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文娱
2021年11月13日 星期六 责编：祁振

天津大学与法国驻华大使馆签约 共建中法文化遗产与城市研究中心

中法合作探索文化遗产保护

《英雄联盟》推出首部动画剧集

《双城之战》上线“影游联动”获赞

昌都骨干教师走进新蕾社

陈景润在讲话中诚恳地表达
了自己的感激之情：“我只不过是
攀上了科学的一个小山包，就受
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8月31日，全国科学大会胜
利闭幕。本次大会讨论并制定了
《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草案）》，隆重奖励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7657项科研成果，对826个先进集
体和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予以表彰，
还举办了“全国科研成果展览会”，展出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0多项重大科研成
果。大会题在科技，却意在全局。它确
立了科技工作正确的指导思想，发出了
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总动员令，成
为中国现代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
碑，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
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科学院第一
任院长郭沫若以诗人的豪情预言：“我们
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
了。”从此，科技工作开始全面复苏，科技
的发展与进步逐渐成为中国崛起的重
要表现与力量支撑。

乘着科学的春风，广大科技工作者
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强烈地
感受到温暖和希望，迸发出巨大的工作
热情与创造力。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
下，不仅解决了陈景润夫妻两地分居和
住房问题，还给他配备了一位工作助
手。这一切，都使这位数学奇才可以集
中精力、心无旁骛地搞研究。1978年，
他受邀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并做报告，

1982年再次受邀；1979年，访问美国、法
国；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还
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首届华罗
庚数学奖、何梁何利基金奖等多个奖项。
哥德巴赫猜想（1+2）论文手稿是陈景

润一生心血的结晶，最真实地记录了挫折
岁月科学家不畏险阻、苦战过关的奋斗历
程，是中国科学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
份手稿的发现也是非常偶然和幸运的。
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曾多次向有关部门查
问过它的下落，但得到的答复是：1966年
《科学通报》在出版第17卷之后就停刊了，
该论文的手稿早已被销毁。1997年年初，
数学研究所根据中科院办公厅档案处下
发的通知，决定对该所科技档案进行系统
整理。4月，档案室的一位工作人员从几
万页的档案中，意外地发现了这份手稿。
后来，手稿交由陈景润夫人由昆女士保存。
她致信给中国革命博物馆，表示“我愿将景
润‘1+2’手稿无偿捐献给国家。因为景润
所取得的工作成绩来自祖国的培养教育，
所以他身后的一切理所当然地属于人
民”。1998年3月24日，由昆女士将手稿
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在捐赠仪式上她
说，这应该是（1+2）论文手稿的最佳归宿，
是对景润先生逝世两周年的最好纪念。

41 题在科技，意在全局

作为工艺品，如意的制作很有
讲究；作为吉祥物，如意可以满足
人们祈福纳祥、图个吉利的心理。

近十几年来，在中国各地文物
交易市场，如北京潘家园、天津沈
阳道等，各类如意，无论是古物还
是新工，价格都明显上涨，而且成交活
跃。此外，在很多城市的宾馆、饭店、机
场、车站、商场的礼品部里，在越来越多
的珠宝玉器专卖店里，各种玉翠如意新
品也颇得消费者青睐，保持着一定的销
量。无论是祝贺朋友的公司开业，还是
为亲朋温居、祝寿、贺新婚，人们花几千
元买一柄玉翠如意送上，希冀万事如意，
这在大城市的人际交往中已很常见。

然而，真正引领如意价格提升的还
是文物艺术品拍卖会。在中国嘉德
2004春季拍卖会上，一柄估价为20万元
至30万元的清代乾隆白玉雕年年有余
纹如意，经过买家数十次竞价，最终以
143万元成交，成为中国2004年春季拍
卖市场的亮点之一，在《中国商报·收藏
拍卖导报》公布的《2004年全国五大拍卖
公司瓷器杂项成交超百万元统计表》中
排行第68位。这柄如意由整块玉材雕
琢而成，玉质精良，材质硕大，雕琢精致，
是玉如意中的上品，因而极受
收藏家追捧。同年3月，在佳
士得拍卖行于纽约洛克菲勒
中心举办的一场拍卖会上,一
柄清代玉如意也出人预料地
拍到了35850美元的高价。近

十几年，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及香港、台
北等地的著名拍卖行，努力与长期重视如
意的国际拍卖市场接轨，迎合高级买家需
求，每次举办大型文物艺术品拍卖会都推
出几柄或十几柄如意，成交价格不断攀升，
屡创新高，从而进一步刺激了人们投资收
藏如意的积极性。

爱屋及乌，很多收藏家不仅喜欢如意，
而且重视搜集一切具有如意纹饰的文物艺
术品，如带如意耳的清代瓷瓶、雕如意形的
古典家具和玉器等。著名的清乾隆冬青釉
暗刻夔龙如意耳尊、清乾隆粉彩山水如意耳
带琵琶尊、清乾隆粉彩花蝶纹如意耳葫芦
尊、清乾隆霁蓝釉描金宝相花如意耳瓶等，
都是近十几年几大拍卖会的热门拍品。

近二十年，一些单位为了满足人们对
如意的追慕和热爱心理，设计制作如意题
材的邮票、纪念币等，受到收藏爱好者欢
迎。例如，2002年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建馆90周年，为此中山图书馆向读者赠送了

由中国集邮总公司监制的以宫廷
玉如意为主图的个性化邮票。再
如，为进一步宣传肇庆这一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城，2003年肇庆市
邮政局发售了两枚个性化邮票，
主票票面为玉如意和百合花。

26 祈福纳祥图吉利

寒冬过去，春晒开始了。盐滩
上，风车转了，卤水流了，驳盐船下
水了，那一座座的土房又冒烟了。
在三水镇外，三道桥以里，有那么
一片开阔的空场，这空场上停放着
一只一只空的驳盐船，有的底儿朝
上，有的底儿朝下，一清早，工人就在这
儿忙碌着，准备往盐沟里边拉船。这片
空场的四周，有几对背着大枪的盐警，
正在各处溜达，可能是这儿地上泼的都
是水，他们不愿意进来踩泥。其中的一
只船上，有一男一女在扫船舱，一看正是
大娟和田儿。一个挑水工人往船帮上
一靠，这小船忽悠地动了一下，他轻轻地
叫了一声：“大娟。”正在忙碌的大娟，回
头一看是赵方，她忙停住手里的活儿，身
子往船帮上一靠，没有言语。挑水工人
小声说：“等一会儿下水，董嫂要跟你这
船出去。”大娟不动神色，只是微微地点
了点头，手里的笤帚仍在船帮上扫着。

赵方挑着空水桶走了。大娟把一
片草袋片拉到船舱里，有两团绳子被盖
上。一只船下水，在盐沟里撞起了一片
浪花，跟着又是一只船下水，两只船对
在一起，用鳔绳鳔好，驳盐的工人把船
撑走了。接着又是两只船下水，鳔好、
撑走。就这样，这片空地场上的小船，
一只一只地被拉下水。大娟直起腰来，
往四周看了看，方才赵方说，董嫂要跟
船进滩，怎么还不来呢？董嫂跟董满仓
这次进了三水镇，对大家的鼓舞可大
了，知道内情的人，虽然嘴上不说、面上

不露，但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团火，非把这
个吃人的社会推翻不可。听说张大妈被敌
人抓到监狱，每个人的心又揪揪起来，张大
妈那么大年岁，经得住敌人的折磨吗？大
娟妈已由保人从盐警队监狱保释出来，现
在病卧家中，姐弟二人上船，家里由董大富
帮忙照料。前天晚上，弟弟田儿去领“滩
号”和“船票”，准备上船驳盐，家里没有旁
人，妈妈悄悄地对大娟说：“姑娘大了，不能
跟妈过一辈子，我打算把你许配给瑞祥，你
看怎样？”并说，这也是监狱里张大妈的意
思。大娟听了，脸当时就红了……大娟又
想，自从董嫂回到三水镇，苗瑞祥去哪儿
了？好多日子没有见到他了啊！

大娟正想着，就听船外有人喊：“准
备，拉船了！”工人们提着大绳朝这边走
来。大娟忙对着刚才喊话的人说：“等一
会儿吧，我们的鳔绳还没有拿来。”这个人
知道，没有鳔绳，拉下去以后，两只船鳔不
到一起，是不能走的，他大声问：“还没有
鳔绳，为啥不早准备好啊！”正在这时，从
大道那边走来了一个女人，身穿青色带补
丁的夹袄，头上包着一块蓝布，手里提着
一个小篮子。大娟一看，董嫂来了，怕她
一时找不到，忙起身站在船头上，董嫂抬
头看见了大娟，急忙奔了过去。

127 跟船下海

广西人民出版社

红色文物中

党的成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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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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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茵）为了更好地表现虎的多面形象及精神，丰
富充实虎年特展“虎虎生威”的内容，天津自然博物馆日前启动了
虎年绘画作品征集活动。

此次征集活动主题为虎及相关文化元素，题材为绘画作品。
要求主题鲜明、富有意义和趣味、色彩和谐。绘画方式不限，作品
绘画材料不限，但必须是平面作品，可附100—200字简短文字介
绍。市民可以将作品以电子版形式连同参赛信息提交发送至邮箱
tjzbsxz@126.com。具体征集活动信息可关注天津自然博物馆微
信公众号。报名截止日期至2021年12月31日。

据悉，此次征集的所有作品均在天津自然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线上展出，另选取部分作品随展览线下展出。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

文生）昨日，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
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俊英在津喜
收刘红雁为徒。

刘俊英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
河北梆子演员，曾受到银达子、韩俊
卿、金宝环等老一辈艺术家的言传身
教。刘红雁是天津河北梆子剧院国
家一级演员，近年来在艺术上取得了
一定成绩和认可。刘俊英现场讲述
了师徒结缘的经历，并表示要努力把
河北梆子艺术发扬光大。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为积极推动天津“十四五”对口援藏工
作，昨日，新蕾出版社协同天津师范大学对口帮扶管理服务中心，
邀请14位来自西藏昌都市的骨干教师进行文化交流活动。

此次文化交流活动是新蕾社发挥少儿出版优势、提升对西藏
少年儿童精神文化教育帮扶力度的一次有效实践，旨在帮助这些
教师把更多优秀少儿文化研学活动、优秀少儿出版物更好地带给
西藏的小朋友，搭建西藏和天津教育共同发展的桥梁，从而促进津
藏两地的文化交流和深度交融。

受邀教师实地参观了新蕾社，了解了图书制作、出版等流程。
参与活动的教师纷纷表示，当一幅幅印有古诗的活字印刷作品展
现在眼前时，自己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体会和理解。不
少骨干教师在参加“我是小编辑”的职业体验研学活动后表示，他
们对学生的素质教育方式又有了新的认识，希望可以把这些有特
色的职业体验研学活动带到西藏的小学、幼儿园中去，丰富当地孩
子们的素质拓展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帆 姜凝）昨日，天津
大学与法国驻华大使馆在天津大学卫津
路校区举行签约仪式，合作共建中法文化
遗产与城市研究中心。

双方决定，2022年年底前，法国驻华
大使馆将联合天津大学共同成立“中法文
化遗产与城市研究中心”（Centre franco-
chinois de la ville et du patrimoine）。作
为中法两国间首个以文化遗产与城市为
主题的实体机构，该中心将以天津市作
为主要依托城市，以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作为主要依托单位，围绕如何让文化遗

产活起来、更好融入城市发展建设以及
日常社会生活这一主题，开展相关科学
研究、职业培训等工作。此次合作将成
为新时期中法以及中欧间该领域合作的
桥梁和纽带，进一步彰显中法两个文化
遗产大国为保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所作
的积极努力和负责任态度。未来，该中
心计划每年召开一次大型国际论坛，并
常年持续开展中法以及中欧间的职业培
训，推动中法以及中欧间该领域的切实
国际合作。

天津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法国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
国。天津大学已与法国30余所高校和科
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多领域开展卓
有成效的务实合作。天大与法国尼斯—
索菲亚综合理工学院合作共建“天津大学
国际工程师学院”，培养国际工程领军人
才。天大建筑学院与巴黎索邦第一大学、
波尔多国立高等建筑景观学院的合作已
长达十余年，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合作领
域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化遗产合作一直是中法两国文化
关系中最具活力的亮点之一。2019年，中

法签署了文化遗产领域合作的联合声明，
为新时期中法文化遗产合作作出了机制性
安排。“中法文化遗产与城市研究中心”的
成立，是落实该协议的具体行动，也是中法
之间文化遗产领域合作的又一重要里程
碑。签约双方表示，在各方的通力合作下，
“中法文化遗产与城市研究中心”一定能在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中法文化遗产保护、东西方文明互学互
鉴作出应有的贡献。

签约仪式结束后，中法文化遗产与城
市研究中心举办了首场学术研讨会。

■ 本报记者 张钢 张帆

日前，来自中国的EDG战队经过5局
鏖战击败卫冕冠军DK，获得2021英雄联盟
全球总决赛冠军。随后，“EDG夺冠”的话
题冲上微博热搜榜首，1个小时就有近9亿
阅读量。作为全球最火爆的游戏之一，
《英雄联盟》继小说、音乐等形式后，其首
部动画剧集《英雄联盟：双城之战》已于11
月7日正式上线。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全球共
有超过1.8亿名玩家玩过《英雄联盟》，并且
还在持续增长中。《双城之战》全球上线后
当即引发粉丝追捧。目前，该剧播出前三
集后好评如潮，网络评分高达9.2分，67%的
用户给出五星好评。
《双城之战》以《英雄联盟》的故事为

背景改编，但并未囿于游戏本身，主创团
队借鉴了《阿基拉》《攻壳机动队》等经典
作品，试图用动画做出更有深度的主题，
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虚拟世界。该剧第
一季总共9集，每周播出3集，剧情主要聚焦
金克丝和蔚这对姐妹的前传，讲述在符文
之地上的双生城市中发生的故事。

据制片方介绍，该剧耗时近6年制作完
成，制作团队横跨中美法三国，为让作品视
效更具写实感与冲击力，采用了世界顶级
的“三渲二”技术，以7000多个镜头和数以
万计的手绘原画，细腻描绘不同场景以及
微表情、内心情绪等人物细节；在布景设计
上，邀请专业建筑师参与搭建，融合法国装
饰艺术、新艺术流派与蒸汽朋克风格设计，
彰显了双城世界独特的艺术审美。

早在2001年，派拉蒙影业便开始将经
典网游《古墓丽影》搬上大银幕，该片众星
云集，由安吉丽娜·朱莉和后来成为“007”
扮演者的丹尼尔·克雷格出演，火爆的IP加
上精良的制作令该片一炮走红，不仅成为

一部系列作品，而且开创了“影游联动”。
此后，风靡世界的《魔兽世界》《愤怒的小
鸟》等网游纷纷被改编成电影，都有着不错
的票房成绩。

中国近几年也尝试将《花千骨》《倩女
幽魂》《微微一笑很倾城》等影视剧作品与
手游互动并取得了成功，“影游联动”开始
火爆。此次《英雄联盟》能否实现“双赢”也
颇受关注。腾讯在线视频负责人表示，电
影和游戏是当下最热门的两种娱乐形态，
彼此间的跨界合作会展现出巨大的市场潜
力。除《英雄联盟》外，《王者荣耀》等一众
爆款游戏也将推出相关影视剧集，探索游
戏IP的影视化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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