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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门著名花脸康万生教小朋友唱京剧的短视频在
网上热转，他直言——

“让京剧这么好的文化传下去”

用当代电影语言再现真实故事

《铁道英雄》唤醒集体记忆
文化观察

天交文艺宣传小分队走基层送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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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初到北京，是一介单身
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遇到饭
点，不是出去蹭老乡和朋友的饭
（比如许铭伯家、胡梓方家、蔡谷卿
家等），就是与三三两两的同事、朋
友频繁下馆子，请别人在家里吃饭
的情况几乎没有。鲁迅在教育部的工
资，两月内从最初的60元涨到200多
元，在当时已属高薪，下馆子绰绰有
余。仅1912年5月至12月，鲁迅就下
了30多次馆子，绍兴会馆附近的广和
居几乎成了周树人的工作餐厅，前后
去了20多次。鲁迅的早期饭友以许寿
裳、钱稻孙、齐寿山等为主，最固定的饭
友当数翻译家钱稻孙和教育家许寿
裳。他们之间除了互相吃请，还有AA
制下馆子的情形：“晚钱稻孙来，同季巿
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
等到生活安定下来之后，周府自然

也会埋锅造饭。特别是北京时期周母
和朱安进京之后，上海时期鲁迅与许广
平有了寓所之后，留客吃饭便具备了条
件。周府向来是门庭若市的，“五四”新
文化史上一大批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与
周府或多或少有一些交集。即便是在
周树人尚未成名的北京绍兴会馆隐居
阶段，访客也是接踵而至。客人来谈，恰
好碰到饭点了，如果不是同去饭店吃饭，
便留之吃家常饭，可谓之“留饭”，日记中
大约有62例；如果事先做了准备，专门
邀请客人到家里吃饭，则可谓之“治馔”，
大约有32例。本文仅述留饭。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仅依据的是鲁
迅日记中有记载的留饭情况，以得出一个
鲁迅社交圈子亲疏远近的大概印象，这远
远不能代表鲁迅交际的全部。因为日记
并不是科学素材，它具有很大的随机性，
某件事记或者不记，都在勤懒之间、一念
之间。笔者注意到，1920年7月至12月，
鲁迅日记中大都作“无事”二字，大约此时
为生活所累，或者注意力停留在其他方
面。1921年大部分日记也极简约，大约是
与周作人一家经济纠葛日甚，身心疲累所
致。同时，日记中，“留饭”自然是在家里
吃饭，但“饭后去”则有可能一部分是去附
近下馆子的，只是没有明示而已。62例留
饭记录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鲁迅的三弟
周建人及其家人，不仅留饭，还给孩子们
买糖果和玩具，这在情理之中。
除此之外，先后在周府吃过饭的人

有：蔡国亲、许季上、魏福绵、阮和孙（阮
和森）、钱玄同、许钦文、孙伏园、李遐卿、
齐寿山、车耕南、李小峰、台静农、天行
（魏建功）、蒋径三、张协和、文尹夫妇（瞿
秋白夫妇）、季巿（许寿裳）、诗荃（徐梵
澄）、方璧（茅盾）、西谛（郑振铎）、张梓生、
邵铭之、萧军、悄吟（萧红）等。另外还有
日本人辛岛骁、增田涉、清水三郎等。

6 周府常留饭

宋元时期如意纹金盘上面的
灵芝纹，由八组正反S形组成，方
中带圆，形体丰腴，层次十分清
晰。这种灵芝纹形，是由渐变的
螺旋线延伸而成，富有韵律美。
金盘内有突出的四个双钩小如意
头组成盘心，“四四”与“事事”谐音，寄
寓着“事事如意”的吉祥含义。
明清时期，如意造型的工艺品比

比皆是。就连江南水乡原揽船石雕刻
也多是如意，有直挺的，也有弯曲的，有
平雕的，也有立雕的；有单独的如意，也
有装饰的如意。更多的则采用拟人手
法，塑造出的如意石雕犹如舞女，一个
个因势象形，各具情态，灵动潇洒，飘飘
欲仙。有的石驳岸上连续出现九个如
意，讨口彩“九如”，集中了人间一切美
好的祝愿。由于造型确定，如意的制
作工艺便主要体现在雕刻和镶嵌上。
受清代中期精巧、繁缛的工艺之风的
影响，比起前代，清代宫廷如意普遍雕
刻和镶嵌得更为细腻和精湛。
金属如意中，金、银、铜如意的工

艺，包括镶嵌、錾花、花丝、烧蓝、鎏金、错
金等。制作工艺较为繁复精细的是金
银累丝如意，即用细如发丝的金银丝曲
折累积焊连成玲珑剔透的如
意。更有在金如意上以珍珠、
宝石、翡翠、玉瓦镶嵌出龙凤、
花鸟、文字等纹饰者，堪称稀
世珍品。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一柄铁错银龙纹嵌松石如意，

修长匀美，首较小，云头式，上有凹陷浅槽，
镶嵌蓝色不透明料块为饰，现虽有遗失，但
风格独特，极为醒目；如意首背面错银风
纹；柄身正面亦错银杂宝纹及龙纹，背面错
图案化的锦纹。另一柄铁错银如意，铁制，
乌黑沉重，简拙古朴，通体嵌错银丝组成的
纹饰；柄首正面错一有翼异兽；此外还错有
九宫、星月等纹饰，颇为奇特。还有一柄七
成金累丝嵌石如意，金累丝制，通体在钱纹
地上饰云风纹及寿字；如意首隆起成三台，
中央嵌松石，柄嵌蓝宝石、碧玺，柄身两侧
又以宝石嵌杂宝纹，朵状尾部亦嵌松石；金
累丝纹饰上饰点翠，现多已脱落。
竹木如意在明代和清代前期最为流

行，主要被当作清玩。这些如意以天然
木根、竹根稍加雕饰而成，工艺并不复
杂，但却自然古朴，轻巧生动。木如意材
质有紫檀木、黄杨木、乌木、檀香木、沉香
木等；竹如意有以竹根雕刻的，有木雕贴
竹簧的，有贴饰竹丝的，还有将竹木雕刻

后再嵌饰金玉百宝图案的。如
一柄竹雕灵芝如意，曲柄翘首，
呈天然灵芝形；柄茎上方分出
两支小杈，加工成小灵芝，芝首
以自然根结略加刮磨而成芝
朵，灵异逼真，颇具雅逸之趣。

41 雕刻镶嵌工艺精

正急着给雷紫剑打电话的宗
大头，让把电话接到“滩业公会”，
他知道雷紫剑是理事长。正等着
接电话的工夫，听到外边有人喊：
“你们是干什么的？”接着就是一
阵“哗啦”“扑通”的声音。宗大头
一愣，用手一捂话筒，回头问道：“怎么
回事？”屋里的两个盐警正要出去看个
究竟，还没出门就听见外边一声枪响，
随之，喧闹声和枪声便混在了一起。
严志诚站起身，趁势把腰间的两把盒
子枪抽出，“啪啪”两声，大小机头打开
了。宗大头顾不得再打电话，大声吼
叫：“你俩快出去看看！”
那两个盐警赶紧往外走，宗大头

跟在后面，刚要从腰里抽枪，就见房门
一开，一声枪响，前面的盐警应声倒
下，刘德望端着一支冲锋枪站在门口：
“举起手来，交枪不杀！”宗大头立刻把
手枪抽了出来，刚要反抗，就觉得有一
只大手，像钳子一般将他握枪的手臂
扭到身后，他歪着脖子一看，吃惊地叫
了声：“啊……你？”严志诚哈哈一笑：
“宗队长，我就是来对付你的。”说罢，一
脚将宗大头踹倒在地，旁边没死的那
个盐警，也把手举起来，浑身颤抖。严
志诚厉声问：“姓宗的，你是要死要活？”
宗大头在地上翻着白眼：“你……”严
志诚说：“我就是盐民游击队的严志
诚。”宗大头闻声立马哀求：“啊？严大
队长，饶命、饶命啊！”严志诚说：“那
好，要想活命就听我指挥，起来！”宗大

头战战兢兢地站起来：“是！”严志诚命令
说：“出去喊话，让炮楼上停止射击！”宗
大头驯服地往外走：“是、是！”
此时，李海山带领战士冲了上来，田

冬生也将据点里的几座碉堡拿下，只有当
中那个炮楼上的敌人还在射击。宗大头
出得屋来，朝着炮楼上颤着声音喊：“嘿，
别打了。盐警弟兄，听我的命令！”严志诚
在后面说：“大点儿声！”宗大头贼眼珠子
一转，往前又挪了两步，朝着炮楼上喊：
“盐警弟兄们，我姓宗……”这时，从炮楼
二层的枪眼儿里，打过来一串机枪子弹，
如果没有这间房子，就连宗大头也是会被
打死的。宗大头哆里哆嗦地说：“严大队
长，这儿喊话听不见啊，我到屋里用电话
叫他们吧。”严志诚一愣：“电话？”他想起，
宗大头方才在屋里打过电话，但也不能大
意，他嘱咐刘德望：“老刘，跟着他，若不老
实就干掉他。”刘德望把枪一端：“是！”押
着宗大头走进屋里。严志诚对田冬生说：
“准备炸药，把炮楼炸掉。”严志诚的声音
很高，他一说炸掉不要紧，炮楼上立刻有
人喊：“别炸、别炸啊，我们交枪！”就在这
时，听得屋里“哎呀”了一声，严志诚、田冬
生急步闯进屋里，呀！刘德望受伤倒在地
上，后窗户敞开，宗大头踪影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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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钢

自本月19日上映以来，《铁道英
雄》以主人公英勇抗敌的精神、高燃震
撼的战斗场面以及饱满动人的情感带
给观众沉浸式体验，在各大电影网站
以超9分的成绩赢得口碑，领跑同档
期影片。1956 年上映的《铁道游击
队》已成经典，《铁道英雄》再次将鲁南
铁道队的故事搬上银幕，在故事架构、
人物刻画、影像美学等方面进行了全
面提升。作为一部给当代观众欣赏的
作品，这些改变可圈可点。

60余年间 铁道队故事不断翻新

1954年1月，刘知侠创作的长篇小
说《铁道游击队》出版后风靡全国，深受
读者喜爱。1956年，这部作品被搬上银
幕，片中铁路工人抗击日寇的顽强意志
和英勇战斗的精神深深打动观众，队长
刘洪、副队长王强、政委李正组成的“铁
三角”成为银幕上的经典角色。1984
年，该片的续集《青山夕照》上映，影片
从战场传奇延续到了对刘洪一生的写

照，讲述新中国成立后，升为铁道部领
导的刘洪为铁路事业鞠躬尽瘁的故事，
芳林嫂陪伴刘洪度过晚年的情节再次
让观众感动。1995年，刘威、李雪健、陈
小艺主演的电影《飞虎队》凸显出原著
的传奇性，加入“假飞虎队”的戏码，让
正邪较量更有看点。2016年，成龙、黄
子韬等主演的《铁道飞虎》则带有喜剧
动作风格，让观众在轻松的氛围中欣赏
这个经典故事。

打破“铁三角”突出“智”与“硬”

此前有四部作品成功上映，《铁道英
雄》则对原有的经典故事进行了全面升
级，突出了“智”和“硬”两大特色。新片
中，刘洪、王强、李正组成的“铁三角”被
老洪、老王、藤原所取代。老洪有着双重
身份，白天是工人，夜晚是游击队队长；
车站调度员老王表面给日军当翻译，却
是一名地下工作者；日本军官藤原则是
不露声色、狡猾多端的老狐狸，三个人物
的斗智斗勇令故事的可看性大增。

其中，范伟扮演的老王最为亮
眼。老王是个笑面卧底，忍辱负重和
敌人周旋，他爱喝酒，但那是为了得到
情报被迫给日军做事，只得用酒遮着
脸儿，“我是爱喝酒，要不然我跟你们

（日军）低不下头。”这句台词不仅让观众
体会到人物的矛盾心理，同时也凸显出
人物的智慧。日籍演员森博之饰演的藤
原，以狡诈阴险反衬出了老洪、老王的机
智勇敢。范伟表示：“这些铁道英雄们，
不是高高在上的，他们是那种大家能感
受到、就在我们身边的，就像是爱喝酒、
讲一口山东腔的老王这样的人。”

在场景设定上，影片用齐鲁大地的
皑皑白雪，展现游击队抗争环境的艰苦，
用冷色调影像突出英雄的风骨。面对凶
狠狡猾的侵略者，“来了就别想回去了”
“硬菜咱就硬着吃”等气场十足的台词；
战争场面中的蒸汽机车、连天炮火、近身
肉搏，都让该片呈现出“够硬”的风格。

此外，影片突出了角色的英雄特
质，剔除了此前作品游击队员的草莽
性格，使得集体主义、家国情怀得以彰
显。面对战友牺牲，队员们在大雪中
视死如归的入党宣誓，印证着他们之
间绝对信任和患难情谊，打动人心。
牺牲是沉重的，但理想之光从这些英
雄的牺牲中迸发。影片用当代的电影
语言，向年轻观众重现了当年的真实
故事和英雄风貌。片尾，刘德华献唱
主题曲《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伴随
主创字幕，唤醒曾经的集体回忆。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文并摄

近日，一段天津著名花脸康万生
教小朋友唱京剧的短视频在网上热
转。视频中，年逾七旬的康万生气力
充沛、演唱韵味十足，小女孩也跟着唱
起来。这段拍天津人、讲天津事的短
视频，获得了许多网友的点赞。

网友留言中，有人感叹老艺术家
“出口就是CD音质”“中气十足，真是
好角儿”，也有网友为这一老一少的京
剧传承点赞。24日，康万生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说，小女孩是他的义子
的女儿，今年7岁，他们一家人都喜欢
京剧。小女孩的父亲还给记者发来另
一段视频，视频中小女孩唱了一遍《铡
美案》选段，虽显稚嫩却也有模有样。

康万生认为，传承京剧贵在兴趣，
“喜欢是进步的开始。京剧得从娃娃
抓起，慢慢培养。不管以后干不干专
业，只要有了兴趣和乐趣，就能让京剧
这么好的文化传下去。”

康万生很少上网，但是网上有关
他的视频却有很多。有些是他在剧场
演出的视频，有些则是在席间兴之所
至的开怀演唱。无论在哪唱，他总是
全情投入，不分“舞台”大小。对此，康

万生的想法直截了当：“干这行就是为人
民服务。学了戏，就要懂得回报，有条件
就给观众演出。别说什么演戏得拿多少
钱，没那个事儿。感谢观众、回报观众才
是第一位的。只要父老乡亲喜欢，那么
我愿意唱，大家也愿意听，这么一互动、
一热闹，京剧就有希望。咱一块儿高高
兴兴做这个事儿，多好！”

康万生话语朴素谦逊，言谈举止间
透着戏曲人的责任心、天津人的直爽劲
儿。戏曲大码头的文化底蕴，天津卫的
城市性格，在这段短视频中展现得淋漓
尽致。对于近年兴起的短视频，康万生
感叹道：“这是个好事，尤其让很多年轻
人知道了京剧、开始喜欢京剧。这三四
年，不少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在追着看戏，
从重庆、浙江、内蒙古、新疆等地赶到天
津看我演出，我很感谢他们，能感受到他
们是真喜欢京剧，这是个好现象。”

康万生给小朋友教唱(视频截图)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

生）日前，天津交响乐团成立“深学笃
用”文艺宣传小分队。

据了解，天津交响乐团“深学笃用”
文艺宣传小分队以“学党史·送经典·传
精神·跟党走”为主题，以充分践行“走
基层、送经典、传精神、跟党走”服务基
层为宗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展现
宣传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天津交响乐团将把演奏家化整为
零，成立10余支小分队，以群众喜闻乐
见的演出形式和耳熟能详的曲目组织
开展文艺演出和文化服务，力争将更多

更好的音乐送到市民家门口。
天津交响乐团党总支书记、团长

董俊杰介绍，天交“深学笃用”文艺宣
传小分队将重点开展“八个走进”活
动，即走进建设劳动者、走进社区群
众、走进医务工作者、走进师生、走进
机关服务者、走进人民子弟兵、走进改
革开放先驱、走进金融工作者。此外
还将组织小分队在天津音乐厅、张园
等点位持续开展红色主题音乐会，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演出形式努力

推动文艺创新，举办一系列惠民、为民、
乐民的文艺活动。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男篮世界
杯亚洲区预选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客
场以79：63击败日本队。周琦第三节
比赛意外崴脚离场，出场19分34秒拿
到24分12篮板3盖帽。郭艾伦三分
球5投4中砍下24分4篮板1助攻。

中国男篮在内线占据绝对优势，
抢下53个篮板，比对手多了19个，前
场篮板也以20：10领先。美中不足的
是，第四节开局一度领先30分的情况
下，中国队防守变得松懈，5分钟里一
分未得，被对手打出一波10：0。这让
主教练杜锋非常不满，赛后他表示：
“大家拼得非常不错，但有一些不必要
的失误和防守当中的漏人给我们造成
了麻烦。在领先30分之后，球队在进
攻端有些简单，防守端有些松懈，让日
本队迫近比分。希望明天的比赛中，
队员们要有40分钟的专注度。”

周琦首发登场，牢牢掌控内线，但
在第三节意外崴脚，痛苦倒地不起被
搀扶回更衣室，之后未再登场，下一场
能否出战还是未知数。杜锋表示：“周

琦的伤病还有待检查，再看他明天是否
能比赛。”在周琦伤退后，郭艾伦承担了
进攻大任，在下半场独取15分。他的出
色表现也得到了杜锋的肯定。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年休
斯敦单项世乒赛昨天继续进行，孙颖
莎/王楚钦以3：1战胜中国台北组合
陈建安/陈思羽，挺进混双八强。中美
跨国组合王曼昱/卡纳克以2：3遭印
度组合逆转，林高远/张安以3：1击败
俄罗斯组合斯卡契科夫/沃罗别娃，晋
级八强。

王曼昱/卡纳克在先赢两局的情况
下，被加纳纳塞卡然/巴特拉连扳三局
逆转。王曼昱说：“前两局差距不大都
是差一二分，第三局两个赛点没把握住
机会很可惜。”卡纳克说：“主要是关键
分没有处理好，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总

体来说打得很胶着。能够和王曼昱搭档
我感到很荣幸，尽管只打了三场球，但在
王曼昱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肖战教练也
给了我很多帮助。”

国乒女单5人全部晋级八强，1/4决
赛中，陈梦对阵石川佳纯，王艺迪迎战伊
藤美诚，孙颖莎面对徐孝元，王曼昱陈幸
同上演德比战。樊振东以4：2战胜王楚
钦，梁靖崑4：3险胜英格兰选手皮切福
德，林高远4：1战胜中国香港的黄镇廷，
挺进男单八强。林高远/梁靖崑和樊振
东/王楚钦均进入男双八强，日本的张本
智和无缘男双八强。钱天一/陈梦和王
曼昱/孙颖莎闯入女双八强。

再有3天，天津津门虎队就将兵发
上海，为即将于12月12日在苏州开战
的本赛季中超联赛第二阶段保级组比
赛做最后的备战。赶在球队出发前，球
员李想、李浩然、胡皓然、樊旭洋，在俱
乐部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
到天津市南开区育智学校，参加2021年
“超越爱”中超联赛公益活动的天津站
活动，向学校赠送了礼物，并和孩子们
一起在操场上快乐踢足球。

虽然中国足协截至目前还未正式
下发中超联赛第二阶段比赛的具体赛
程，但是各俱乐部已经接到相关通知，
之所以赛程预计要等下周才会公布，是
因为中国足协、中足联还在做协调各队
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敲定持权转播
商转播方案，还有细化赞助商权益等工
作。目前，广州和苏州两个赛区已开始
为联赛时隔4个月重启做最后的准备。

根据规则，津门虎在第二阶段的比赛
中，要和河南嵩山龙门、重庆两江竞技、沧
州雄狮、青岛队进行双循环共8轮较量。

尽管近期中超球队的各种负面新闻
不断，其中也包括一些球队由于欠薪而
“无心恋战”的传闻，实际上，很多情况却
并非如此。比如津门虎的对手河南嵩山
龙门，随着外援舒尼奇归队，他们的5名
主力外援已经全部到位；青岛队本月24
日在上海完成集结，除了已有的3名外
援，俱乐部新签约的加纳国脚巴杜也来
到中国，正在医学隔离观察；沧州雄狮队
签约的新帅、前长春亚泰主帅萨布利奇，
则在广东与球队会合，并带队打了和广
州队的热身赛……津门虎队要想提前实
现保级，不落到小组最后两名，去和冲超
意愿强烈、势头迅猛的中甲三、四名打附
加赛，未来的8场比赛，必须每场比赛都
全力以赴争取积分。 本报记者 顾颖

津门虎队保级战需尽全力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近日，天津
市“体育惠民”工作再次为市民带来福
音，由天津市体育局与中国工商银行天
津分行联合发行的天津市体育惠民卡
即将开启2022年度的续期及抢注活动，
2021年度体惠卡用户可于12月1日至12
月31日期间完成续期工作，新卡办理及

抢注活动则在2022年1月18日启动，市民
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到天津市工商银行任
意网点办理。

同时，2022年1月18日9时起将开展
补贴名额抢注工作，届时所有体惠卡持
卡人均可参与本次抢注。惠民补贴名额
共计5万个，额满即止。

本报讯（记者 赵睿）围绕中国队
主教练李铁去留问题，外界普遍持不
乐观预期，因为中国足协与李铁的工
作合同里包含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

按照合同要求，中国足协将对中国
队教练组的工作进行年度考核评估，李
铁能否继续得到信任，将成为他去留的
决定性因素。12强赛中国队1胜2平3
负，考虑到中国足球现况和受疫情影响
等因素，这个成绩没有跌破底线。

工作合同中有相关的约束性条
款，如果做不到，中国足协有权单方终
止合同。李铁的言论和行为是否违
规，是否激活约束性条款，这个认定也
很关键。有分析认为李铁下课的可能
性高达99%，究竟是不是如此还有待
进一步证实。

昨天，2022年世界杯预赛洲际附
加赛抽签揭晓，亚洲区12强赛结束后
两个小组第三名争夺洲际附加赛资
格，获胜球队和南美区预赛的第五名
争夺一个世界杯名额。另一名额在中
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预赛第四名和大洋
洲预赛第一名之间产生。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卡塔尔
世界杯欧洲区附加赛在瑞士苏黎世举
行了抽签仪式。拥有C·罗的葡萄牙
队和新科欧洲杯冠军意大利队被抽入
同一小组，这意味着其中一支球队将
无缘明年的世界杯赛。

根据抽签结果，葡萄牙队将于2022
年3月24日先在主场迎战土耳其队，如
能获胜还将与意大利和北马其顿之间
的胜者在3月29日进行一场较量，以争
夺最终的决赛圈资格。这也意味着，葡
萄牙和意大利这两支相当具有人气的
队伍必有一队无缘明年的世界杯。

其他的对决分别是：A组苏格兰
队对阵乌克兰队、威尔士队遭遇奥地
利队；B组则是俄罗斯队和波兰队交
手、瑞典队遭遇捷克队。

世界杯欧洲区附加赛抽签揭晓

意葡两强将残酷对决

中美组合王曼昱/卡纳克遭逆转

2022年度体惠卡续期即将开启

工作合同包含单方解除合同条款

李铁面临“年检”

周琦伤退郭艾伦砍24分

中国男篮世预赛轻取日本队

荧屏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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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剧场：俺娘田小
草（22—24）19:20 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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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 大漠枪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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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剧场：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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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多派玩儿动画
《萌鸡小队》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理想之城》第13、
14集 刚刚得知苏筱离职
的汪炀大惊，空降离职宴，
现场宣布将苏筱提拔为商
务合约部经理，苏筱被汪
炀的真诚感动，感受到了
自己的价值被认可，也知道
这个职位的分量，当即决定
留在天科好好作出一番成
绩来，留下瞠目结舌的陈思
民和陆争鸣。汪炀埋怨陈
思民处处阻挠苏筱，心中
多少有些隔阂……

天津卫视19:30

■《中国家庭》第18、
19集米佳痛不欲生，她做
梦也不会想到，当年丢失
的豆豆就是自己的亲生女
儿。她无比牵挂，不知豆
豆在哪里？殊不知，如今
的小晶晶正与父亲玩得
开心，不料水丽来了，居
然将行李搬进了家，从此
住下，无疑遭到刘海涛的
强烈反对。由此水丽威
胁他，如果赶她走的话，
就向晶晶揭穿他不是亲生
父亲的事实……

天视2套19:30

■《当人心遇上仁心》
第3、4集得生梦见妈妈突
然不见了，他急得睁开眼
睛，却看到给他治伤的是
一个爷爷，这个爷爷改变
了他的一生。爷爷叫关少
卿，是下放的省中医药大
学教授，采药时看到草地
上熟睡的小得生受了伤，
就为他救治。关爷爷知道
得生的遭遇后深深叹惜，
为小得生的顽强好学感
动。关爷爷给了得生一本
字典，一个当作课本的图
解《本草纲目》，还有一个
日记本，并告诉他人活着
要有目标……

天视4套21:00

■《非你莫属》本期
节目迎来了一位有扎实美
术功底、超强动手能力、不
断创新精神的设计师，他
制作作品前会参考历史
书、敦煌壁画、中国戏曲等
传统文化。

天津卫视21:00

■《相声大会》本周
津门笑星争霸赛迎来海选
第二场，七组喜剧人亮相，
四位星探严阵以待。谁的
表演技惊四座？谁的作品
最具争议？谁在舞台上放
飞自我？谁让你心动点
赞？本场有一个特点，年
轻的大学生参赛者很多。

天视2套2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