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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展示、打造舞台艺术青春力量

“舞台新星”复赛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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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记者获
悉，天津市第二届“舞台新星”青年优
秀人才评选活动复赛于10月25日正
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
部、市文旅局、市教委、海河传媒中
心、市文联、北方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首届“舞台新星”于去年举办，
为了继续助推更多舞台艺术新人新
秀崭露头角、成长成才，今年第二届
“舞台新星”打破体制、院团等方面
限制，增加高校报名通道设置了“舞
台新秀”评选。活动共吸引了来自
国有专业院团、民营表演团体、高校
等近 140名青年艺术人才报名。经
评审，94名选手进入复赛，涵盖戏曲、
曲艺、戏剧、器乐、声乐、舞蹈等六大

艺术门类。
此次活动积极开拓互联网资源，

复赛增加了短视频大赛和直播大赛
等线上环节。据介绍，从10月25日至
11月19日，选手通过个人抖音账号发
布个性化短视频内容并参与直播活
动，展示专业才艺与天津文化形象。
根据选手个人抖音账号粉丝新增量、
点赞量、评论量核算线上得分。北方
演艺集团融媒体中心通过官方网综
直播等形式为选手提供更多展示平
台，观众可关注“北方演艺集团”抖音
官方账号了解赛程进度，也可关注微
信小程序“小北剧场”，为选手点赞评
论积分。
集合线下专家的专业认可和线

上观众的口碑支持，预计将有60余名
选手晋级决赛。决赛拟定于12月中旬
举办，选手以现场表演的形式逐个展
示，接受评审专家和现场观众共同打
分。根据得分排名，最终分别评选出
天津市第二届“舞台新星”“舞台新秀”
荣誉获得者。
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舞台新星”

坚持以专业艺术素养为重点考察标准，
从选手艺术基本功、舞台表现力、作品理
解力、节目创新力等角度出发，挖掘、展
示舞台艺术的青春力量，为天津市舞台
艺术发展培养、积蓄青年人才，促进形成
人才涌现、精品迭出的新格局；也希望借
助“舞台新星”活动建立、完善一套“舞台
新星”培养机制。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日前，天
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带着300多册精选
图书来到蓟州区下营镇常州村，为村
里的农家书屋补充藏书，让村民不再
“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

近年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每年秋季都会精心筛选出适合农民
朋友阅读的科技、种植、医疗、保健
等实用性极强的图书，为村民送上
精神食粮。此次送书前专门了解了
常州村的经济情况及村民的知识水
平，特意精选了富有特色的棋牌类
图书，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为
改变以往送书下乡“热热闹闹来，悄
无声息去”的状况，科技社不仅在图
书品类筛选方面下功夫，还邀请《长
寿》杂志主编梁旭为村民带来养生
保健讲座。听了专家耐心细致的讲

解，村民们表示：“过去虽然大概知道
自己一些饮食、生活习惯不好，但是没
有认真了解过这些坏习惯的危害有这
么大。通过和专家面对面的交流，提
高了养生、保健意识。”
每年的农村书屋共建活动，受益

的不仅是村民，对编辑们来说，也是一
次难得调研读者的机会。无论是现场
村民对捐赠图书的评价，还是农家书
屋对图书内容、质量的反馈，都为出版
社的图书策划提供了十分接地气的意
见和建议。该社相关负责人说：“过去
赠书时，我们挑选书目往往从自身出
版特色出发，现在我们改变了思路，从
受众群体的整体需求出发，选出切合
读者实际需求的好书，让读者真正在
阅读中受益，通过阅读解决生活中遇
到的实际问题。”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走进蓟州区常州村

下乡送书 让阅读更温暖
本报讯（记者 张钢）日前，黄晓

明、闫妮、涂们、阚清子等主演的电影
《最后的真相》发布“谜底”版角色海
报，该片定档12月3日全国上映，作为
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庭审题材影片，将
打响贺岁档类型片头炮。

该片讲述落魄律师丁义峰接到
一桩证据确凿的“铁案”，决心以“无
罪辩护”东山再起，然而嫌疑人金喜
妹竟一心求死。作为一部以律师为
主角的悬疑犯罪片，影片通过丁义峰
的调查、辩护一步步展开案情，带领
观众探究真相。

黄晓明不仅是该片主演，还担任
影片监制，他透露：“我与闫妮演对手
戏时，她的每个眼神都让我震动；涂
们老师像个可爱的老顽童，与片中角
色反差极大；阚清子饰演的公诉人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有很多激烈
的庭审交锋戏。这部电影是大家很
少看到的类型电影，为更好诠释角色
形象，我也希望自己扮演的落魄律师
有所突破。”

本报讯（记者 张帆）日前，一场
为孩子们专设的“红色故事我来讲，
童心画传承”沉浸式创想美术体验活
动在市群艺馆举行。此项活动由市
文旅局主办，是“童心向党”天津市第
五届“你好，天真”少儿创意美术系列
活动中的第三场主题活动。
活动选取红色经典电影《智取威

虎山》场景片段为背景，让孩子们进
行前期的绘画创作，再利用传统绘画
艺术与虚拟技术相结合的全新互动
体验模式，经过特殊场景设计，穿上
剧中服装穿越到自己的画作中，在专
业演员带动下进行表演，对孩子们进
行了一场生动的红色教育。

日前，天津交响乐团乐高木管五重奏组在天津音乐厅举办了《我和我的祖国》

木管重奏独奏音乐会，为观众奏响了一套精心编排的中国曲目。既有出自《红色

娘子军》《白毛女》等经典戏剧的《快乐的女战士》《过年》，也有富于民族风情的《瑶

族舞曲》《鸿雁》，还有抒发爱国情怀的《我和我的祖国》等。

本报记者 翟志鹏 姚文生 摄影报道

木管重奏独奏音乐会奏响爱国经典
创意美术讲述红色故事

《最后的真相》将开启贺岁档

官宣张世琦加盟补强副攻线

天津女排晋级全锦赛四强

本报诸暨10月26日电（记者 苏

娅辉）与浙江队一战后，天津先行者
男篮迎来了难得的两天调整期，多了
一些备战下一轮对阵四川队比赛的
时间。另一个好消息是，张兆旭随队
训练，有望在与四川队一战中登场，
以补充天津队内线不足。
今天下午的场地训练中，球队

强化了攻防训练，三人一组往返跑
动投篮中，主教练张德贵提醒队员
注意篮板球的保护。28日 11时，天
津队将迎战四川队。除张兆旭即将
复出外，天津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
比对手多一天调整时间。张德贵表
示：“上午观看技术录像，分析问题
出在哪里。给队员减压，要放松心
态。四川队状态不错，我们要摆正
位置，立足于拼。”
即将复出的张兆旭表示：“现在就

是一心想赶紧把腰康复好，以最好的状
态迎接比赛。今天训练打下来，感觉腰
还是不太能使上力气。希望在比赛中
不要再加重伤病，在场上能把歇赛期和
大家合练的东西展现出来。”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在经历了一
天的官方休赛日后，2021年全国女排锦
标赛昨天在广东江门重燃战火，1/4决
赛争夺中，天津女排兵不血刃，以3：0力
克北京队，顺利晋级四强，将在半决赛
中对阵上海队，另一场半决赛将在江苏
队和山东队之间展开。此外，天津女排
昨天还通过官方社交平台宣布，原八一
女排副攻张世琦正式加盟球队，将随队
征战本赛季排超联赛。
比赛伊始，北京队就凭借具有针

对性的发球有效遏制住了天津队的
快攻战术，天津队两位年轻主攻陈博
雅、刘美君承受着巨大得分压力，状
态略有起伏。不过整体来看，天津队
把握关键分的能力更胜一筹，三局比
赛局末阶段都展现出顽强的斗志，从

而以25：22、26：24和25：23击败北京
队，陈博雅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0分。
天津队代主帅曹阳表示：“虽然是3：0
获胜，但比赛的过程还是很胶着。北
京队的发球位置比较明确，都发在我
们二号位前区，破坏了我们的战术进

攻，然后重点去抓我们两个主攻的拦
网。陈博雅和刘美君都比较年轻，前两
局失误偏多，直到比赛后半程才打出自
己的节奏。”
为备战排超联赛，天津队昨天在官

方社交平台上发文：“欢迎张世琦来到排
球之城，排超联赛等你来秀”。从此前天
津女排的人员配置上看，副攻位置虽然
有国手王媛媛，但她的对角一直没有合
适人选，王宁年龄偏大且有伤病；李雅楠
身高不足，在网口较为吃亏；刚刚从青年
队升入一队的夏思佳经验不足，很多背
飞、背快等战术球还难以驾驭，因此张世
琦的加盟正好弥补了天津队的短板，她
的身高和技战术上都有一定实力，可以
和王媛媛联袂成为“双塔”，唯一不足的
是小球技术还有待强化。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昨天，2021
年全国男排锦标赛结束了小组赛第
四轮争夺，身处B组的天津男排以3：0
击败四川队，赢得小组赛两连胜的同
时，提前一轮晋级八强。
在上一轮击败辽宁队后，天津队本

场继续采用以老带新的首发阵容，队长
袁党毅与薛智鸿联手主攻线，副攻组合

是马尉轩、张昕宇，接应罗壮，二传沙义
杰，徐朋出任自由人。整场比赛，天津
队虽然在第二局遭遇到对手的一定挑
战，但全队还是顶住了压力，以25：16、
25：23和25：17直落三局，击败四川队。

担任天津队本次比赛主帅的赵高扬
总结道：“袁党毅和罗壮这场比赛的进攻
比较出色，年轻队员薛智鸿在一传环节
也顶住了对手的冲击，马尉轩的拦网发
挥在比赛后半段也是不错的。”

昨天，中超联赛官方微博发布了
“足球网络游戏版”的中超球员防守
能力值排行榜，在这个以真实统计数
据为依据的排行榜中，津门虎队外援
卡达尔名列前茅。这也能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在津门虎这支相当于本赛
季重建的队伍中，卡达尔作为后防线
中坚的重要性和所起的作用，也能解
释，为什么卡达尔回匈牙利休假，津
门虎的球迷们总是有一丝不安，直到
他归来，心才放下。
卡达尔已经返回天津一周多的时

间，基本能够参与到球队的合练，因为
他的归来，荷兰外援维吉诺维奇在队里
也像是多了半个老乡。自从23日收假
后，津门虎队的训练安排比较密集，一
天两练的频率很高，不过后续是否安排
热身赛还没有确定，毕竟目前足协杯赛
还在进行中，7支中超球队还在大连赛
区，联系安排比赛都受到一些影响。
其实其他很多中超球队，眼下的处

境或者说状态，和津门虎队是差不多
的，一方面在为联赛既定的赛程，也就
是12月1日开始第二阶段比赛做准备；
另一方面，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12强赛，国足11月的两个主场比赛，由于
防疫的原因，看情形越来越像是还要去西
亚的“第三方”完成，也导致国脚们再归
来，以及结束“14+7”总共21天隔离之后，
时间远在12月1日之后，联赛到底因此面
临怎样的改变，目前还没有定论，大家只
能在忐忑中高度关注。
中超联赛官方微博最近一直保持

着很高的更新频率，发布各种数据统
计、排行榜和动态信息，像是一切如常，
然而昨天，河北足球俱乐部一纸通知，宣
布俱乐部和球队停工放假了，球员们在
个人自媒体发布的各种加油鼓劲和敦促
工作推进的声音，也显得特别苍白无
力。包括河北队、广州队在内的几支球
队，今年都走到了“性命攸关”的十字路
口，他们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是如何推进
股权改革，也可以说是怎样才能找一
条路继续活下去。站在一个更高的高
度看，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何止是几家
俱乐部有问题，共性的问题和个性的
问题交织，打击的几乎是全行业，也许
多年以后回头看，目前这个时间关口，是
中国足球最艰难的时刻，或者说正开始
一段最艰难的时光。 本报记者 顾颖

张兆旭有望登场补充内线实力

战四川天津立足于拼

天津男排提前晋级全锦赛八强

诸多变故来袭 中超球队有点儿烦

自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后，
毛泽东一直与陕北人民同甘苦、共患
难，与陕北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毛泽东之所以能率领中共中央把敌
人搞得精疲力竭并不断消灭，最根
本的原因就是人民群众的倾力支
持。陕北历来不是富足的产粮区，再加
上2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抢劫糟蹋，老百
姓多半已揭不开锅。但他们却把仅有的
一点粮食都送给了解放军部队，甚至连
地里没成熟的粮食也抢收回来支援前
线。陕北人民自觉担当起共产党军队的
耳朵、眼睛，自觉为军队保守秘密，保护
中央领导的安全。这就是毛泽东“用一个
延安换取全中国”这样坚定自信的力量
之源。毛泽东曾多次感慨说，共产党什么
都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只要有了人民
的支持，我们就能战胜一切敌人，克服
一切困难。

在行军中，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风
雨夜行；与战友们一同挤在黑漆漆充满
酸菜味的窑洞里办公，撑起布搭帐篷，点
着油灯查看地图，布置战斗……整整1
年零5天，率领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
机关以及4个半连队的警卫部队，栉风
沐雨，转战于陕北的沟壑之间，这种率先
垂范、亲临战场、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
伟大革命精神，对鼓舞各解放区军民的
斗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进而夺
取全国胜利，起了重大的激励作用。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
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来到吴堡县川口

村南的园则塔渡口。马上就要过黄河了，
毛泽东表情凝重，面河而立，向着河西，向
着他生活和战斗了13个春秋的陕北高原，
动情地说：“陕北人民对革命作出了很大贡
献，我们是忘不了的。”毛泽东离开了陕北，
踏上了迎接新的胜利的征途。

1个月后——1948年4月21日，被敌人
占领了1年1个月的延安，重新回到了人民
的怀抱。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在毛泽东、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身边担负拍摄工作的
侯波及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将这双布鞋捐
献给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现中国国家
博物馆），为我们保留下中共中央转战陕北
的重要见证。

党中央、毛泽东等转战陕北的一年多
时间里，虽然条件艰苦，但基本上一路平安
无事。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个
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
背。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
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
到坚如磐石。历史证明，坚如磐石的军政军
民团结，永远是我们党取得革命、建设和发
展的政治优势；人心向背、不忘初心，永远
是推动党和军队建设、改革、发展的力量源
泉；民众拥护、百姓支持，永远是克服一切
困难、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重要法宝。

24 重要见证

上海这件清代早期制作的黄
花梨大座屏站牙两侧均饰浮雕，与
整体雕饰相配。两立柱间榫接横
枨三根，中枨与下枨中间由一立柱
中分二框；上枨与中枨由二立柱分
为三框，中框大于两侧框；五框内均
装设透雕螭纹绦环板，工精艺秀，剔透灵
动。底枨下前后装八字形壸门披水牙，
浮雕双螭对戏，生动传神。牙子两侧角
起回纹阳线对称，清制色彩较为明显。
屏框以边抹攒接做框，框内再做子框隔
出屏心。子框两竖枨与大边相榫接，内横
枨则与两竖枨榫接。屏框与子框间上下
各以二柱各间三小框，左右亦二横枨各
间三小框。上下左右各六小框，正好寓合
六六大顺之意。十二框内均安透雕螭纹
绦环板。屏框插入立柱两侧凹槽，座屏稳
如泰山，气势雄伟。屏心为大理石。
这件清代早期黄花梨大座屏置地

高大宽广，造型典雅大方，从中也可了解
座屏和插屏的结构特点。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紫檀雕

云龙纹嵌玉石座屏，堪称清代屏风的典
型代表。这件大型座屏由五扇组成，长
4米，高3米，通体用紫檀木制作，在工艺
上集雕刻、镶嵌和彩绘于一体。屏风每
扇用横木分割成四块。正中
一扇上下做高浮雕正面龙，龙
头起昂，冲发舞爪，显示了其
强悍威猛之貌。两旁屏扇上
下均做相向侧面龙，昂首鼓
腹，风车形爪，刚劲有力。龙

身周围密布云纹，做高浮雕，突出了龙体在
云雾缭绕中的升腾之势。该屏正面中段为
黑漆地嵌玉石杂件，使用了玛瑙、珊瑚、绿
松石、金星石、祥南石、色玉和鸡翅木等名
贵材料，以其不同的颜色组成玉米、梅花、
菊花、湖石、博古以及各色瓜果图案。成对
的喜鹊，或飞翔花间，或伫立枝头。整个画
面艳丽夺目，生机勃勃。这座屏风的背面
也有装饰，每扇上下尽做形体饱满的地滚
云，以高浮雕技法表现其一泻千里、滚滚而
来的壮阔场面。该屏还以建筑结构中的须
弥座形式做底座，上用莲瓣图案做边饰，由
于用材宽绰，线条挺拔，造型庄重，从而使
屏扇与屏座之间的结合处融为一体，体现
了屏风自身结构的科学性及和谐美。
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件象征王权统治

的皇宫座屏，是清代家具中的大器，其宏大
气度和精湛工艺，充分显示了皇家独特的
审美情趣。
《红楼梦》第十七、十八回中，写到“桌

屏”：“说着，引人进入房内……且
满墙满壁，皆系随依古董玩器之
形抠成的槽子。诸如琴、剑、悬
瓶、桌屏之类，虽悬于壁，却都是
与壁相平的。众人都赞：‘好精致
想头！难为怎么想来！’”

9 皇宫座屏是大器

敌人的枪声停止了。严志诚
忙命令队伍往外撤，但他心里惦记
着张小虎等同志的安全。就在这
时，又听得“轰”的一声巨响，这声
响不亚于炸掉油罐的声音。严志
诚顺着这巨响扭头一看，就见在正
北方向，那圆顶的房子升起冲天浓烟，敌
人的军火库爆炸了！严志诚忙回头对战
士们喊：“快，撤！”军火爆炸是会连炸的。
一个战士伸手往前一指：“队长，你看！”严
志诚扭头一看，可了不得了，就见在不远
的草地上，有三团火球在滚动，跟着那枯
草也烧着了，严志诚急忙奔过去，后面的
几个同志也跑了上来。草地上那三团火
终于灭了，严志诚他们赶到一看，正是张
小虎和他的战友，他们的衣服都被烧焦
了，已经不省人事。严志诚急忙命令将烧
伤的战士背起来，往飞机场外猛冲……

严志诚他们回到黄须堡的当天晚
上，政委杨洪海也赶回来了，他是协助
董满仓小队，去进攻沿海几处盐警队据
点，虚张声势地闹了一宿，把三水镇盐
区搅了个鸡犬不宁。当他们看到硝坨
子据点起火的时候，知道是田冬生和张
大妈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正当他们高兴
的时候，猛见正北方向，随着两声巨响，
升起了两股浓烟，跟着就变成了烈火。
这让杨洪海感到莫名其妙，根据方向判
断，这起火的地方正是飞机场，可根据
时间来看，距原来的计划还差一宿。杨
洪海知道其中有事，所以在第二小队撤
出阵地后，便骑马往回赶，到天晚时回

到了黄须堡，这才知道，严志诚他们提前
一宿袭击了飞机场，炊事班长满仓的父
亲，我们的老董大爷英勇牺牲了，还有几
个同志身亡，被烈火烧成重伤的张小虎等
人，已经送往根据地医院救治。

月儿升得比较晚了，在黄须堡村头的
大庙正殿，点着一盏明亮的油灯，地上有一
个烧炭的火盆，里边正闪闪地冒着红火。
杨洪海、严志诚、田冬生、李海山等人，围坐
在一起谈着这场战斗经过，最后将焦点集
中在了那两声枪响上。李海山讲了战斗的
详细过程：“冲过电网之后，我带一个班奔
向机场当中的房屋，老董大爷那个班向着
被烧着的军火库，刚刚爬出去不远，从我身
后就响起两声了，接着敌人的火力就朝我
们压了过来。当时情况是相当危急，地上
又没有掩体，眼看着董大爷他们就不动了，
董大爷受伤了！”杨洪海问：“后来呢？”李海
山眼里汪着泪花：“就见董大爷猛地站起
来，怀里抱着个地雷，踉跄地往前扑过去，
把敌人的军火库炸了……”

屋里，小油灯的火苗剧烈跳动，火盆里
发出“啪啪”的响声，每个人的心都伴着火苗
的响声在跳动。怀念老董大爷，使人更加痛
恨那两声枪响，这两枪究竟是谁打的呢？难
道说敌人已经潜伏到我们的队伍里？

110 两声枪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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