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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昨日，根据韩国同
名作品改编的音乐剧《也许美好结局》在天津大剧院歌剧厅
上演。

该剧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不久的未来的故事，奥利弗与克
莱尔是两个与人类高度相似的机器人，他们被人类抛弃，各
自过着寂寞的生活，一次偶然相遇让他们一起开启了旅程，
两个机器人在相处中学会了人类的情感，产生了爱情与悲
伤。该剧相比韩国原版进行了大量本土化的改编，使观众可
以更加感同身受地走进整个故事，剧中的歌曲优美动听，结
合剧情蕴含着不同的情感。今日该剧还将再演一场。

本报讯（记者 张帆）2021年第二届荣
大花卉葫芦文化艺术节今日开幕。本届葫
芦文化艺术节将集中展示葫芦文化产业的
新发展、新成就，为葫芦爱好者和从业者
的交流提供新渠道。

本届葫芦文化艺术节会聚了葫芦种植
户、葫芦加工户、葫芦工艺美术大师、葫芦文
化研究学者、葫芦产业发展相关企业及部分
地区葫芦文化协会的代表。据了解，本届葫
芦节将以精品葫芦展、葫芦工艺品展等形式推
广葫芦产业项目，传承传播葫芦文化。

本报讯（记者 张帆）昨天，由市群艺馆、市美协联合主办
的“描绘时代画卷 开创美好未来”中国画、油画精品展在市
群艺馆美术馆开幕。

市群艺馆重视青年美术干部培养，与市美协联手打造了
展示我市美术人才创作水平、繁荣美术创作的广阔平台，使
我市美术创作队伍逐渐壮大，他们深入生活、贴近实际，关注
社会与现实，孜孜不倦地进行艺术实践和探索，不断提高自
身艺术水准和素养，创作出一批反映时代风貌的精品力作。

此次展出的中国画、油画精品不仅讴歌伟大祖国繁荣兴
盛、描绘人民幸福生活，同时又各具鲜明的艺术特征。展览
展期将持续至本月24日。

本报讯（记者 张钢）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3年出品的
经典动画片《天书奇谭》经过精心修复，昨起以4K版形式在全
国上映。

该片讲述了少年蛋生与三只狐妖斗智斗勇，历经磨难，
夺回天书，最终习得天书法术、造福百姓的故事，用大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传递惩恶扬善的主旨。上世纪50年代，上海美
术电影制片厂厂长特伟提出，中国动画要“探民族风格之
路”，并指出动画创作过程中需遵循“奇趣美”要求，在“不模
仿别人，不重复自己”的创作法则下，1961年至1964年，万籁
鸣、唐澄联合执导了第一部影院动画长片《大闹天宫》（上下
集）；第二部是197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而摄制的
《哪吒闹海》；第三部就是《天书奇谭》。

该片导演钱运达表示，当年这部动画长片的绘制过程充
满艰辛，画师们用掐秒表对口型的方式判定角色台词所需时
间，以便绘画出角色相应的嘴型。为达到大银幕观看需求，
新片经历了漫长的整体修复及数字化过程，首先对底片进行
整理，通过超声波水洗清洁，再扫描至硬盘；然后进入颜色校
正、逐帧修复、声音扫描及修复阶段；最后进行声画合成。北
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陈廖宇表示，上美影秉承保护与
传承民族文化的初衷，对原片进行4K超高清画面及声音修
复，用数字化技术使影片焕发出全新生命力，修复的不仅是
老胶片，更是一段瑰丽历史和宝贵记忆。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今年恰逢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作为
宋代文坛、政坛“巨人三传”收官之作，《苏
轼传》《欧阳修传》作者崔铭耗时7年创作
的新书《王安石传》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
版。该书获得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宋史权
威学者王水照推荐，开售一周即登上当当
新书热卖榜传记类第一名。

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崔铭至今记
得当年在复旦读博时在导师王水照家看
到天津人民出版社“诗意人生丛书”约稿
合同的情形，“先生送给我他选注的《苏轼
选集》，邀我跟他合著《苏轼传》。那天是
1997年7月24日。从此，我便跟着先生的
足迹走近苏轼、走近‘苏门’、走近天水一
朝的诸多往圣先贤……”

2000年年底，天津人民出版社再次约
稿《欧阳修传》。崔铭说，“欧阳修是苏轼
的恩师，从‘欧门’到‘苏门’，不仅保持着
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和一贯性，而且是北宋

文学高潮的集中表现。欧、苏二人都是统摄
兼擅各个文化领域的综合性人才，是北宋文
化高度发达繁荣的结晶和代表。苏轼的全
才特征导源于欧阳修，欧阳修才是北宋文化
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
文化巨星。”
虽然政治立场不同，但苏轼对王安石评

价极高。王安石是权倾一时的政治家，更是
流芳千古的文学家，崔铭试图抛开固有的观
念，从王安石的全部作品入手，从最原始的
文献入手，通过对王安石心灵世界的体认和
理解，结合对他同时代人与他的多层次互动
的考察，展现出颇具特色的熙宁变法改制图
景，凸显出一个抖落掉污染、误解和扭曲的
政治改革家形象，还原一个真实鲜活、有血
有肉的王安石。
《苏轼传》着重的是智者在苦难中的超

越，《欧阳修传》聚焦的是达者在纷争中的
坚持，《王安石传》再现的就是勇者在激流
中的进退。在崔铭心中，“苏轼是智者，一
切境遇皆能从容应对，因此《苏轼传》越写

越欢喜，欢喜中充满了感动；欧阳修是达
者，但在世事纷扰、疾病侵凌下，仍难敌生
命的虚无，因此《欧阳修传》越写越感伤，感
伤中充满了敬意；王安石是勇者，世罕其
匹，因此《王安石传》越写越崇敬，崇敬中充
满无尽的心疼。”如果可以选择，崔铭希望
成为“东坡的朋友、欧公的弟子、半山居士
的兄弟姐妹”。

崔铭在创作时穷尽了最原始文献，跟踪
传主的人生轨迹，每件事都有出处，每处引诗
都有考证，每个故事都有来源，以严谨的考
据，抖落掉历史的尘埃，以深厚的学问功
底，靠近伟大灵魂，这也是宋代文坛、政坛
“巨人三传”受欢迎的原因。崔铭透露，在
创作中坚持了两个原则，即遵循“无一‘事’
无来历”的“信史”宗旨，却不主张“无一
‘字’无来历”，“也就是说，既追求叙事的文
献根据，而又允许适度的想象和推演。同
时注意传主的文学创作介绍，采取类似‘以
译代注’的方式予以阐释，把自己对文本的理
解和体悟与读者交流。”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
昨日，作为天津交响乐团2021—2022音乐
季的第二场演出，由著名指挥家刘沙执
棒、天交演奏的“肖斯塔科维奇名著交响
音乐会”在天津音乐厅上演。

肖斯塔科维奇生于圣彼得堡，是20
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被中国乐迷
亲切地称为“老肖”。他一生创作了大
量优秀音乐作品，体裁遍布交响曲、协
奏曲、室内乐、歌剧、电影音乐等，其中
的15首交响曲是20世纪古典音乐的重
要文献。他的作品以现实主义为主要
特色，用音乐记录和反映对时代和社会
的思考，在创作技法上也有许多革新之
处。从打磨艺术水平和观众的需求出
发，指挥家刘沙与天交共同确定了本场
以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为主题的音乐会。

刘沙是当今活跃的“两栖指挥”之

一，本场音乐会是他与天交继2018年之后
的再度合作。音乐会采取了一首序曲、一
首协奏曲、一首交响曲的经典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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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2首曲子，音乐
从人物的内心活动出发，真正体现出人的情
感，引发了观众共鸣。
《c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一首很

有特色的作品，主角不仅有钢琴，还有一
支小号，演奏家们用这两件乐器展开了
精彩的“对话”，将作品的特色与室内乐
的魅力演绎得淋漓尽致。音乐会的重磅
曲目是肖斯塔科维奇《降E大调第九交
响曲》，这首作于 1945 年的作品寄托了
作曲家复杂的情感，刘沙执棒下的乐队
不但展现了作曲家在技法上的老道纯
熟，也将作品的情绪演绎得张弛有度、细
腻柔和。

天津茱莉亚学院和天津大剧院共同主办

第三届天津室内乐音乐节开幕

中国画、油画精品展开幕

精品画作描绘时代风貌

天津交响乐团2021—2022音乐季演出

“老肖”名作奉献乐迷

宋代文坛、政坛“巨人三传”收官之作《王安石传》出版

用最原始文献还原王安石

《天书奇谭》修复版上映

数字技术让老动画焕新

音乐剧《也许美好结局》上演

生动展现机器人之恋
第二届葫芦文化节开幕

“东篱秋兴”书画展举办

本报讯（记者 万红 翟志鹏）昨日，由
天津茱莉亚学院和天津大剧院共同主办
的2021年第三届天津室内乐音乐节正式
开幕。随后，预计将有6场室内乐音乐会
分别在天津大剧院及天津茱莉亚学院上
演，众多国内外杰出音乐家、乐团将带领
乐迷共同领略室内乐之美。这也是天津
室内乐音乐节首次将舞台从剧院延伸到
学院，实现津城与滨城联动，更好地丰富
市民乃至周边群众的文化生活。
天津茱莉亚学院艺术总监兼学术院

长何为介绍，本次音乐节从11月5日持续
至21日，其中由天津茱莉亚学院常驻教师

组建的天津茱莉亚室内乐团将演出开、闭
幕两场音乐会。在昨晚举行的开幕音乐
会上，作为室内乐团成员的学院常驻四重
奏——上海四重奏，就为观众呈献了贝多
芬的经典作品。在11月21日的闭幕音乐
会上，天津茱莉亚室内乐团还将与国内知
名艺术家合作，带来“艺术歌曲之夜”。此
外，天津茱莉亚学院师生还将在11月19日
于天津茱莉亚学院音乐厅上演一场合作
音乐会。
2019年11月天津茱莉亚学院就携手

天津大剧院成功举办了首届天津室内乐
音乐节，将国内众多室内乐爱好者的目光

吸引到了天津。在以往的两届音乐节中，天
津茱莉亚室内乐团、茱莉亚弦乐四重奏、德
国慕尼黑室内乐团以及来自天津、上海等地
的职业室内乐团都带来了精彩演出。同时，
天津茱莉亚学院还特别策划了大师班、公开
排练、室内乐论坛等活动，让观众能够更加
深入了解室内乐艺术。
“天津大剧院和我们共同主办的室内乐

音乐节，是一个商业演出机构与学术机构的
合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天津大剧院可以
上演一些比较宏大的曲目，而在我们学校就
考虑进行较小编制的室内乐演出，再加上讲
座等活动，就为这次音乐节带来了更多元化

的可能。我们双方都希望能为热爱艺术的人
们提供一个欣赏高水准室内乐的平台，也将
这颗艺术的种子播撒到每一位观众心中。”何
为说。
何为表示：“艺术是跨越国界、沟通民心

的桥梁，学院一直致力于合奏艺术的教学与
演出。可以说，今年我们全年的计划都在积
极推进。明年1月学院还将举办第二届汇聚
音乐节。今后，我们还会跟更多国内外音乐
机构开展合作，因为天津茱莉亚学院本身就
是一个国际化的平台，我们希望成为一个窗
口，让世界通过天津了解中国，也把天津通过
这个窗口展现给世界。”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日前，由天津花卉
产业协会、水上公园管理处、今晚大家书画
艺术院联袂主办的“东篱秋兴——书画名家
作品邀请展”在水上公园天津盆景园展出。

我市著名书法家和花鸟画家霍春阳、
王之海、郭书仁、唐云来、韩嘉祥、姚景卿、
史振岭、张枕石、张宇等推出精心之作。
书画展作品皆以菊为题，传情达意于诗书
画之中，与园内盛开的菊花意象相交，相
映成趣。此次展览展至本月15日。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批
1977年高考准考证，这些准考证
来自全国各地，均为纸质，尺寸大
小不一，形式多种多样。与今天那
些设计精美的准考证相比，它们的
式样、印刷和制作都很简陋，只包
含了考生照片和一些必要的信息。以
一张北京市准考证为例，纵13.5厘米，
横9.7厘米。正面上方印有“北京市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准考证”字样，中
间是考生姓名、报名号、报考科类、县
（区）、考试地点等栏目，以手填或盖印
相关信息。最下面是考试科目及时间
表，规定12月10日到12日分上下午进
行考试，科目依次为政治、史地（文）或
理化（理）、数学、语文、外语（加试）。准
考证右上角填写有“第二考场”，考生黑
白照片上盖有当地招生办公室的圆形
红色印章。背面印有考试注意事项。

这张准考证的主人名叫刘学红，
1975年她高中毕业的时候，中国停废
高考已经快十年了。那些年，“知识越
多越反动”的论调甚嚣尘上，教育特别
是高等教育受到了致命性的破坏。中
学毕业生的出路多数是上山下乡、插
队落户，少数人应征入伍，或到工厂当
工人。直到1970年，几所大学才开始
试点招生，但招生对象仅限于具有两
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兵，即工农兵
大学生。1972年，大部分高校恢复招
生工作，仍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

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上大
学对于大多数青年来说，还是个遥不可
及的梦想。由于缺乏公平竞争和刚性标
准，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水平差异
很大，达不到选拔人才的目的。1973年
也曾一度恢复文化考试，辽宁省兴城县
知青张铁生在考试中交了白卷，却在试
卷背面写了一封为自己极力辩解的信。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借此“白卷事件”大
加煽动，在全国又掀起了一股否定大学
入学文化考查、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
当年的文化考试全部作废，此后高校招
生继续实行群众推荐的方式。

被时代裹挟着的刘学红，高中毕业后
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1976年3
月，她来到北京市密云县高岭公社四大队
插队。最初，她满怀憧憬，幻想着凭借自
己的热情、知识和能力，在广阔天地中大
有作为。然而在当时的农村，衡量一个人
价值大小的标准是劳动力，知识、才华与
体现一个人价值回报的工分无关。在严
酷的现实面前，最初插队时的激情和热情
开始慢慢消退。

几个月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一
举粉碎，举国欢腾之时，国家却面临着百
废待兴、人才极度匮乏的局面。

34 高考准考证

如《红楼梦》中荣国府陈设的
屏风可以显示主人的富贵尊荣一
样，在现代化饭店、公司大厅陈设
一件有气势的大型工艺屏风，同样
可以显示饭店的档次、公司的实
力。在餐厅陈设一组精美的工艺
折屏或挂屏，可以使进餐者愉悦心情，增
加食欲。在书房的案几上摆一件精巧
的砚屏，或在墙上挂一组雅致的挂屏，可
以提高读书和写作的效率。
收藏并且保护好老屏风，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2003年《羊城晚报》曾以《金
漆大屏风分藏11家澄海村民保文物出
奇招》为题，提出了怎样保护好老屏风的
实际问题。据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隆都
镇宅头村老年人协会负责人、当时80岁的
陈玉成介绍，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其
先祖陈伯淮七十大寿时，特意制作了两组
大小不一的描金黑漆画屏风摆放在厅堂，
其中大的一幅高2.8米、全长5.5米，组合起
来一面是“郭子仪庆寿”图，上下两边绘有
100只鹤及各种儿童嬉戏情态；一面是祝
寿词，还有以篆书写就的100个“寿”字，并
绘有各种古代乐器和风俗画等。陈玉成
说，他在孩提时就见过这两组屏风存放在
“义和轩”书斋里。后来小屏风毁坏散失
了，只剩下大屏风。而后，大屏
风曾送到“岭南第一侨宅”陈慈
黉故居展览，其精美的漆金画
工艺让参观者赞不绝口。
由于书斋年久失修，破漏

十分严重，村民们担心长此下

去漆金屏风会受到损坏。1997年，村里有
人提议将屏风以20万元的价钱卖给古董商，
这一提议立即遭到大多数村民的反对，他们
表示，就是再穷得叮当响也不能当“变卖老
祖宗的宝贝的败家子”。又有人建议修祠堂
来摆放屏风，既供观赏又可保存，但由于缺
乏资金，此建议一直无法实现。为了将这组
宝贝屏风妥善保存，最后大家一致通过了
“化整为零”的方法，将一整组屏风分拆成11
小件，由11户责任心强的人家各自保管，需
要时再搬到一起组合起来。村民说这样能
防止屏风被个别人擅自出卖。
据行内人士介绍，宅头村的这组描

金漆画大屏风在潮汕地区可谓绝无仅
有，堪称稀世珍品，既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和欣赏价值，同时对研究潮汕历史文化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虽说此举体现
了宅头村人自发的保护文物意识，但也
隐藏着不可忽视的问题：普通人家是否
具备足够的技术条件来保存好文物。因

为记者看到村民是用旧报纸将
屏风包扎后再分藏起来的。
收藏老屏风不易，使用新

屏风也是一门学问。像《红楼
梦》中的大观园一样，人均居住
面积越大，就越需要各种陈设。

19 显示档次与实力

张大妈和董嫂一齐对盐警说：
“老总，我们娘仨儿整冻了一宿，才
有这点鱼！”盐警把眼珠子一翻：
“少废话！咱们规规矩矩，四六
劈。”说着就夺这大网篮。女交通
员无法，只好把网篮交给了盐警，
她用手擦着眼睛，好像舍不得的样子。
盐警吃力地提起大网篮，往身旁的篓子
里倒鱼：“若不这么分，谁让你们过去
呀，知道这是啥地界吗？如果来了游击
队探子怎么办？”董嫂说：“老总，少倒一
点儿吧！我们娘仨儿这一宿可不容易
啊！”盐警倒完鱼，把网篮抖了抖：“我说
四六劈，就四六劈。今天你们是头一拨
儿，一定不能让你们鼓着嘴走。”他把网
篮往女交通员面前一放，“你看，我倒得
多吗？”女交通员撅着嘴说：“都快一半
儿了！”盐警抬头对张大妈和董嫂说：
“怎么样，我倒了不到一半吧，连五成都
不到，更说不上六成了。”张大妈一听，
原来他说的“四六劈”，是倒着来的。于
是，她往前走了一步，看了看网篮里的
鱼，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唉！算我们
倒霉，咱们走吧。”盐警突然把张大妈拦
住：“等一下。你那个篮子还没看哪。”
张大妈把柳条篮子上面的布撩开，故作
生气的样子说：“看吧。”盐警往篮子里
一看，见有两个碗摞着，碗里边是两块
吃剩下的咸菜，还有半块高粱饽饽。他
跟着把身子一闪，说：“走吧！”这娘仨儿
都撅着嘴，走上了这三岔口据点外面的
大木桥，桥那边的盐警并没有阻拦，她

们顺利地走下木桥。
过了木桥，就看见了硝坨子村，只要

到了硝坨子，就可以平安无事地完成任
务，把三水镇的情况报告给游击队，好研
究如何利用当前时机，打击和拖住敌人。
当她们刚刚下了木桥，迎面就走来几个盐
警，前面的女交通员忙往边上靠，张大妈和
董嫂也靠了路边。这几个盐警横冲直撞地
走着，前面的两个好像是当官的，大檐的硬
盖帽子、一身呢子制服，戴着白线手套，后
面的盐警穿着普通的盐警制服，背着冲锋
枪。张大妈侧眼看到前面这俩当官的，一
个个子不高，脑袋长得特别大，边走边摇头
晃脑，路旁有人他根本不去理会。张大妈
看罢，心里暗想：这可能就是三岔口新来驻
防的宗大头。等张大妈把目光移向另一个
人时，那人也正把目光投向张大妈，两个人
的目光正好碰到一起，张大妈不由得激灵
一下，暗自“呀”了一声——苗万贯！他怎
么到这儿来了，还穿起盐警制服？

张大妈虽感惊异，脚步却未停止，她忙
紧走几步追上董嫂，用手拉董嫂的衣襟，
低声说：“注意，不论发生什么事，你要把
三水镇的情况带回游击队。”董嫂方才也
看清那人是苗万贯，现在听张大妈一说，
她也愣了，忙问：“大妈，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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