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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与美术颜料厂达成战略合作

共促青少年健康成长

本报诸暨10月19日电（记者 苏娅辉）篮板球
34：50，助攻22：39，抢断7：12，快攻得分15：23，失误
又是高达21次，天津先行者男篮以94：122不敌深圳
男篮。本赛季首次出场的田雨拿到全队最高的20
分，成为唯一的亮点。
贺希宁6记三分球、顾全8记三分球，深圳队外

线19记三分球基本已经杀死比赛。张兆旭腰伤继
续缺阵未出现在场地，天津队在内线同样失守，无
法保护篮板球，给了对手二次得分机会。第三节还
剩3分钟时的一次暂停，主教练凯撒气得甚至摔了
战术板。第四节深圳队大部分时间以年轻球员主
打的情况下，天津队依然未能扭转局势，最终以94：
122告负。
深圳队赵义明出生于2000年、卢鹏羽出生于2001

年、武子涵出生于2003年、孙浩钦出生于2003年，当这
些“00后”已经开始在场上全面锻炼，并接连拿下高分
的时刻，天津队上场阵容最年轻的是出生于1999年的
林庭谦，也就不难看出两队的差距了。

“对我们来说，今天不是美好的
一天，特别是对我个人而言，更是如
此，我感到非常抱歉。假期后很快
又要见面了，让我们一起努力，在最
后 8场比赛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是津门虎队输掉与大连人队的那
场足协杯“16 进 8”决赛后，荷兰籍
外援维吉诺维奇发在球队微信群中
的一段话，表达了他个人的沮丧、歉
意，以及仍然没有失去的信心。
作为一名职业球员，维吉诺维

奇肯定对比赛状况、个人表现有着
清楚的认识，包括很清楚外界对他
的评价。后续球队对他的使用，以

及他个人在体能、配合度、作用发挥
等方面还有多大的提升空间，所有
人都拭目以待。

昨天傍晚，津门虎队大队人马乘
机返回天津，有些家不在天津的教
练、队员从大连直接回家，23日再向
球队报到。其实带着郁闷的心情开
启假期的，何止维吉诺维奇一个人，
平时训练的内容和状态完全没有在
这场比赛中发挥出来，是全队复盘比
赛普遍的认知，甚至大家将这一战、
自我定义成了“发挥失常的比赛”。
赛后主动揽责的主教练于根伟承认
比赛中正常发挥的队员还没到半数，

假期结束后需要做好细节方面的总结，
用联赛第二阶段比赛开始前的5周时
间，进一步提高球队水平。
另外，外援卡达尔昨天在天津已经开

始独自训练，队伍放假几天，正是他“补
课”的关键时刻。于根伟曾开玩笑说，21
天的隔离，一名球员基本“武功尽废”，需
要从头调整自己，维吉诺维奇的身体和
体能到现在都还没调整好。从时间上推
算，球队23日收假，正好也是另一名外
援伊洛基结束在佛山21天的隔离返回天
津的日子，那一天，除了在国足的巴顿之
外，津门虎队的人员集齐了。

本报记者 顾颖

本报讯（记者 赵睿）经过短暂假
期放松调整，中国队18日下午重新投
入训练。中国足协正在积极推进世
预赛下月两个主场放在国内的工作，
据悉很快将有答案。

中国队在抵达苏州后休整3天，
以李铁为首的教练组作了一番深入
的总结。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队很
难在近期落实国际热身赛，为了检验
备战效果，教练组提出安排热身的申
请，部分中超俱乐部队有望与国家队
进行教学赛。虽然有消息称，教练组
认为目前这些队员够用，近期暂无补
招其他队员的打算，但有时候计划赶
不上变化，好在中国队有一份40人以

上的12强赛大名单，可随时调整参加集
训的队员。当然，教练组还要考虑新招
队员的状态是否与现在国家队队员在同
一个水平线上，所以在补充或调整人员
时持慎重态度，可以肯定的是，参加过前
4场比赛的队员仍是下月两场世预赛的
主力。
目前国内仍严格执行人员入境管理

规定，加之11月两场比赛能否在国内举
行有待官方确认，截至目前，效力于西班
牙人的武磊何时归队、在哪里归队尚没
有明确信息。中国足协一直积极推进
11月两个主场比赛放在国内进行的审
批工作，一旦获得有关部门批准，苏州将
是最有可能的举办地。

国足再集结 暂无“进补”打算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昨天，天
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与天津美术颜
料厂就开展青少年体育培训工作签
订协议，达成战略合作，从而掀开
了市体育局与渤海轻工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共同促进我市体育发展的
新篇章。
天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市体

育局直属国有企业，具备体育服务、咨
询、培训等相关资质，近年来通过一系
列实地调研、走进校园等活动，积极拓
展青少年体育培训业务。渤轻集团是
中国北方大型日用消费品生产基地，集
团旗下的天津美术颜料厂将与天津体
育发展有限公司在青少年体育培训上
深化合作，形成优势互补。

此次双方达成战略合作是探索
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的创新共享模
式。双方以整合资源为基础，以提升
青少年身体素质、提高青少年体育培
训行业水平为愿景，以培养青少年形
成终身体育习惯、推广科学运动知识
为使命，为促进我市青少年健康成长
携手并进。

天津男篮负于深圳

田雨赛季首秀成亮点

“彩韵陶魂”甘肃出土彩陶文物精品展亮相

领略彩陶魅力品味中华文明
■ 本报记者 刘茵 文并摄

为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周年，让市民近距离了解甘肃彩
陶文化，由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元
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甘肃省博
物馆主办，兰州市博物馆、甘南藏族
自治州博物馆、天水市麦积区博物
馆、会宁县博物馆协办的“彩韵陶魂”
甘肃出土彩陶文物精品展今日起亮
相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昨日记
者走进展厅，提前感受史前彩陶的独
特魅力。

甘肃彩陶文化

实证5000年中华文明史

丰富的彩陶是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
的重要特征，在史前先民对美的渴望和追
求中，以大地湾为代表的我国渭河流域的
先民成功生产出第一批彩陶，也是世界上
最早的彩陶之一，经仰韶、马家窑、齐家、
四坝、辛店、沙井等文化，一直延续了5000
多年，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彩陶发展史。

甘肃省5家博物馆

联手“奉上”59件（套）精品文物

此展分为初始、繁荣、鼎盛、余响
四个单元，共展出大地湾文化、仰韶文
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不同类型
的彩陶文物59件(套)，其中一级文物4
件，二级文物26件，三级文物21件，一
般文物8件。展品造型优美、纹样多变、

色彩缤纷，既有圆润饱满的陶壶、陶
罐，也不乏精致小巧的陶瓶与陶盆，
其中最具特色的当数器物繁缛多变
的图案纹饰，这些纹饰有的饱含着先
民对大自然深深的敬畏之情，有表达
先民对河流敬仰的水波纹、旋涡纹，
也有表达先民对神明崇拜的神人
纹，还有华丽典雅的锯齿纹、葫芦
纹、网格纹、菱格纹等，精美的器型
搭配丰富的纹饰，先民用智慧留下的
艺术珍品体现了对美的认知与感悟。

在展品中，记者看到了8000年前
先人们用过的红陶圈足碗，以及四坝
文化时期和齐家文化时期的代表性

文物——簇形盖彩陶罐、纹样繁复的太
阳纹双钩纹彩陶罐，它们充分展现了不
同时期不同文化类型彩陶的制作特点与
水平。据天妃宫遗址博物馆讲解员潘莹
介绍，此展甘肃省5家博物馆联手“奉
上”众多珍贵文物，有些文物是出土后首
次到外省展出，太阳纹双钩纹彩陶罐就
是其中一件，它距今3400—2800年，为
国家一级文物。陶罐口沿绘几何纹，上
腹绘小太阳纹，折腹处绘两道水波纹，双
耳间绘平行条纹。此器物保存较为完
整，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配套活动

让观众感受彩陶魅力

在几个月的展期中，元明清天妃宫
遗址博物馆结合本次彩陶展的内容，推
出一系列丰富多样的宣教活动。

在展厅入口处，记者看到，一个醒目
的邮筒静静“站”在地面上，邮筒旁边还
有一个小区域，这里有桌子、蒲团和背景
画。工作人员秦晓禾告诉记者：“这是此
次展览为观众特别设计的区域，观众
参观了展览，可在这里写下明信片寄
出，把感想和祝福分享给亲友。邮筒
上印有魏晋时期嘉峪关壁画墓出土的
画像砖上绘制的驿使图，清晰记载了
中国最早的邮驿形象。”记者还在现场看
到两台制陶机器，观众可在专业老师带
领下，亲自动手体验制陶工艺。

据悉，展期将持续至 2022 年 2 月
20日。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

文生）昨日，天津交响乐团“红色文艺
轻骑兵”小分队走进梅江富力小学、
南开敬业中北中学，将融汇讲解与演
奏的交响音乐会送到师生中间。
我市大中小学校园一直是天交进

基层演出的重要阵地之一。通过与市
区两级教育部门合作，天交的演奏家组
成“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以交响乐
队或室内乐队的形式深入校园，不但在
校园充分普及高雅艺术，也通过精选的
曲目为学生们提振爱国热情、陶冶情
操，促进校园美育建设。昨日的演出也
是西青区教育局主办的“高雅艺术进校
园”公益巡演活动。
昨日上午和下午，小分队分别走进

梅江富力小学、南开敬业中北中学。针
对中小学生的接受程度和身心特点，小
分队带来了一套包括《红旗颂》《茉莉

花》《大红枣送亲人》《钢铁洪流进行曲》
《春之声圆舞曲》等中外经典作品在内的
曲目。激情澎湃的音乐为师生们带来了
艺术的享受，也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了新中
国音乐作品的艺术成就。执棒两场演出
的天交常任指挥易娟子表示，走进校园演
出是乐团的重要工作之一，针对学生观
众，乐团在演奏曲目之余精心设计了古
典音乐知识讲解、乐器介绍和演示等环
节，将古典音乐的种子播撒在校园中。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日前，
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
馆）开设热门期刊阅览专架、推出
主题期刊展。
天图报刊借阅部挑选出集读

者欢迎度高、借阅频次高和复本
量高的特色期刊，将两馆区共计
60种期刊进行专架推介，集中资
源优势，打造精品文化服务。热
门期刊阅览专架所选期刊将紧
随读者阅读需求，定期作出动态
调整。

主题期刊展将展至11月20
日。文化中心馆区在二楼中文
期刊借阅区以“我的祖国我的
梦”主题，精选出7个类别40余种
期刊，内容涵盖党史党建、新闻
时事、风采人物以及祖国大好河
山和文史积淀等。
复康路馆区在C区三楼中文

报刊借阅室以“回望复兴路，共圆
中国梦”为主题，共展出期刊40种，第
一部分——图片里的中国，重点展示
我国地大物博的地理优势与漫溯千
秋的文化遗产；第二部分——故事
里的中国，重点展示我国底蕴深
厚的人文历史与脍炙人口的民
间故事；第三部分——行进中的
中国，重点展示我国当前日趋健
全的民主法治，日新月异的科技成
果，逐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更
加殷实的人民生活。

天交“轻骑兵”校园送音乐天图推出主题期刊展

维吉诺维奇向大家说“抱歉”

津门虎开启短暂假期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为满足市
民艺术欣赏需求，天津音乐厅儒熙艺
术馆在10月至12月准备了多场演出
和公益讲座活动 。

公益讲座全部免费开放，10月
30日将举办“古琴初探——如何欣
赏古琴音乐”讲座，11 月 20 日举办
“聆听人声之美——阿卡贝拉音乐”
讲座，11 月 27 日举办“昆剧《义侠

记·杀嫂》赏析及京昆技艺把子、刀花
特点”讲座。演出艺术门类丰富，包括
10月 22日吉他名家李质伟领衔的“志
伟吉他舞曲音乐会”、11月 13日的“聆
琴怀古——古琴专场音乐会”、12月12
日的“昆腔之义胆——昆曲演唱会”
等。儒熙艺术馆与天津音乐厅“和平
共享书吧”相连，可为市民带来丰富的
阅读和艺术体验。

音乐厅儒熙艺术馆推出公益讲座

比如在《可爱的中国》手稿的
第50页，方志敏将“神圣的民族斗
争”改成“神圣的民族革命战
争”。这说明，在撰写文稿的时
候，方志敏曾斟酌再三，并做了誊
写和细致的修改。

如今，当我们重读方志敏烈士狱中
撰写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时，他那
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之情，对于革命胜利
的憧憬，仍使人心灵震撼，情动肺腑。

方志敏牺牲后，他在狱中写下的手
稿被辗转送交党组织。那么，关于这两
篇手稿是怎样从壁垒森严的国民党监
狱中带出，并转送给党中央的呢？

中国国家博物馆就收藏有一封方
志敏托友人转交手稿的信件。这封信
中，方志敏说为防备国民党突然提他去
枪毙，已写了三封信：一封给党中央，一
封给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一封给鲁迅先
生，并分别做了标记。由此可知，方志
敏曾想托人通过鲁迅和宋庆龄的关系，
给党中央转送文稿。而通过一系列回
忆和考证，也确实证明方志敏曾数次从
狱中转出过手稿，并成功通过鲁迅和宋
庆龄的关系送交给党组织。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和背景，导致
当时有关亲历者和后来的研究者对这
一问题众说纷纭。在1951年影印出版
的方志敏手稿《可爱的中国》（删节版）
一书的《说明》中，负责处理手稿的冯雪
峰说，鲁迅于1935年末或1936年初收
到手稿，冯于1936年4月从鲁迅处收到

了手稿和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不过，后
来胡子婴撰写了《我接交〈可爱的中国〉手
稿的经过》一文，称她于1936年11月从一
个南昌监狱中释放的小官僚（胡逸民）手
中拿到了《可爱的中国》手稿，转交给了宋
庆龄，并由宋庆龄交给潘汉年，冯雪峰则
是从潘汉年处得到的手稿。

胡子婴的这一说法得到了胡逸民本
人的证实。胡逸民是国民党的一名官
员，方志敏入狱时他与方在同狱服刑，被
方志敏的革命精神所感化，多次为方志
敏提供帮助，方志敏也较为信任他，并在
临终之前把《可爱的中国》等文稿及部分
信件托付胡逸民带出监狱，转交党中
央。胡逸民最终也不负重托，将方志敏
烈士遗稿带出监狱并经宋庆龄、潘汉年、
冯雪峰等人之手辗转交与党中央。笔者
经查阅大量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后，赞
同此种说法。冯雪峰在影印了部分《可
爱的中国》手稿后，将原稿于1953年11
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拨交给中国革命博
物馆永久保存。

当我们今天再次吟诵方志敏的这些
不朽篇章，我们仍会为这位伟大的共产主
义战士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而肃
然起敬。

17 盐民游击队
（下部）

崔椿蕃 遗著

辗转交与党中央

《红楼梦》里出现最多的屏风
类型是围屏。第六回中出现一种
“玻璃炕屏”最为引人注目：“贾蓉
笑道：‘我父亲打发我来求婶子，说
上回老舅太太给婶子的那架玻璃
炕屏，明日请一个要紧的客，借了
略摆一摆就送过来。’凤姐道：‘说迟了一
日，昨儿已经给了人了。’贾蓉听着，嘻嘻
的笑着，在炕沿上半跪道：‘婶子若不借，
又说我不会说话了，又挨一顿好打呢。
婶子只当可怜侄儿罢。’凤姐笑道：‘也没
见你们，王家的东西都是好的不成？你
们那里放着那些好东西，只是看不见，偏
我的就是好的。’贾蓉笑道：‘那里有这个
好呢！只求开恩罢。’凤姐道：‘若碰一点
儿，你可仔细你的皮！’因命平儿拿了楼
房的钥匙，传几个妥当人抬去。贾蓉喜
的眉开眼笑，说：‘我亲自带了人拿去，别
由他们乱碰。’说着便起身出去了。”有的
《红楼梦》辞典将“玻璃炕屏”解释为“摆
在炕上或窗台上作为文玩点缀的一种
小型座屏”，这与小说的实际描述并不相
符。要“传几个妥当人抬去”的炕屏，足
见其体量非小，分量不轻。第七十一回
中，凤姐向贾母汇报：“共有十六家有围
屏，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可
知炕屏也是围屏的一种，只是
在围屏中尺寸不是最大的。
炕屏，应是在炕的里侧依墙摆
设的，因“请一个要紧的客”，
那时玻璃传入中国不久，属于
极昂贵的奢侈品，府中来了重

要客人，摆上一架高贵豪华的玻璃炕屏，也
是为了表达一种充分的尊重。
《红楼梦》对屏风的主要种类多有涉

及，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
息，对渲染故事场景、推动情节发展和塑
造人物形象也产生了重要作用。然而，伴
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今天的读者对《红
楼梦》中的屏风大多已不甚了解。因此，
对屏风的历史源流、文化内涵和收藏价值
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是很有必要
的。可喜的是，近年来学术界对屏风在
《红楼梦》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视，如
张德斌先生的《小屏闲放画帘垂》就是一
篇很有意义的文章。
《红楼梦》书中数十处写到的屏风，

是中国古代十分流行的家具陈设。它始
于商周，盛于明清，在世界家具工艺史上
占据显赫位置。长期以来，屏风不仅是
宫廷官府、富宅贵邸厅堂的实用之物和
装饰之物，也是备受推崇的收藏佳品。

中国古典屏风工艺精湛，因时代
不同而风格各异。
据著名家具研究鉴定专家

胡德生等先生考证研究，中国
屏风起源很早。古有“禹作屏”
之说，但无据可证。

2 玻璃炕屏

李海山蹿上沟埝，跟着把手向
战士们一挥，大步地冲向铁路。当
来到护路河，这里正是提前看好的
坍塌地段，严志诚和李海山冲在前
面，由于天冷地冻，人走在坍土和
淤泥上面毫无阻碍，爬上护路河的
河坡，前面就是铁路的路基了，战士们爬
上路基、爬过铁轨，再爬下路基。在过铁
轨的时候，李海山把耳朵贴近铁轨听了
听，耳边传来轻微的“哗哗”声，证明那轧
道车仍在远处轧道。李海山摸了一下
自己带着的地雷，真想把它埋在铁轨下
边，但严志诚已经指示，不要打草惊蛇，
所以李海山并没有埋雷，而是迅速地爬
下路基。月亮已经西沉，月色有些朦胧，
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黎明前的黑
暗。这一个小队的游击队战士，在严志
诚和李海山的率领下，冲破这黎明前的
黑暗，踏上了征程。

天亮以前，他们来到了离铁路十几
里路的一个村庄。这村子的外边有几
棵落了叶的柳树，村子里房屋不多，也
看不见炊烟，显得冷冷清清。严志诚对
李海山说：“天亮了，咱们就在这儿休息
吧。”李海山答应着停下了脚步，他站在
村口往村里望了望，这村子约摸也就有
二十几户人家，东西一条大街，街道的
南北盖着房子。严志诚、李海山带领着
战士们，就在各家的房檐下露天住宿，
没有去惊动村子里的人家。“喔喔”几声
鸡啼，一家房门里有人在活动，时间不
长，房门开了，从里面出来一个四五十

岁的中年男子，头戴一顶破毡帽，耳苫子
没有放下，一身青色的棉裤棉袄带着补
丁，手里提着粪箕子和粪杈子。李海山迎
上前去，含笑说：“老乡，你起得真早啊！”这
个人停住脚步，愣了：面前站着一个穿着
灰色军装、腰里别着手枪的当兵的，他
“啊”了一声，没有答出话来，等再仔细一
看，不仅自家门前有当兵的，这大道两旁
的房檐下边也坐了好多。

李海山见这人不答话只是愣着，于是
又说：“老乡，别怕，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这
个人上下打量着李海山：“人民的军队？”说
着，把粪箕子放在地上，转身要回屋里。李
海山忙上前一步，将这人拦住，说：“老乡，别
走啊，有话咱们慢慢说行吗？我们是第一
次到这儿来，还得求你帮忙。”这个人毫无
表情地说：“老总，有啥事你说吧。”李海山
说：“我们这军队可没有老总，只打算借你
的粪箕子和粪杈子使使。”这个人转过脸
来，面对着李海山，不知如何回答。李海山
说：“我们在村里要住一整天，怕走漏风声
让敌人知道，所以就不让乡亲们出村了，可
这样会使敌人怀疑，所以我们就替你们出
村拾一趟粪，好把敌人哄过去，你看这样行
吗？”这个人听罢，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他
一指地上的粪箕子：“你们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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