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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学校选“菜单”文博“大餐”送上门

“小点单”实现“大服务”
队员停赛仍登场 比赛结果竟有效

足协杯爆出低级失误

停滞了十年的中国同发达国
家相比，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整
整落后了二十年。而那时，刘学
红等一大批知识青年还在广阔的
天地里日复一日地劳作着。当他
们以为自己的一辈子可能就要这
样度过时，根本不会想到，此刻，在北
京，一场改变知识青年命运，改变整个
中国命运的会议正在召开。1977年8
月4日，刚刚复出不到一个月、主动请
缨分管科技与教育工作的邓小平就在
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
座谈会，邀请33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
工作者参加。会上，与会人员一致呼
吁，改革现行高校招生制度，主张立即
恢复高考。8月8日，座谈会结束，邓
小平总结发言明确表示，今年就要下
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
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他说：“从
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
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根据座谈会的意见，教育部于8
月18日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推迟
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求报告》并
获批准，拟定将高等学校招生时间推
迟到第四季度，录取新生于第二年2
月底前入学。8月13日至9月25日，
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会议制定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
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12日，国
务院转发该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对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

一考试制度。该意见废除了“文革”时期
的招生办法，对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进
行了重大改革，改变录取比例，扩大招生
范围，为广大的社会知识青年上大学创
造了条件；放宽招生年龄、婚姻限制，为
“老三届”学生（指 1966—1968 届三届
初、高中学生）特别是大龄下乡青年上大
学制定了特殊政策；修改繁琐的政审条
件，实行择优录取。

恢复高考是在“两个凡是”还没有被
打破的情况下进行的，其意义远远超出
教育本身，它是开始全面纠正“文革”错
误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突破口，因此成为
拨乱反正的先声。
`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高等
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报道，正式
公布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消
息一经传出，就如同强大的冲击波，传
遍大街小巷、城市乡村，给数千万彷徨
中的中国青年带来了希望，在人才选拔
的竞技场上，所有人站到了同一条起跑
线上，曾经无法选择的一代人，有了公
平竞争、改写人生的机会，很快就得到
知识青年们的热烈回应。一时间，你报
名了吗？你考不考？成了当时年轻人见
面时最热门的话题。

35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

在很多现代化大城市，已经有
越来越多的家庭重新启用屏风。
这种对于现代年轻人来说非常新
颖的特殊家具，对家居的意义已经
“跳”出了以往屏风只用来挡风的
作用，而更多地起到了装饰与点缀
的效果，让空间获得藏而不露的妙用。
屏风犹如苏州园林中的假山，既是景观
的点缀，又有屏障的作用，能使有限的空
间不致一览无余，从而获得藏而不露、小
中有变，乃至小中见大之妙。无论居室
是长方形、正方形还是不规则形状，都可
以用屏风制造出多元的空间。今天的屏
风在实用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美化造
型，饰以各种字画或珠贝玉雕，更像一件
赏心悦目的艺术品。屏风的材料也不断
扩展，布艺、铁艺、藤编等都被使用进来。

家庭使用起障蔽间隔作用的屏风，
应选择具有张折灵活和搬迁容易的。
用以间隔的，一般以封闭式为好，高度在
略高于人的水平视线之上。用以围角
的，可采用镂空式，显得活泼而有生气。
如果是用来遮挡来往人视线的，最好将
屏风做成90度直角形式。若仅仅用作
装饰，则透明或半透明的效果更佳。

1999年秋天，为丰富天津市民的家
居文化生活，天津市文物公司
等单位在天津文物展示中心
举办了“现代家庭装饰艺术品
展”，展出手工彩绘、雕刻和制
作的数十种大小家居屏风，其
中漆灰雕刻和具有青铜效果

的屏风，采用欧洲古典巴洛克装饰花纹，显
得十分凝重、高雅，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

展览主办者之一陈树先生认为，在前
卫和现代观念的冲击下，各种现代家饰艺
术品早已打破了艺术创作、收藏范围的传
统与单调，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
生活。相比之下，传统的大漆屏风、红木紫
檀、铜锡珐琅等虽然依旧散发着凝重、典雅
的异香，但是从形式到内容，已经与现代人
的家居环境和审美情趣相距甚远。因此有
必要不断推出各类有继承、有创新、有个性
的现代艺术品，以促进现代艺术品创作与
市场的繁荣，扩大艺术爱好者的收藏视
野。现代家饰艺术品的发展趋势和潮流与
社会的发展同步，是由人们的新思想、新观
念而带来新的精神追求。现代家饰艺术品
不太注重物质载体的自然属性，任何材质
只要能表达美、创造美，都可以成为创作的
载体。现代家饰艺术品使用各种传统的、
现代的艺术形式来表现东西方经典文化的

意念、形式及内容，强化艺术的表
现力、感染力，充分体现现代家饰
艺术品的个性与内涵，并将其艺
术性、观赏性、收藏性融为一体，
给人们带来新的观念、新的意识
和新的精神。

20 收藏使用两相宜

张大妈坚定地说：“不要管我，
只要我们俩能走出去一个就完成
任务，就是胜利！”说着，她摸了摸
腰间的小手枪，“快，快走！”董嫂也
摸了一下腰间的手枪，急步往前走
着。她们刚刚见到的正是宗大头
和苗万贯。宗大头上任以后，苗万贯一
直托病在家，不肯出来。宗大头回三水
镇亲自登门，才把苗万贯给请出来。算
起来，苗万贯到三岔口已经一月有余，
前几天，盐民游击队攻打了一次三岔
口，虽然只是几声枪响，盐警们却打了
半宿机枪。今天，宗大头带着苗万贯到
三岔口以东察看地形，准备扩大盐警队
的防线，在回来的路上，正巧遇见了张
大妈这三个人。开始，宗大头并没有注
意，等那三个打鱼的妇女过去之后，觉
得苗万贯有些异样，宗大头抬头一看，只
见苗万贯两眼直直的，脑门子上已经浸
出汗珠。于是，宗大头诧异地问：“老苗，
你怎么了？”苗万贯如梦方醒，结结巴巴
地说：“我……没什么！”宗大头转转眼珠
子，拦住苗万贯：“那三个人你认识？”苗
万贯随口答出：“认……认识。”“她们是
谁？”“她……她是盐民游击队张小虎的
妈妈张大妈！”苗万贯突然惊恐地吼叫。
宗大头一拳把苗万贯打倒在地：“废物!”
回头朝着桥上大喊，“快，都给我过来，追
啊！”他掏出手枪，回头朝着张大妈大喊：
“女八路，你给我站住，不然我可就开枪
了！”说罢，他“呯”的一声开了一枪，领着
盐警就追了下去。

这时，在桥上站岗的盐警也追了过
来。几天的劳累，再加上脚小，张大妈急
走可真有些吃力啊！此时，她们早已把渔
网和篮子扔掉了，听见后面枪响，知道敌
人追上来了，张大妈朝着董嫂说：“董嫂，
你要快跑，完成任务就全靠你了。”董嫂
说：“不，咱们一块儿走！”说着就要扶张大
妈。张大妈就势一倒，滚下了公路，董嫂
和女交通员都吃惊地跟了下去。到了公
路下边，张大妈从怀里掏出手枪，急促
地说：“不行，如果这样，咱们的任务就
完不成了！”董嫂也把手枪掏了出来：“大
妈，你……”张大妈举手朝着跑来的敌人
开了一枪：“这是命令，你一定要完成任
务。”女交通员说：“董嫂，你快走，我跟大
妈在一起，我有这个。”她从腰里掏出一颗
手榴弹。董嫂把满仓那只手枪递给女交
通员：“同志，给你这个。”又对张大妈说，
“大妈，我走了！”女交通员感激地接过手
枪，张大妈也点头笑了。

第一声枪响，宗大头没有介意，等第
二声枪响，可把宗大头吓着了，那子弹是
从他头顶上飞过去的。说真的，女交通员
打枪是高了点儿，不然的话，或许能打中
他们中的一个。宗大头可不敢大意了，命
令盐警一齐朝着张大妈那边射击。

121 舍生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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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茵

近来，线上你“点单”、我“派单”
的志愿服务形式在我市文博场馆中
火了起来，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体
验，也让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得以
广泛延伸。

平津战役纪念馆：

打造家门口的红色课堂

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做好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工作，平津
战役纪念馆红色文化志愿服务队自
今年3月开始依托天津新时代文明
实践信息服务平台，通过“菜单化”服
务，走进机关、社区、学校、企业，打造
家门口的红色课堂。该馆也是我市
首家通过线上“点单”送志愿服务的
文博场馆。

截至目前，该馆红色文化志愿服
务队已完成15场次“点单”式志愿服
务，受益群众万余人。社区居民、学校
师生、机关党员参加活动后，都切实感
悟到党在百年峥嵘岁月中不变的初心
和使命，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
信心和决心。

今年，平津馆提升改造期间，主展
馆暂不开放，临时展厅又让观众意犹
未尽，在此背景下，平津馆着手打造馆
外流动宣传品牌，在天津新时代文明
实践信息服务平台上线红色党史故
事、红色文艺展演、党史专题讲座。该
馆红色文化志愿服务队队长刘万成告
诉记者：“手机点单方便快捷，让我们
也能及时了解观众需求，也让更多想
加入志愿服务的人找到了组织。”

日前，服务队接到“订单”如约来
到瑞德里社区，主讲人——平津馆终
身志愿者张其博以自创金句让党史学
习实践好懂易记，“圈粉”无数。居民
刘跃光说：“以前听宣讲总要去馆里，
现在手机上直接预约，志愿服务就会
送上门。这样的活动，拉近了博物馆
与居民的距离，很接地气，让我们对党
史有了更直观深入的认识。”

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

展览走“新”也暖心

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元明清天
妃宫遗址博物馆）依托天津新时代文
明实践信息服务平台，面向全市社区
居民推出“点单”送展服务，服务项目

上线后，先后有耀华滨海学校、南开区万
兴街万德社区等10余个单位来电咨询
“点单”巡展服务。

近期，“流淌的历史——天津大运河
文化展”“御侮见证——天津抗战遗址
展”和“凝固的红色记忆——天津革命遗
址、遗迹展”三个图片展作为该馆第一批
“点单”展览，先后到耀华滨海学校、南开
区鼓楼街海河广场社区、南开区万兴街
万德社区、和平区劝业场街百货大楼社
区、河东区春华街东盈园社区、老城博物
馆等地展出，累计观众近2.3万人次。劝
业场街社区负责人于蕊对“点单”送展赞
不绝口：“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的
‘点单式’服务非常贴心，让社区对不同
展览的内容特色一目了然，然后根据自
身需求选择展览。”
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展陈教育部部

长郭男平表示，此次推出特色“点单”送
展服务，是结合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公
共文化服务职能与特色，积极响应开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的一次有
效尝试。今后，该中心将根据反馈意见
和内容诉求，有针对性地打造更多适应
不同受众的特色展览，让群众切实感受
到来自博物馆的温暖。

本报讯（记者 张钢）截至目前，上
映月余的《长津湖》仍在继续冲击《战
狼2》56.9亿元的中国电影票房最高纪
录。日前，张涵予、范伟等出演的《铁
道英雄》宣布定档11月19日上映，两
部主旋律大片将在月中完成接棒。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一一五
师“鲁南铁道大队”在日寇肆虐的鲁南
地区扒火车、缴获物资和武器，给予敌
人沉重打击。该片取材于这支队伍的
事迹，通过全新故事和角色再现英雄
风骨，张涵予和范伟塑造的“老洪”和
“老王”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作为铁道游击队的领导者，老洪带着
训练有素、分工有序的队员以津浦铁
路线为主战场，与日寇斗智斗勇。范
伟饰演的老王，长期蛰伏敌人身边，利
用工作之便支援铁道游击队的行动。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

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
那动人的歌谣”，1956年上映的《铁道
游击队》中，主题曲《弹起我心爱的土

琵琶》凭借优美如画的意境和深刻隽
永的主题，被几代中国人广为传唱，成
为历久弥新的金曲。此次《铁道英雄》

特邀王海涛、王铮亮改编词曲，刘德华演
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为经典之作
增添了不一样的韵味。

“鲁南铁道大队”事迹搬上银幕

《铁道英雄》19日上映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继《人民的
名义》热销200万册之后，作家周梅森
推出了其姊妹篇《人民的财产》，新小
说已被改编为电视剧《突围》正在热播。

新作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故事发
生在《人民的名义》反腐风暴半年之
后，讲述了国企京州中福在中福集团
八十年庆之前八十天内发生的故事。
一场意外的爆炸，炸出了五亿资金的
离奇失踪，将各种尖锐矛盾逐步暴露
出来。齐本安临危受命，直面困难，寻
求突围，守护人民的财产。小说内容
涉及国企改革、棚户区改造、银企险
企、民间借贷等问题。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2021年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此前仅有两
个短篇与中国读者见面，如今，上海译
文出版社取得了古尔纳十部作品的中
文简体翻译出版权，让更多读者了解
这位“冷门”诺奖作家。

这十部作品分别是《离别的记
忆》《朝圣者之路》《多蒂》《天堂》《赞
美沉默》《海边故事》《遗弃》《最后的
礼物》《砾心》《来世》（中文书名为暂
定），这些作品时间跨度从1987年到
2020年，呈现了古尔纳不同时期的
创作风貌。其中，《天堂》入围1994

年布克小说奖，《遗弃》入围2006年联
邦作家奖。

古尔纳十分关注非洲殖民历史，以
及非裔在英国的经历和身份认同话题。
古尔纳的前三部小说《离别的记忆》《朝
圣者之路》《多蒂》从不同角度记录了当
代英国移民者的经历，《多蒂》以二战后
伦敦的一位女子的悲惨遭遇为叙事主
体，是其迄今唯一一部以女性为主人公
的小说。第四部小说《天堂》以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的东非殖民时期为背景，作
品颇具奇幻色彩，展示了非洲大地的社
会生态。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古尔纳十部作品将出中文版

电视剧《突围》原著小说

《人民的财产》出版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足协杯
进行了半决赛次回合的一场较量，山
东泰山4：2击败了河南嵩山龙门，从
而以总比分5：2晋级决赛。两队首回
合比赛中，赛事主办方出现了信息统
计错误和一系列业余失误，导致河南
嵩山龙门球员刘家辉停赛情况下依然
登场，这样的低级失误的确令人难以
理解。

两队首回合比赛前，河南嵩山龙
门球员刘家辉已经累计两张黄牌，该
轮比赛需要停赛，但所有工作人员和
裁判组都没有发现问题，这件事赛后
也被曝光。中国足协在经过调查后承
认，因赛事信息系统与足协杯比赛规
程匹配出现差错，统计遗漏，导致本应
在该场比赛中因累计黄牌停赛的刘家

辉出场参赛。
不过中国足协的处理决定让人不

解，赛事组委会经过研究后决定，该场
比赛比分有效，刘家辉停赛场次将在
半决赛第二回合比赛中执行。因为按
照规定，如果比赛球队违规使用球员
的话，将被判0：3告负。在足协杯的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当时
武汉三镇就被判0：3告负。

足协杯作为中国足球顶级的赛
事，居然出现了这样低级的失误，的确
令人无法理解。赛事主办方为此事承
担了主要责任，但处理决定却无法令
人信服。此外，中国足协提供红黄牌
统计只是参考，一旦发生违规球员出
场的话，责任首先要由俱乐部承担。

对于山东泰山来说，这个处理决

定明显不够公正，好在球队并没有受到
这个插曲的影响。两队次回合比赛中，
刘洋第30分钟的进球帮助球队打破僵
局，尽管马兴煜的任意球破门扳平比分，
但刘洋和德尔加多易边后均完成梅开二
度，将比分扩大为4：1。多拉多第90分
钟转身射门得手，但已无碍大局。

最终，山东泰山4：2击败了河南嵩
山龙门，从而以总比分5：2晋级决赛，
连续4年闯入足协杯决赛。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山东泰山如愿闯入决赛，也
为赛事主办方解了燃眉之急。山东泰
山主帅郝伟赛后称，球队接下来会做短
期调整，为中超联赛第二阶段做准备。
至于球队在足协杯的整体表现，他给出
的评价为：“不如联赛踢得好，只能说磕
磕绊绊。”

本报讯（记者 顾颖）从上个月底
前主帅科曼下课，关于西甲豪门球队巴
萨下一任主帅到底是谁的问题，一直是
球迷们热议的焦点，北京时间昨天，这
件事终于尘埃落定，巴塞罗那俱乐部对
外宣布，前功勋球员哈维·埃尔南德斯，
将出任球队主教练，毫无疑问，这是一
个众望所归的结果，且不论未来哈维带
队成绩如何，当下他的出现，已经能够
安抚巴萨球迷们焦躁的心。

巴萨本赛季状况糟糕，在联赛进行
12轮后仅排名西甲第9位，欧冠小组赛
也仅取得两胜两负的成绩。在前教练
科曼于10月底“下课”后，俱乐部一方面
让二队主帅临时挂帅，另一方面非常果
断地联系还有合约在身的哈维回归。
这位前西班牙著名中场，出身于巴萨青
训营，在球员时代曾随巴萨获得8个联
赛冠军、4个欧冠冠军、3个国王杯冠军、
两座世俱杯、两座欧洲超级杯，以及6个
西班牙超级杯冠军。2015年，哈维告别
效力17年的巴萨，转投卡塔尔萨德俱乐
部，并于4年后在萨德退役，随后出任萨
德主帅，带领这支球队取得了包括联赛
冠军在内的7座奖杯。以巴萨眼下的处
境看，假若重整旗鼓，似乎召唤回哈维
担任主帅，是最为合适的选择。

巴塞罗那俱乐部官方公告中称，
俱乐部与哈维已达成协议，他将在本
赛季余下时间及未来两个赛季出任球
队主教练，目前哈维已经和他此前所
执教的卡塔尔萨德俱乐部解约，他将
在当地时间8日接过帅印正式亮相。
有消息称，此次哈维和萨德俱乐部的
解约，付出了高达250万欧元的“分手
费”，这是他本人掏腰包，而且在和巴
萨签约的问题上，他也没含糊，在合同
年薪方面几乎没讨价还价，由此可见，
他是带着情怀和理想，重返西班牙的。

哈维出任巴萨新主帅

本报诸暨11月6日电（记者 苏

娅辉）7日15时，天津先行者男篮将迎
战青岛队。本赛季天津队首胜正是从
对方手中所得，此番再度相遇，天津队
期待“双杀”对手。
下午场地训练中，拉伸热身过

后，队伍分为两组，进行战术对抗演
练，并重点针对青岛队外线进行防
守。近来一直“作壁上观”的田雨、高
森堡、谢立石未能进入阵容，三人进
行折返跑，投篮等强化体能。谈及即
将开始的“二番战”，主教练张德贵表
示：“青岛队上赛季第六名，和之前比
现在外援没来，内线缺了刘传兴，但
整体实力还是有的。上一次交手，他
们上半场领先10分，应该是轻视我
们了，后来被追上急了，出现多次误

攻，最终被逆转了。他们心里不服，应
该也在等着这场比赛呢。”张德贵甚至
开玩笑说，“青岛队教练都把我的战术
背成顺口溜了，但战术是死的，人是活
的，我们需要加强应变能力。下午主要
也是磨合战术配合，现在还生疏，有时
候还是记不住，没有变化。”
张德贵表示，对阵青岛队还是要坚

定信心。“两队势均力敌，五五开，有机
会，就看临场发挥了。上一轮青岛打得
非常好，险些绝杀深圳。他们外线水平
还是非常高的，赵泰隆、张骋宇都比较
能得分。内线高世鳌虽然高，但能力还
没那么强，打不死我们。主要还是看外
线，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张德贵透
露，本场将加强对张兆旭的使用，“这场
要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战青岛

天津男篮期待“双杀”对手

前锋李秀加盟天津女篮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
2022赛季WCBA联赛将于11月14日
在成都温江举行。天津中新药业女篮
再添新援，出生于1994年的前锋李秀

新赛季将代表天津队出战。
李秀身高181厘米，司职前锋，原八

一青年队队员，2019—2020赛季代表
福建队出战，场均5.6分4.2个篮板1.1次
抢断。 2020—2021赛季，代表武汉队
出战，场均12.1分2.9个篮板2.1次助攻，
三分球命中率达35%。她善于突破和分
球，具有三分投射能力，攻防两端表现较
为全面。目前，天津女篮已经抵达温江
赛区，先参加集训测试赛，将先后与江
苏、山东、四川、大庆、东莞交手，同时还
将参加两场排位赛。
新赛季WCBA联赛新增一支球队，

FUSC联队（中国大学生女篮国家队），
这也是为明年的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女篮比赛锻炼队伍。联赛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 11 月 14 日—12 月 18
日，所有参赛球队进行单循环比赛；第二
阶段时间为12月20日—21日，第一阶
段排名前四球队直接晋级季后赛，排名
5—12的球队进行交叉淘汰赛，一场决
胜制，获胜的四支球队进入季后赛；第三
阶段为12月 25日—2022年 1月 4日季
后赛，总决赛三场两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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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流金岁月》第11、
12集 范金刚让IT查杨柯
和朱锁锁的邮件，看不出
什么问题，但是朱锁锁的
浏览记录真是笑死人。叶
谨言一看，原来她都是在
搜索怎么快速成为有钱
人，有游艇的那种，叶谨言
有多少钱……叶谨言看完
哈哈大笑。叶谨言加班到
很晚，看到同在公司的朱
锁锁，为她送上夜宵……

天津卫视19:30

■《不能没有家》第9、
10集 陶丰年每天都到公
园里找张芬芳，共谱黄昏
恋，陶叶看不过眼。终于忍
无可忍追到公园，当众与张
芬芳对质，明确警告张芬芳
不准再找陶丰年，并表明她
一辈子都不会接受张芬芳
进老陶家的门……

天视2套19:30

■《木兰妈妈》第34、
35集 小鱼偷偷拿了家里
的钱，做了一车的盒饭跑
到工地去卖，结果和人发
生冲突，钱没挣到，还挨了
一顿打。回家后，朝阳质
问小鱼为什么偷拿家里的
钱，小鱼没说实话，而是说
因为心情不好，拿钱去了
饭店吃饭，朝阳失望小鱼
不顾木兰死活……

天视4套21:00

■《非你莫属》本期
节目迎来了一位聪明有才
华的求职者，对人生有明
确的规划，有丰富的工程
建筑行业和销售管理经
验，年仅30岁已经积累不
少财富。他此次寻求大客
户代表、销售总监或者市
场总监的岗位，年少时就
有经商头脑的他，利用自
己的聪明才智获得了很
多，如今要去公司任职，不
知是否能沉下心来，过上
打工生活。

天津卫视21:20

■《相声大会》本期
到场的是来自北京的优秀
相声演员应宁。他6岁学
习相声，有着过硬的相声
功底。舞台上的应宁极具
辨识度，精明可爱的形象
让人过目不忘。 应宁继
承传统相声规矩的同时不
忘传承，教学生带徒弟尽
职尽责，关爱照顾年轻演
员，是大家口中敬重的“老
大哥”。今天时代新声应
宁带着他的学生、徒弟、后
辈一起为您带来全新的节
目，聊聊他们的心声。

天视2套2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