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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城文艺宣传小分队进社区送演出

文艺“百灵鸟”飞进百姓家

“中国人的二十四节气”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刘茵）日前，由天津博物馆和北京市大葆台西

汉墓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藏在节气中的生活美学——中国人的
二十四节气”展在天博开展，展期一个月。
展览分为“春夏秋冬 就与田家”“寒来暑往 共话桑麻”两个

部分，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讲述二十四节气的内容，体现传统农耕
文明的博大精深，呈现中国人认知宇宙和自然的独特性及其实
践活动的丰富性，彰显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思想、文化
精神和智慧创造。第二部分的展览采用了手绘民俗画的方式讲
述二十四节气的传统风俗，通过“一幅展开的民俗画卷”构建出
叙事空间，营造出“春夏秋冬”中的不同节气光景变换，生动诠释
了“二十四节气”中蕴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别叫我“赌神”》年底上映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日前，“少年若梦”古斯塔夫·马
勒歌曲与室内乐作品音乐会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举办，天
津籍低男中音歌唱家沈洋以精彩的演唱演绎了马勒的多
首歌曲作品。
目前，国内音乐市场的演出以马勒创作的交响曲为主，其

歌曲作品既不常见也很难演绎。作为国际一线的低男中音歌
唱家，沈洋不仅在技法上可以驾驭马勒歌曲，也向其中倾注了
自己的理解和演绎。沈洋先后演唱了《青春时光歌曲集》《旅
伴之歌》《少年魔术号角歌曲》《吕克特歌曲》四部组曲中的经
典之作，以温和醇厚的声音将马勒的内心世界娓娓道来，将歌
曲演绎出别样的诗意。

“少年若梦”唱响马勒经典

■ 本报记者 张帆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全场观众自发起
立，与台上演员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
国》……昨日上午，我市青年新歌手大赛
获奖歌手与文艺工作者组成“深学笃用”
文艺宣传小分队，走进滨海新区新城镇源
和湾社区，以“赓续红色血脉 唱响百灵情
怀”为主题，用文艺的形式服务群众，为基
层带来文化“好声音”。

此次活动由市文旅局主办，市群
艺馆承办。活动中，来自我市第十届

青年新歌手大赛的部分获奖歌手以
及各区文化馆的专业骨干为新城镇源
和湾社区群众献上了女声独唱《好儿
好女好江山》《你来了》、男声独唱《最
美的太阳》《和祖国在一起》《我们的祖
国歌甜花香》、男女声二重唱《不忘初
心》、京剧选段《长征》、快板《天安门
广场看升旗》等一系列精彩的文艺节
目，以文艺特有的形式抒发爱党爱国
的情怀。在演出过程中，观众们被一
个个精彩的节目所吸引，掌声与喝彩
声此起彼伏，歌声与笑声交相呼应，现

场呈现出一片欢声笑语。演出尾声，全
体演员与观众们台上台下互动合唱歌曲
《我和我的祖国》，将整场活动气氛推向
高潮。
演出结束后，观众久久不愿离去，纷

纷上台与演职人员合影留念。他们表
示，非常喜欢这样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
不仅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更是用深情
的歌声唱出了人民群众对新时代的礼
赞。新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管理员王
晓敏说：“社区居民们都觉得这次演出机
会非常难得，提前好几天就开始报名参

加。文艺小分队的演员们不但专业水平
高，也非常热情，和我们面对面、心贴心，
大家看得特别过瘾。”
观众热情，演员演出也格外卖力。滨

海新区文化馆业务骨干、青年歌手宋易璇
告诉记者：“在基层演出感觉特别亲切，
把文化送到老百姓的身边，大家满意了，
我们也就满足了。作为一名年轻的文艺
工作者，每一次到基层演出都是一次难
得的锻炼机会。现在老百姓的欣赏水平
提高了，我们也要把更高水平的演出带
给他们。”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10月7日，津城暴雪。古文化街银装
素裹，街里的名流茶馆灯光闪耀 。
“刮风减半、下雨全完”，这是形容剧

场上座儿的老话儿，更何况赶上了多年少
见的暴雪天气。茶馆工作人员于颖看了
看时间，距离原计划19时30分的演出还有
俩小时；又看了看售票平台，跟想象中一
样。这样的雪夜，天寒地冻路难行，谁还
愿意出门呢？这也是人之常情。

尽管如此，于颖还是下意识地刷着
售票后台系统。17时 30分，没变化；17
时 40分，没变化；17时 54分，有人订票！
看着屏幕上显示售出的两个座位，于颖
又惊又喜：这么大的雪，这么晚的天儿，
竟还有观众愿意顶风冒雪来听名流茶馆
的相声。

“晚场还有观众，两个人！”消息传到
后台，演员们也惊讶于观众的风雨无阻。
“今晚演出，咱宁可赔钱也要照常演。人
家冒着雪来的，咱必须对得起观众的支
持。”当天晚上，名流茶馆台前幕后二十多
个人，抱着感恩之心投入备场。

19时刚过，茶馆里走进来两位小伙
子。虽然前排座位空空，但二人还是规规
矩矩坐在了自己购票的位置上，静待演出
开始。

台下只有两位观众，这对演员可是大

考验。“包袱”能不能响？观众会不会突然离
场？青年演员李岩心里盘算着。

不多时，轮到李岩出场了。一挑帘
儿，台下两双期待的眼睛看着自己，李岩
则以一种轻松的方式跟他们攀谈起来。
原来台下两位小伙子一个二十岁出头
儿，一个刚十九岁，都很年轻。李岩还顺
话抓了个“现挂”：“待会儿你们要是上厕
所的话，可不能俩人一块儿去啊。”哈哈
一笑，气氛顿时更融洽了。

李岩和搭档孟庆龙为这场演出准备的

《说学逗唱》，主要内容是逐个展示相声表
演中的道具。到介绍快板时，李岩看出了
台下观众的极大兴趣，便发问：“你们知道
快板？想听哪段？”“来段《三打白骨精》，就
听最后那点儿。”年轻观众的回答让李岩暗
自一惊，因为这段的最后部分是最难唱、当
然也是最精彩的，顿生伯牙子期之意，更加
卖力气表演。

一段没听过瘾？那就再来一段。李岩给
搭档一个眼神递过去，孟庆龙心领神会，整个
节目在二人的快速应变和默契配合下，很自
然地转换成以快板为主。台上演得带劲儿，
再看台下两位小伙子，真捧场，绝不吝惜掌声
与叫好。屋外冰天雪地，但茶馆里台上台下
的气氛，够暖。

这几天，冰雪日渐融化，名流茶馆里也恢
复起往日的人来人往。当演员们再次登台，
猛然感觉，和观众的距离更近了……

冰雪日渐融化，当演员们再次登台，猛然感觉，
和观众的距离更近了——

雪夜，一场只有两位观众的演出

本报讯（记者 张钢）由庄文强编
剧，潘耀明执导，周润发、袁咏仪、方
中信等主演的新片《别叫我“赌神”》
日前发布首款海报和预告片，影片将
在年底上映。该片由在2018年国庆
档获得12.7亿元票房的《无双》原班
人马拍摄，故事也从当年的“赌场风
云”转向励志、温馨的亲情题材。

数学家陈景润为证明哥德
巴赫猜想（1+2）而撰写的简要
论 文 手 稿 ，以 钢 笔 书 写 在
“40×15=600（京文电制）”稿纸
上，纵 26.5 厘米，横 29.8 厘米，
中、英文各3页。稿纸上的字迹
清晰工整，每一个汉字，每一个字
母，每一个数学符号都写得非常认
真。中文稿和英文稿前面分别用曲
别针夹着半页投稿登记表，上面清
楚地注明了材料名称：“表大偶数为一
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2个素数的乘积
之和”；作者：“陈景润”；所属室别：“四
学科室”；所属年代：“1966年4月”；地
点：“数学所”；备注：“此文于66/4投
《科学通报》”。论文分为“引言”“若
干引理”“定理的证明”“参考文献”
四部分。因时间过久，曲别针已经
生锈，手稿与登记表锈在了一起。
稿纸变脆发黄，有装订过的痕迹，具
有鲜明的时代和文物流传特征。

陈景润是福建福州人。他从小
痴迷数学，早在福州英华书院读初
中时，就被老师讲述的哥德巴赫猜
想深深吸引，萌发了摘取这颗数学
皇冠上明珠的梦想。1953 年，他从
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于 1956年
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他
利问题》。该论文改进了华罗庚在
《堆垒素数论》中的结果，陈景润受
到华罗庚的赏识，次年被调到中国
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当实习研究员。

1960 年，陈景润转入中国科学院大连
化学物理所，1962 年调回中国科学院
数学研究所，不久晋升为助理研究员。
这段时间，他的数学才智一点点发挥出
来，在圆内整点问题、球内整点问题、
华林问题、三维除数问题上，他都改进
了中外数学家的结果。

1963年，经过10年的准备和积累，
陈景润开始向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进
军。那时候，他身居斗室，不管酷暑严
冬，不顾自己的肺结核病，潜心思考钻
研，反复演算论证，完全用手工来进行
计算，草稿多达几麻袋。而此前国外数
学家证明（1+3）则是用了大型高速电
子计算机。靠着这种忘我的精神，仅用
3年时间，陈景润就证明了命题（1+2），
即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
成为两个数之和，其中一个是素数，另
一个为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1966
年 4月，他将哥德巴赫猜想（1+2）简要
论文投稿于中科院刊物《科学通报》，
该刊在5月15日第17卷第9期上予以
发表。陈景润在论文首页写道：“本简
要论文的目的是要给出证明（1，2）提
要，详细的证明将另文发表。”［“（1，
2）”后统一用“（1+2）”表示］

38 哥德巴赫猜想

《红楼梦》中，很多处写到
“如意”这种物件，有金的、玉的、
沉香木的、伽楠的，等等，材质多
种多样。
《红楼梦》第十八回中，元妃省

亲之后赏赐：“原来贾母的是金、玉
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杖一根……”第二
十八回中，元妃端午节赏，袭人告诉宝玉
说：“老太太多着一个香玉如意，一个玛
瑙枕。老爷、太太、姨太太的，只多着一
个香玉如意。”第七十一回中，贾母过八
十整寿，写礼物道：“礼部奉旨，钦赐金玉
如意一柄……”这些都是把“如意”当作
重礼，而且非金即玉，十分珍贵。
说到如意，也不妨看看《红楼梦》后

四十回中的第一百零五回中锦衣军查
抄贾府的情况。小说展示的一张抄没
物品清单，所列多半是贾赦的东西。尽
管这只是荣国府财产的一部分，但看上
去仍觉得有点儿寒酸。且看程甲本中
的这张清单：
“赤金首饰共一百二十三件，珠宝

俱全。珍珠十三挂，倓金盘二件，金碗二
对，金抢碗二个，金匙四十把，银大碗八
十个，银盘二十个，三镶金象牙箸二把，
镀金执壶四把，镀金折盂三对，茶托二
件，银碟七十六件，银酒杯三
十六个。黑狐皮十八张，青狐
六张，貂皮三十六张，黄狐皮
三十张，猞猁狲皮十二张，麻
叶皮三张，洋灰皮六十张，灰
狐腿皮四十张，酱色羊皮二十

张，狐狸皮二张，黄狐腿二把，小白狐皮二
十块，洋呢三十度，哗叽二十三度，姑绒十
二度，香鼠筒子十件，豆鼠皮四方，天鹅绒
一卷，梅鹿皮一方，云狐筒子二件，貉崽皮
一卷，鸭皮七把，灰鼠一百六十张，獾子皮
八张，虎皮六张，海豹三张，海龙十六张，灰
色羊四十把，黑色羊皮六十三张，元狐帽檐
十副，倭灰色羊四十把，黑色羊皮六十，刀
帽檐十二副，貂帽檐二副，小狐皮十六张，
江貉皮二张，獭子皮二张，猫皮三十五张，
倭股十二度，绸缎一百三十卷，纱绫一百八
十卷，羽线绉三十二卷，氆氇三十卷，妆蟒
缎八卷，葛布三捆，各色布三捆，各色皮衣
一百三十二件，棉夹单纱绢衣三百四十
件。玉玩三十二件，带头九副，铜锡等物五
百余件，钟表十八件，朝珠九挂，各色妆蟒
三十四件，上用蟒缎迎手靠背三分，宫妆衣
裙八套，脂玉圈带一条，黄缎十二卷。潮银
五千二百两，赤金五十两，钱七千吊。”
大概程甲本刚一问世，就有人提出,抄
家清单与贾府的富贵气象不合，
显得太寒酸，多半是没进过大宅
门的穷书生闭门造车拟写的。
大约是接受了这番质疑，随后出
版的程乙本，对这张清单做了较
大改动。

23《红楼梦》多写如意
严志诚一脚踩着树墩，一手拄

着膝盖，他两眼圆睁，双目冒火呀，
他真想带着人马闯入三水镇。可
是又一想，自己身为一名指挥员，
哪能这样鲁莽呢？苗万贯这次露
面，是一个新情况，需要认真对
待。根据董嫂讲的情况，几股敌人在
三水镇造成的混乱，给我们制造了一
个良好机会，大家的建议很好，但应当
怎样进行呢……严志诚的脑海里，逐
渐成熟了一个新的战斗方案。他抬头
望着杨洪海：“为什么事先连一点儿消
息都没得到呢？我们太麻痹了，这也说
明敌人非常狡猾。苗万贯是硝坨子人，
雷紫剑把他派出来，到这儿帮助宗大头
专门来对付我们。”杨洪海点头同意，睁
大两眼看着严志诚，听他说下去。严志
诚接着分析说：“白廷金和雷紫剑不是
一码事，那个秘密特派员对雷紫剑还留
着一手，苗万贯穿上盐警队的制服，跟
白廷金关系不大。”杨洪海赞同严志诚
的分析，他问：“那么说，苗万贯到这里
来是有目的的？”严志诚往前走了一步，
说：“完全有可能。宗大头虽然是个兵
油子，最近又受到雷紫剑的另眼看待，
他可以不要命地为雷紫剑保驾，但这个
兵痞终究是没有到过盐滩的，特别是盐
滩的最东面。这样，就得找一个熟悉这
一带地理、人情的人，苗万贯正是硝坨
子的老家，因而被他们委以重任。”

杨洪海觉得严志诚分析得有道理，
但他对苗万贯产生了疑问：“苗万贯虽

然是为敌人办事，但他从来不冒这种风
险，到三岔口据点，直接跟咱们交锋，他肯
干吗？”严志诚指了一下西边说：“方才我
也想到了这一点，李大麻子逃跑天津，他
的靠山没了，雷紫剑就可以逼他往这儿
来。不过，根据董嫂所谈，当时和苗万贯
碰面的情景，苗万贯也是吓呆了，这就证
明，苗万贯此次前来可能是被迫的，我们
要利用这个矛盾来打击敌人。”杨洪海抬
起头，看着严志诚：“好，说说你的想法。”严
志诚捡起一根小树枝，在地上画了个圈，
说：“我想在三岔口的外面，加强舆论攻势，
明确地喊出‘活捉宗大头和苗万贯，为张大
妈报仇’这样的口号，对于宗大头来说，只
能让他加强对三岔口的防范，可是，对于苗
万贯这种惯于骑墙的人来说，是会给他增
加压力的，可能促使他往两个方向发展，一
为顽固的反动派，二可能被我们吓回去，然
后我想再次进入三水镇，同苗瑞祥联合在
一起，趁着春晒和敌人的忙乱，狠狠地打击
敌人。”说到这里，他两眼望着政委，等待回
答。杨洪海完全同意严志诚对于苗万贯的
分析，至于严志诚再次进入三水镇，杨洪海
觉得眼下不同于去年，大队长哪能冒这样
的危险？杨洪海正要回答，就见从黄须堡
村头，急匆匆地跑来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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