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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文艺工作者开拓文艺新局面

市文联先后举办了“‘放歌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天津市文艺界创作成
果精品展”“‘我和我的祖国’——天津市文
艺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红
心永向党 阔步新征程’——天津文艺界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文艺演出”
等活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市文联立即
发出《“勇担使命 共筑平安”——天津市文
联致全市文艺工作者的倡议书》，积极开展
“天津文艺界在行动”系列主题活动，此外，
市文联还定期组织艺术家深入脱贫一线采
风、志愿演出、开展培训。

五年来，市文联开展各类文艺活动千余
项，包括举办“第九届中国曲艺节”等多项国
家级和区域性展演赛事，持续开展“天津市
舞蹈艺术节”等文化品牌活动。成立9个文
艺志愿服务基地和4个民间艺术传习基地，
全市900余位文艺家组成的文艺志愿服务队
开展文艺志愿服务500余次，培训百余次，参
与活动的文艺家及文艺工作者一万多人次，
服务覆盖近50万人。

人才涌现、佳绩频出是过去五年来我
市文艺工作的写照。在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创作评选活动、“第十三
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及中国音乐金钟
奖、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书法兰亭奖、中
国杂技金菊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电

影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等活动中，我
市均有作品和艺术家斩获佳绩，市文联第
三届主席冯骥才获第十三届中国民间文
艺山花奖终身成就奖。市文联还举办了
“曹禺与中国话剧学术论坛”等活动，编纂
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天津卷》等多部具
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

天津作家书写津门文学新气象

市作协名誉主席蒋子龙获得“改革先
锋”称号，小说《俗世奇人》《李海叔叔》在第
七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摘奖，小说《暖夏》入
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五
年来，市作协大力推进培根铸魂、改革强文、
人才兴文、高原高峰、文学惠民、融合发展等
“六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市作家和文学工作
者，勇担文学使命，聚焦时代旋律，打造文学
精品，在文学创作、人才培养、研究交流、阵
地建设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国家战
略中；在抗战胜利70周年、长征胜利80周年、
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大纪念活动中；在
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人民战争等重大任务中，天
津作家用心用情用功抒写，记录讴歌新时
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市作协签约作家
创作出20余部专著，500余首诗歌、散文，10
余篇报告文学，1部长篇报告文学，多部儿童
文学作品及绘本。

五年来，市作协积极组织作家赴基层
一线和文化场馆学习采风，让作家潜深水
捉大鱼；成立“市作协红色文艺轻骑兵”，深
入乡村、社区、企业和学校，开展作文辅导、
文学讲座、创作座谈、读书会、书画笔会等
各类文学公益活动；促进文学交流融合，让
作家“走出去”，不断提升天津文学影响

力。在加强作家人才队伍培养方面，市作
协五年来新发展会员近 400 名，成立了网
络文学专业委员会。据不完全统计，五年
来，市作协文学院签约合同制作家创作发
表小说、报告文学 35（部）篇，散文、诗歌、
随笔110篇，评论、论文61（部）篇，荣获各
类奖项6个。

■ 本报记者 吴巧君 通讯员 杨晓鑫

帮扶工作怎么干？如何把工作做到老
百姓的心坎上？这是我市静海区自2017年
与西藏昌都市卡若区结成“区区对口”帮扶
关系，并派出静海区40多位医疗人员、优秀
教师、专业技术人才赴昌都加入援藏工作队
卡若区工作组后一直思考的问题。

屋子热了 民心暖了

日前，天津援藏工作队卡若区工作组一
行来到卡若区卡若镇中心小学，室外气温已
是零度以下，而一进教室，暖意迎面扑来，看
着孩子们脸上的笑容，工作组成员们的心一
下子就暖了，也定了。
“去年这所小学还没有供暖，我们工作

组就决定把解决学校供暖作为帮扶方向，为
孩子们创造一个舒适的学习环境。”天津援
藏工作队卡若区工作组组长刘汉禹说。说
干就干，总投资220万元的卡若镇中心小学
供暖项目在多方沟通下开工了，建成后中心
小学供暖面积达2600平方米。
“现在的宿舍和教室，孩子们穿着校服

都不觉得冷了，孩子们再也不把手缩在衣

袖里写字了，感谢来自天津的关怀。”卡若
镇中心小学老师拉姆脸上的笑容，真诚而
又温暖。
“卡若镇中心小学供暖是静海区援藏

民心工程中的一项，下一步，我们天津援藏
工作队卡若区工作组将继续跟进面达乡学
生宿舍楼改造，确保工程质量，预计明年6
月，孩子们就能住上崭新宽敞的宿舍。”刘
汉禹说。

牦牛肥了 群众乐了

为了实施“精准扶贫”，2018年，天津援
藏工作队在卡若镇左巴村建立牦牛育肥基
地，并按照“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吸纳当
地群众12人轮流在基地务工。巴桑家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他自2019年开始在牦牛育肥
基地工作，每月可以拿到3500元左右收入，
“现在日子好了，生活越来越有干劲。”巴桑
高兴地说。
“刚开始我们的工作不好做，老百姓不

认可，我们就多次去做思想工作，并用实际
收益回报来让牧民们消除顾虑，实践证明
大家都有钱赚。”卡若区产业组负责人郭俊
卿说。

截至目前，牦牛育肥基地在卡若区15个
乡（镇）150户购买牦牛5721头，让群众增加
现金收入2575万元。

另外，卡若区产业组还在养牛过程中帮
助当地打造出“种草—养畜—加工—销售”
产业模式，赢得群众“点赞”。
“我们卡若区按照‘以草养畜、以畜促

草’思路，2021年种植青贮玉米5600亩，受
益农户900户，实现土地流转收益442万元，
群众务工增收120余万元。同时打造卡若
区蓝天圣洁牦牛肉优质品牌用于牦牛肉的
加工与销售。”卡若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向巴
泽培说。

2020年，静海区援助资金200万元，修建
了牦牛育肥基地冷库，进一步提升和完善了
卡若区牦牛肉冷冻保存体系。

帮扶队来了 诺玛村变了

卡若区妥坝乡诺玛村最高海拔4200米，
全村共有82户664人，其中建档立卡户18户
84人。村民的收入主要是以放牧为主，海拔
高、人口分布广、出行难，一直是当地老百姓
脱贫致富的难点。

在静海区的对口支援下，2020年诺玛村

实施了整村搬迁，从土木结构的房屋到簇新
敞亮的新居，从崎岖不平的土路、未通有线电
视、手机信号不能全覆盖到如今的路畅、电
稳、信息通，一户户“红瓦白墙”筑起了诺玛村
百姓的新生活，一条条平坦的柏油路铺起了
诺玛村走向致富的道路。
“老村饮水困难且不卫生，有线电视不能

收看。现在好了，新村条件样样便利，我们相
信，搬迁下来后，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村民
松吉言语间流露出憧憬与笃定。

搬得出，还要稳得住，能致富。“在政策支
持下，搬迁群众有的在运输公司跑运输，有的
在农畜产品中转站工作，大多数都有了自己
的新岗位。”诺玛村村支部书记尼玛介绍。

据了解，天津援藏工作队卡若区工作组
坚持以搬迁促就业，将产业扶贫资金的5%
用于安置点产业建设，建设了农畜产品中转
站，用于给村民提供新鲜的蔬菜和种类丰富
的商品，同时也解决村里一部分贫困户的就
业问题。

自2017年以来，静海区投入卡若区的援
助资金共计4566万元，除了派出22名医疗人
员、11名优秀教师、9名专业技术人才前往卡
若区挂职外，还先后组织卡若区110余名干
部来津培训，促进津昌两地人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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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津”心力“静”待花开
——静海区与西藏昌都卡若区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近年来，市卫健委持续完善“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健
康服务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仍有一些家长反
映儿童口腔科挂号难的问题，在昨天播出的《公仆走进
直播间》特别策划“向群众汇报——2021委办局长年终
访谈”特别节目中，市卫健委主任顾清和相关负责同志
就这一问题作出回应。

家长杨女士反映，我市公立医院设有儿童口腔科的
本来就不多，市口腔医院儿科一号难求，几乎挂不上。
市儿童医院和市第二儿童医院的号也很难挂，“我早上6
点拿着手机倒计时‘秒杀’，不到两分钟号全没了，只能
挂到一周后的号。”杨女士说，要是孩子遇上个急症，牙
疼得厉害，根本等不到一周后，只能选择私人儿童牙科
诊所，但价格贵得惊人。希望市卫生健康部门可以出台
相应举措，解决儿童口腔科就医难问题。

在直播现场，顾清表示，家长要改变现有的观念，
儿童看牙不必一定要去儿童医院或者口腔专科医院，
我市二级以上综合医疗机构大多数设有口腔科，也可
以对儿童给予专业治疗。针对家长们的需求，该委也
会进一步调整工作安排，方便儿童口腔患者就医。

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处长温晓清介绍，现在市民观
念里，生病比较倾向于去专科医院治疗，其实综合性医
院各个科室的医疗资源配备也很专业，其口腔科同样可
以解决儿童牙科问题。

孩子看牙 不必扎堆
二级以上医院口腔科均可接诊

小康圆梦 我市居民医保报销优化调整

去儿童医院
看病能报销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市医保局、市卫生健康委昨
日发布《关于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门（急）诊就医
报销工作的通知》。
《通知》中明确，持续实施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倾斜报销

政策，参保居民在签约的基层医疗机构门（急）诊就医发生
的医疗费用，居民医保支付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最高支
付限额提高200元，并给予签约机构40元家庭签约服务费
支持。
《通知》调整优化了二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政策，参保

居民在二级定点医疗机构门（急）诊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
按规定纳入居民医保报销，无需本人事先选定一家机构作
为定点就医报销机构。
《通知》确定了有序放开三级定点医疗机构门（急）

诊报销，参保居民在我市三级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
医结合医院的门诊（不含肠道门诊、发热门诊）就医，需
选定一家作为定点就医报销机构，发生的费用居民医保
按规定报销。其中，参保居民2022年起首次就医的三级
医院默认为本人第一次选定的定点就医报销机构，年度
内可以变更一次。记者查询发现，我市三级医院中包括
了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等25家综
合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6家中医医院，
天津市肿瘤医院、天津市儿童医院等21家专科医院及天
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参保居民在我市三级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
合医院的急诊、肠道门诊、发热门诊以及在我市三级专科
医院（含海河医院）门（急）诊就医，无需事先选定一家作为
定点就医报销机构，发生的费用居民医保按规定报销。

我向群众汇报三件事交出满意答卷 不负时代人民

昨天，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天津代表团的28名代表步入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开

幕盛会。 本报记者 宋子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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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往事》第7、8
集 因私塾王先生请假不
用上课，金榜、丽君、沛文
和语慧一起去郊游，到了
郊游地点，沛文将语慧介
绍给凤仪，丽君呛声说语
慧是卖身的，让金榜极为
不满。沛文告诉凤仪特别
记者证有了眉目，并告诉
凤仪觉得贺先生没有说实
话。阿芳向语慧坦言自小
喜欢金榜，金榜敏感以为
语慧想撮合他和阿芳，正
当金榜向语慧说明心意
时，丽君的到来让语慧自
觉离开……

天津卫视19:30

■《十指连心》第31
集 三满认识到家庭和孩
子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向公司说出自己已经有孩
子的实情，并搬回家住
了。冯三终于取得了高兰
英的同意，拿了结婚证给
二满。有些工人还是不相
信红星厂能恢复生产，大
满和厂长的豪言壮语，给
大家打气，工人们的热情
高涨起来……

天视2套19:30

■《小爸妈》第 3、4
集 恬恬因为和默默发生
口角，把彩泥放进了默默
的饭菜里，默默入院，简
单与高健不打不相识。
没想到第二天偶遇高健
帮助跌倒的老人，简单为
防其被人敲诈，主动提出
由自己作证。手术时间
被安排在了一周后，莫凡
一时情绪失控，和医生起
了冲突，差点儿动起手
来。幸而高健及时帮忙
找了医院的熟人……

天视4套21:00

■《模唱大师秀》致
敬大师，模唱经典，《模唱
大师秀》票房争霸赛京剧
专场如期开锣。本期登场
的两个票房分别是天津石
化戏剧协会京剧团和声韵
京剧社。节目还邀请了天
津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
梅花奖得主刘嘉欣，天津
京剧院优秀青年张派青衣
演员赵芳媛，以及来自海
河传媒中心的王雪、小佀、
柳峰作为嘉宾观察团。

天津2套20:45

■《今日开庭》周女
士的父亲不幸去世了，做
女儿的得伤心得难过。但
是比起伤心和难过，周女
士更多的是气愤，这是怎
么回事儿？

天视6套18:00

严格来讲，此次饭局是鲁迅
等人陪郁华共进晚餐，而不是相
反，所以有“达夫赏饭”之谓。王
映霞之所以这么写，是尊重了鲁
迅身后形成的特殊地位。

郁华的夫人陈碧岑，即郁达
夫之嫂，多年后作《怀鲁迅先生》一
诗，诗前小引也提及这次饭局：“四十
年前，夫弟达夫夫妇设宴上海聚丰
园，在座有鲁迅先生夫妇、柳亚子夫
妇、曼君及余。席间鲁迅先生赋‘横
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名
诗，即在余室中尚悬有先生手书此诗
复制墨迹立轴。物在人亡，而聚丰园
亦不见影迹，怆然赋此。”（《郁曼陀陈
碧岑诗抄》，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此文中“鲁迅先生夫妇”系误记。从
逻辑上判断，许广平本应在郁达夫邀
请之列，但由于周海婴其时恰好患了
阿米巴赤痢，鲁迅日记载：“上午同广
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八元四
角。”故许广平当以照顾孩子为要务，
并未出席饭局。
“达夫赏饭”之局散席时，郁达夫

拿出一幅素绢，请各人题词留念，鲁
迅当场写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
甘为孺子牛”赠郁达夫，字的上角写
有“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八个字，以
记录这是郁达夫请客时所写。所谓
“闲人”，是鲁迅的自嘲和自谦。

《三闲集·序言》里说：“我将编
《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

《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
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
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
所以把杂文集名为《三闲集》，又自称
“闲人”。“打油”即“打油诗”，亦为自谦。

“达夫赏饭”之局近半年后，鲁迅
在为郁达夫书写对联的基础上，写了
一首著名的七律，赠给南社诗人柳亚
子。鲁迅日记 1932 年 10 月 12 日有如
下记载：“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
一律以请’云云。”此诗后被收入《集外
集》时，“旧帽”改为“破帽”，“破船”改
为“漏船”，并题为《自嘲》。

鲁迅的这首诗是现代诗坛的杰作，
特别是“横眉”“俯首”句，成为代表鲁迅
精神话语的一面旗帜。故郭沫若先生
在《鲁迅诗稿序》中赞美这一联道：“虽
寥寥十四字，对方生与垂死之力量，爱
憎分明；将团结与斗争之精神，表现具
足。此真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此
论甚当。

23 题词留念

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开
列的28种茶具还包括：

鹾簋：用瓷制成，圆心，呈盆
形、瓶形或壶形。鹾就是盐，唐代
煎茶加盐，簋就是盛盐用的器具。
揭：用竹制成，供取盐用。碗：亦称
盏、瓯，用瓷制成，供盛茶饮用。畚：用
白蒲编织而成，也可用筥，衬以双幅剡
纸，能放碗十只。札：用茱萸木夹住栟
榈皮，做成刷状，或用一段竹子装上一
束桐皮，形成笔状，供饮茶后清洗茶器
用。涤方：用楸木板制成，用来盛放洗
涤后的水。滓方：似涤方，用来盛茶
滓。巾：用粗绸制成，用于擦干各种茶
具。具列：用木或竹制成，呈床状或架
状，能关闭，漆成黄黑色，用来收藏和陈
列茶具。都篮：用竹篾制成，用来盛放
烹茶后的全部器物。这28种器具，并
非每次饮茶时件件必备。在一定的环
境、条件下，可以相应地省去一些茶具。

2004年，从中日韩茶文化学术研讨会
上传出消息，经过近一年的科学实验，专家
们不仅第一次研制出了唐代饼茶，还用它验
证、复原了陆羽的煮茶法，从而在千年之后
首次科学地复原了唐代茶艺。有红学家指
出，如果曹雪芹不懂陆羽、不读《茶经》、不
谙茶道，是绝对写不出如此完
美的《红楼梦》的。而栊翠庵里
的妙玉，懂茶，懂茶具，便堪称
《红楼梦》中的“茶圣”。

说罢陆羽《茶经》记述的
茶具所代表的唐代民间茶具

风格，再说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
茶具所代表的唐代宫廷茶具风格。从古
都西安沿古代丝绸之路西行110公里，就
到了汉代“扶助京师，以行风化”的扶风；
往北10公里，就是当时的美阳县治。而
今，一座宝塔高耸入云，重重无尽的仿唐
建筑星罗棋布。这便是闻名海内外的法
门寺和法门寺博物馆。

法门寺是中国境内安置释迦牟尼真
身舍利的著名古刹、皇家寺院，始建于北
魏，当时称“阿育王寺”。隋代，阿育王寺改
为“成宝寺”。唐代是法门寺的全盛时期。
原寺规模宏大，寺内占地面积一百余亩，拥
有24座院落，唐代时有僧人五百余名。法
门寺地宫聚集了唐王朝供佛的大量奇珍异
宝。874年，唐僖宗敕命法门寺地宫封门，
一座伟大的文化宝库埋没地下，一千多年
不被人知。1987年，国家拨款重建法门寺
塔，在清理塔基时发现了石函封闭的地
宫。地宫内文物珍宝之多，令人目眩，最为

贵重的是藏于八重宝函之内的释
迦牟尼真身舍利。

法门寺地宫所藏一套金银茶
具，质地精良，造型优美，工艺先进，
系列完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
上最早、等级最高的宫廷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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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村民们争论依然继续，但
楼村拆迁的步伐已经行进在路上
了。宝明心里最明白，楼村拆迁，
不仅能改变村民的衣食住行和生
产生活问题，也检验他和村干部们
处理矛盾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和
素质。紧锣密鼓确定了新楼区地址和
承建新楼区的建筑公司之后，镇党委、
政府班子成员全部深入楼村拆迁一线，
包片入户，靠前指挥，全程督导。楼村
大街、胡同、房前屋后，贴了大量的标
语，挂了许多条幅，家家户户送了明白
纸，还有一辆流动广播车整天在村里巡
回广播。张贴《拆迁公告》和《致楼村村
民的公开信》。宝明租了两辆公交车，
带领村里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到拆迁成
功的农村社区参观，让他们看看那些安
享晚年的老人是怎样地生活。

虽然宝明知道拆迁肯定不会顺风
顺水，但没想到会这么复杂。
《拆迁公告》张贴出来后，整个楼

村炸开了锅，人们各自盘算如何提条
件，提啥条件能多占点儿便宜。于世
林首先找到指挥部来了，一进门就嚷，
李万才家闺女嫁出去好多年了，户口
没迁走，就给她分房面积，我家儿媳妇
梦花是跟人跑了，但她的户口还在我
家，为啥不给分房面积？宝明心想，于
世林是于姓家族的权威，只要把于世
林的工作做好了，于姓家族其他人再
有啥问题也好解决，就和颜悦色地说，
于四爷您别着急，先坐下，我跟您解

释。于世林绷着脸，把烟袋点上，俩眼斜着
看宝明。宝明说，李万才没有儿子，大闺女
一结婚户口就迁出了，二闺女考虑到以后
要照顾父母，就没把户口迁出，这也符合国
家提倡的男女都一样的政策。您家儿媳妇
梦花的情况是另一回事。于世林从嘴里拔
出烟袋，怎么就是另一回事呢？到了我老
于家的事上政策就不一样了吗？

不是的，于四爷，您听我解释，梦花跟
人出走好几年了，到现在没有任何音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注销户口了。

你说啥？注销户口？
是的，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是这样。
于世林急了，宝明，你小子别跟我玩

花活儿，别以为你李家掌权，就一手遮
天，欺负姓于的。我不服！我也不怕！
不给梦花分面积我就跟你打官司，哼！

这时，双庆来了，双庆是于世林老来
得子，于世林虚岁都八十了，双庆才三十
岁，在于世林心里那是珍珠宝贝。双庆
凑到跟前，低声说，爹，别闹了，您这岁数
了，不要伤了身子。宝明说，也好，老爷
子，您先回家，我把您的情况跟镇长汇报
一下，看看怎么处理更好。于世林临出
门口时，使劲跺了几下脚，意思是警告宝
明如果处理不好，他还要来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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