆进行搜捕，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
儿，连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人员和苏方
人员共60余人一同被捕入狱。

这份《狱中自述》（简称“自述”）手稿就
是李大钊在敌人的监狱里所写。“自述”一共
有三稿，还有两份《狱中供词》（简称“供词”），
都是由其大女儿李星华精心保存，并于1957
年捐赠给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从这几
份手稿中可以看出其所表述的内容基本一
致，都是对敌人审讯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回
应。两份“供词”都是关于敌人所提具体问
题的回答，分别为“孙中山先生关于联合苏
联的外交主张的情况”及“关于北方党经费
来源的情况”。第一份没有签署时间，第二
份写就于1927年4月8日，即李大钊被捕入
狱的第三天。三份“自述”是李大钊对自己
一生奋斗事业的总结和对敌人提问的总括
性应答。其中“自述”第一稿为初稿、简稿，
第二稿为修改稿，第三稿是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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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祖国

王莘传
王斌 杜仲华

盐民游击队
（下部）

崔椿蕃 遗著

被捕入狱

一个清纯稚气的童声，瞬间
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一个清
纯稚气的童声，瞬间演变为十万
人的大合唱！歌声与画面通过电
磁波传遍全国，传遍世界，五大洲
几十亿人观看了这一动人场面。
同一时间，在天津成都道博爱里

1号大院里，王莘的家人们围坐电视
机旁，看到这一场面，不禁心潮澎湃、
热血沸腾。见证了父亲生命最后时刻
的王斌，更是热泪盈眶，泣不成声。
他，一个老兵，入党已半个世纪，是个
无神论者，从不相信宿命，不相信鬼
神；但当那个天籁之声从电视机里飘
出时，他恍惚中感到是自己父亲的声
音，是父亲在唱！“父亲，我听到了您的
声音，《歌唱祖国》正响彻在北京奥运
会开幕式上！我们知道您是带着遗憾
走的，而祖国没有忘记您，人民没有忘
记您。歌声中，我看到了您那熟悉的
面容，感到了您对祖国的眷恋，对家乡
的不舍。您这辈子活得值了，应当满
意了，没有遗憾了！”
令王斌感到十分意外的是，《歌唱

祖国》是一首气势雄壮豪迈的进行曲，
多年来一直以大合唱的形式出现；而
在北京奥运开幕式上，由一位
九岁小女孩以慢速清唱形式
表现，不仅没有违和感、纤弱
感，反而产生了一种清新脱
俗、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少
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与未来，

也是《歌唱祖国》这首世纪经典的传承人，
由他们在全世界面前唱响，不是最恰当不
过了吗？真乃神来之笔！不久，他看到张
艺谋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透露出一个相关细
节：他在执导北京奥运开幕式时，最担心的
是由孩子们表演的《歌唱祖国》这个环节。
一则，这个环节很重要，涉及国家尊严；二
则，做导演的都知道，孩子的戏最难导，何
况是现场直播，稍有不慎，便可能出问题。
所以，尽管经验丰富、身经百战的他对整
个开幕式的把握胸有成竹，沉着镇定，对
这一环节仍然如履薄冰，紧张得攥着步话
机的手都出了汗。但是，当《歌唱祖国》那
天籁般的声音在场内缓缓飘散开来时，他
的手竟不听使唤地颤抖起来，乃至一句话
也说不出，一个指令也发不出——他被
《歌唱祖国》的强大震撼力、也被这一匠
心独运的表现方式，感动得不能自已，
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的确，《歌唱祖国》诞生半个多世纪
以来，不仅是历次国家级重大
庆典活动必不可少的经典歌
曲，也在一代代人中传唱，激励
和鼓舞着一代代人爱祖国爱家
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拼搏奋斗。

121 神来之笔

这几年，对于三姨太的本领，
雷紫剑早已领教了，特别是在日
本侵略时期，几番周折，都是这个
女人给解脱的，像驻守三水镇的日
本宪兵队队长高桥被盐民游击队
打死那件事，多亏了这个女人，她
去天津一趟，一住半个月时间，结果，这
么大的一个事件，竟能不了了之。日本
投降以后，她也曾感到“孤独”“彷徨”，
一度沉浸在“麻将牌”中，自从联系上这
位“飞来”的特派员，她的精神又亢奋起
来，经过几次交往，如今……雷紫剑这
样想着，看着三姨太苦笑了一下，他大
步走到客厅门口，大声喊道：“刘副官！”
倒在沙发上的三姨太，被这叫声吓了一
跳，她忙直起腰来，就听到刘副官在对
门那间小屋里高声应着“有”，揉着一双
睡眼，急急忙忙走进客厅。三姨太急忙
欠身，把桌上正在响着的收音机关上，
她要听听雷紫剑做何吩咐。

雷紫剑沉着个脸，对站在面前的刘
副官说：“明天早晨，趁工人们下坨地干
活时，你把张伯符那个混蛋带到这里
来。”说到这里，他想起，这里离盐警队
的牢房相距太远，于是急忙改口说，
“不，把他带到大队部，我要亲自审理。”
刘副官答应着重复了一句：“是！带到
大队部！”三姨太听了，不知道这是为什
么，忙问：“何必这么急呢？”雷紫剑把头
摇了摇：“我要用张伯符这个混蛋，来搅
乱共产党在工人当中的影响，让那‘飞
来’的特派员，看看我雷紫剑绝不是那

种不顾大局的人。”说罢，两眼直盯着三姨
太，好像是想要听听她的意见。三姨太看
了看雷紫剑，点点头，抿着嘴笑了。

正在这时，客厅房门外有人喊了声：
“报告！”刘副官和三姨太同时一愣，天已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要来家里？雷紫剑
从声音里听清，这是小队长宗大头，于是
他忙唤：“进来。”房门一开，宗大头慌慌张
张地走进来，凑到雷紫剑近前：“报告大队
长，在街上发现了盐民游击队的布告。”雷
紫剑、三姨太和刘副官都是一惊：“什么！”
宗大头把手里的布告递过来，雷紫剑打
开一看，布告上用毛笔写着：“有逮住汉奸
盐警大队长雷紫剑者，赏给法币二分钱。”
落款：“盐民游击队。”雷紫剑看了一愣，忙
问：“你这是在哪里发现的？”宗大头说：
“在咱大队部门前，贴着捉拿严志诚布告
的旁边。”雷紫剑把眼一瞪：“你不是说在
街上发现的吗？”宗大头回答：“我上这儿
来的时候，发现凡是贴着盐警大队部布
告的地方，都贴了同样的布告，跟我来的
那两个弟兄，我已命令留在路上，揭！”

雷紫剑听后“啊”了一声，觉得事情
很严重，两眼无望地看着三姨太，好像是
在向她求救，可三姨太也被这“二分钱法
币”的布告吓呆了。

99 针锋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