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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理论接地气有生气聚人心

“博士天团”“硬核”开讲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昨日，“忐
忑”龚锣新艺术乐团音乐会在天津大
剧院音乐厅举办。
“龚锣新艺术乐团”由德国作曲家

老锣、中国新艺术音乐女歌唱家龚琳娜
打造，其雏形是2003年组建的“五行”乐
队。乐团最大的特色是在扎根传统的

基础上创作新民乐作品，使用笙、筝、
阮、笛箫、扬琴、二胡等民族乐器及手风
琴、大提琴等西方乐器，体现出中西合
璧的国际化风格，运用现代艺术手法弘

扬中华文化神韵。本场音乐会上，乐团奏
响了《水样年华》《如同你我》《金箍棒》《八
仙过海》《忐忑》等作品，带给观众耳目一
新的感受。

龚锣新艺术乐团奏响“忐忑”

1935年8月，萧军的第一部长
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作为“奴隶丛
书”之一出版。萧军（1907—
1988），原名刘鸿霖，又有笔名田
军，辽宁义县人。《八月的乡村》描
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九支队伏
击日本侵略军，攻占地主城堡，以及胜
利转移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故事，揭示
了不前进即死亡、不斗争即毁灭的主
题。鲁迅在《八月的乡村》序中说：“我
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
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
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
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
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
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
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
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
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
和活路。”正是由于鲁迅的推介和提携，
萧军凭《八月的乡村》在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奴隶丛书”中，最有成就的是萧红

的中篇小说《生死场》，1935年12月以
“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该书原
名《麦场》，后由胡风改名为《生死场》，且
是首次使用萧红这个笔名。萧红
（1911—1942），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
玲玲、田娣，黑龙江省呼兰县人，被誉为
“30年代的文学洛神”。《生死场》是萧红
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这部中篇小说

由鲁迅校阅、编订并作序，归入“奴隶丛书”
之中。《生死场》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
背景，真实地反映旧社会农民的悲惨遭遇，
以血淋淋的现实无情地揭露日伪统治下社
会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东北农民的觉醒
与抗争，赞扬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与
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鲁迅在为
《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写的
“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
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
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
鲜”。鲁迅对萧红寄予厚望，认为她是“当
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生死场》在文
坛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被誉为
中国文学难得的收获，成为一个时代民族
精神的经典文本。萧红也因《生死场》成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知名的女作家，从
而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鲁迅通过编“奴隶丛书”扩大了革命

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冲破了国民党当
局的森严的书报审查网络，为革命文学
争得了生存和发展空间，是反文化“围
剿”的成功典范，并以此成就了作家叶
紫、萧军和萧红。从某种意义上讲，“奴
隶丛书”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
面旗帜。

27“奴隶丛书”的价值

宋代官窑，分为北宋官窑和南宋
官窑。北宋官窑设在首都汴京（即汴
梁，今河南开封），为时很短。南宋官
窑前期设在龙泉（今浙江龙泉大窑、
金村、溪口一带）,后期设在临安郊坛
下（今浙江杭州南郊乌龟山麓）。两
窑烧制的器物，胎、釉特征非常一致，难
分彼此。均为薄胎，呈黑、灰等色，釉层丰
厚，有粉青、米黄、青灰等色。釉面开片。
器物口沿和底足露胎，有“紫口铁足”之
称。生产的茶具有茶盏、茶盘、茶瓶等。
宋代哥窑的遗址，长期以来难以确

定。哥窑是否存在，学术界仍有争议。
也有文献将浙江龙泉官窑称为哥窑。
传世的哥窑茶具，青釉开片，紫口铁足，
类似于南宋官窑。汝窑，在今河南宝丰
清凉寺一带，因北宋时属汝州而得名。
北宋时为宫廷烧制青瓷，釉色以天青为
主。生产的茶具有茶盏、茶瓶、茶盘
等。定窑在今河北曲阳涧磁村和燕山
村，因唐宋时属定州而得名。北宋后期
创覆烧法，包括盏、碗、瓶等茶具在内的
器物口沿无釉，称为“芒口”。北宋时期
承烧部分宫廷用瓷，器物底部有“官”或
“新官”铭文。宋代除烧白瓷外，兼烧黑
釉、酱釉、红釉、绿釉等品种。钧窑在今
河南禹县，此地唐宋时为钧州
所辖，故得名。以烧制海棠
红、玫瑰紫的窑变釉瓷而闻
名。生产的茶具有茶碗、茶
盏、茶瓶、茶盘等。
除“五大名窑”外，宋代耀

州窑、吉州窑、磁州窑、建窑等烧制的茶具也
很有特色。除北京故宫博物院等著名博
物馆外，当代醉心于宋代茶具收藏的私
人收藏家亦不在少数。天津著名收藏家
张金明潜心收藏宋代各窑瓷器，尤其重
视茶具，仅他收藏的建窑、耀州窑、吉州
窑等窑烧造的茶盏就有数十个。
在《红楼梦》中，出现过两种官窑瓷

器，一是贾探春的官窑大盘，一是妙玉的
官窑脱胎填白盖碗。这里仅说妙玉收藏
的这种茶具。书中第四十一回《贾宝玉
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写贾母
带刘姥姥、贾宝玉等人至栊翠庵喝茶，在
妙玉的安排下，“众人都是一色官窑脱胎
填白盖碗”。这里的“官窑”茶具，应该不
是宋代官窑。因为瓷器的“脱胎填白”工
艺，始于明代。脱胎，指胎薄如釉制而视
之若无胎骨。填白，填上粉料和月白色
釉，以显花纹或增光泽。官窑脱胎填白
盖碗，指一种宫廷烧造专供御用的超薄

型、有花纹的光润明亮的青瓷
器。官窑虽是北宋五大名窑之
一，但后来凡供宫廷所需的瓷器
亦称“官窑”。清代书籍出现“官
窑”一词时，多指与民窑相对的
御窑，而很少指宋代官窑。

62 妙玉“官窑”非宋代官窑

宝明离开二侉子，想围着全村
转一圈，正走着，刘镇长来电话了，
说县里准备把楼村作为全县农村
城镇化试点宣传推广，要求楼村国
庆节前必须搬家，还要派记者采访
报道。刘镇长还特别提醒他，要想
办法趁搬迁的机会弥合两大姓之间的
矛盾。一想到楼村两大姓之间的矛盾，
宝明就脑仁疼。宝明一路想着，就来到
村委会，还没落座，双庆来了，冲着宝明
质问，我媳妇梦花是跟人跑了，但她没
和我离婚，户口本上还有她的名字，她
又没死，为啥不给分房？你给个说法！
宝明说，梦花跟人私奔已经两年多，是
死是活没有任何音信，万一她不回来了
呢，按法律规定就应该按失踪处理，可
以注销户口了，你不是也跟我堂嫂陈晓
敏已经……说着，把俩大拇指并在一
起。双庆急赤白脸地挥手打断宝明，陈
晓敏与这个事无关。
宝明闭下眼，迅即睁开，那可不是两

码事，一旦你跟我堂嫂陈晓敏真好到一
块儿了，咱还就成亲戚了，你说是不是？
双庆摇头咧嘴，那不是一回事，你别拿陈
晓敏要挟我，你要真那样扯，更得照顾
我。双庆啊，那我得多说几句了，咱俩从
小一起在楼村长大，尽管李、于两姓不腻
乎，但现在是啥年代了啊，过去老一辈人
之间争斗了那么多年，一些说不清的疙瘩
早该解开了，互相伤害的局面不能再延续
下去了，起码我作为支部书记、村主任，脑
子装的是整个楼村，而不只是老李家，不

敢说一碗水保证端平，但我绝对没有任何一
丝一毫的私心。宝明觉得自己一席话可以
缓和气氛，起码双庆会冷静下来，没想到双
庆反倒更生气了，涨红了脸，提高了声调，你
不用给我讲那些大道理，我要当村干部比你
会讲，老李家、老于家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
老矛盾老纠葛我也不赞成，但我现在说的是
我媳妇梦花的分房面积问题，扯那么远干
啥？更不要拿村委会当挡箭牌，那都是村里
出的土政策，别以为你是村支书、村主任，就
拿你的想法强加于人。宝明刚才还笑着的
脸被呛得一红一白，心口窝里一股旋风在不
停地涌动，那张脸猛地就变了色，下意识地
把眼瞪了瞪，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但稍一
迟疑，马上又镇静下来，他告诫自己，不能急，
急了会出差错。他把笑容又恢复到脸上，双
庆，消消火，你的事我记着了。双庆说，我媳
妇的事不解决好，我的火消不了。宝明没来
得及说话，只听屋外三驴子讥讽地说，媳妇都
跟人跑了，还一口一个媳妇地叫，脸够大。倚
着门框的李广清也跟着起哄，一个大男人让
媳妇给甩了，还有脸说话。双庆怒火中烧，别
站在背风的地方说硬话。李广清赶紧拉拉三
驴子，咱快走，别一会儿把双庆惹毛了。
这时，陈晓敏来了，在门外冲双庆摆

手，双庆瞥一眼宝明，悻悻离开。

8 依然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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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战胜河南女排

天女提前锁定六强席位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下午，在
江阴市体育中心，天津津门虎队1：2
不敌青岛队，输掉了本赛季中超联赛
第二阶段保级组中，对自己至关重要
的一仗，而之前一直排名垫底的青岛
队，则凭借这一战取得的3分，终止了
之前11连败的颓势，并且初步实现自
救，没有在保级的比拼中被甩远。

联赛本阶段开局已经两连平的津
门虎队，急需一场胜利提高积分、改善
保级形势，这场与青岛队的比赛，一方
面，全队上下将其视为抢分的良机；另
一方面，又有一种“不容有失”的压
力。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考虑到赛程
紧密、队员们比较疲惫，球队首发阵容
在一些位置上做出了调整，但是开场
之后，局面上占有一定优势的津门虎

队，还是显得不够兴奋。
比赛突如其来的转折出现在第13

分钟，场上队长、后防中坚卡达尔，突然
做出了要求换人的手势。他腿部拉伤
无法坚持，除了导致津门虎队匆忙被迫
换人，仅仅5分钟之后，就出现了季骁宣
破门为青岛队取得领先。此后津门虎
队一直有攻势，可锋线上缺乏强力支
撑，使得进攻难以形成高压，也不够犀
利，巴顿依靠个人能力攻入击中立柱反
弹入网的扳平比分球，是直至下半时开
场后10分钟才出现的，而第79分钟，季
骁宣梅开二度令青岛队再度领先后，津
门虎队没能再找到破门机会。

输掉这场球，津门虎队送目前保级
组排名第一的上海申花队提前6轮确定
保级，令本队的保级形势急转直下变得危
急，也无法让老将白岳峰代表天津出战的
第300场正式比赛拥有“快乐”的注脚。赛
后主教练于根伟说：“球队背上了想赢怕
输的思想包袱，自身踢得不够好，输掉了
不能输也不应该输的比赛。另外，这场球
运气也不在我们这一边，卡达尔意外受
伤，打乱了我们的防守和进攻组织。从球
队到我本人，都知道这场比赛的重要性，
所以，我要向所有天津球迷道歉，后面还
有几场关键战，我们会尽快走出这场比赛
的低迷。”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2021—
2022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结束第二
阶段C组第三轮的争夺，天津渤海银行
女排以3：0战胜年轻的河南女排，赢得9
连胜的同时，提前一轮锁定6强赛席位，
3局比分为25：12、25：14和25：15。今天
14：00，天津女排将对阵北京女排。

天津女排此役派出全主力出战，主

攻刘晏含伤无大碍，披挂上阵。首局，天
津女排在进攻核心李盈莹发球轮连得6
分，以20：9领先。随后球队用主攻小将
刘美君替换李盈莹，随着刘美君四号位
强攻得分，天津女排以25：12先赢一局。
第二局后半局，天津女排在外援接应巴
尔加斯发球轮连得5分，以22：12领先。
随着副攻袁心玥发球直接得分，天津女

排以25：14再赢一局。第三局，天津女排用
小将王艺竹替换主攻刘晏含，与刘美君担
任主攻线。局末阶段，天津女排在杨艺发
球轮连得5分，以25：15赢下制胜一局。此
役，天津女排3人得分上双，巴尔加斯拿下
全场最高的21分；袁心玥拿下全场第二高
的12分；出战两局多的小将刘美君表现不
俗，贡献10分；王媛媛贡献9分。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中超联
赛第17轮进行了保级组的比赛。青
岛队和沧州雄狮都意外取得了比赛胜
利，让中超保级形势更加错综复杂。

本轮重庆两江竞技迎战上海申
花，再度以“全华班”出战。第22分
钟，彭欣力接到敦比亚的传球后射门
得手，攻破了老东家的大门。第52分
钟，吴曦利用角球机会甩头攻门，于汉
超门前推射破网。尽管吴庆扳回一
球，但吴曦和张璐分别建功，上海申花

最终以4：1取胜，重庆两江竞技遭遇
了一场惨败。

上轮比赛发生球员内讧的沧州雄
狮，本轮对阵最近势头不错的大连人。
谢鹏飞上半时就梅开二度，虽然大连人
外援博阿滕打入一粒点球，但最终沧州
雄狮还是2：1取胜。本场比赛，大连人
的射门次数接近对手的3倍，但沧州雄

狮还是拿到3分，暂时逃离了降级区。另
外一场比赛中，河南嵩山龙门最后时刻丢
球，1：1被武汉队逼平。

本轮比赛，青岛队拿到3分之后，积
分已经达到了10分，尽管依然排在中超
垫底位置，但距离倒数第三位的重庆两
江竞技只有2分的差距。青岛队的搅
局，让保级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津门虎输关键战 主教练致歉

中超保级战悬念重重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文并摄

近来，滨城的社区、图书馆活跃着
一个倍受居民欢迎的“博士天团”，他
们立足专业、紧跟时政，带来通俗易懂
的“硬核”讲座，让老少读者在轻松活
泼的氛围中学习新理论，掌握新知识，
接受新思想，了解新形势。
这个“博士天团”是滨海新区图书

馆携手南开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高
校宣讲团队成立的“新时代 新青年
新声音”青年宣讲团，成立以来，积极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理论宣讲工作，
推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基
层、深入人心。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三位鲜为人知

但战功赫赫的革命将领，虽然他们年纪
轻轻就牺牲了，但他们对革命信仰的忠
诚以及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
铭记……”12月9日，滨海新区杭州道街
道贵阳里社区居民在滨海新区图书馆
聆听了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生林艺霏
带来的“信念与坚守——党史故事篇”
主题讲座，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党史故事，
让听众重温百年党史、领悟精神密码。

林艺霏希望通过红十军团的故事，
让大家了解红军在最困难时期的历史，
弘扬坚定的革命精神，“这样的宣传形
式让我们学以致用。南开大学博士生
讲师团是一个公益组织，不同学院的博
士生将本专业与时事相结合，开展多维
主题宣讲，始终坚持弘扬主旋律，传播

正能量，坚定地走在理论宣讲的最前沿。”
每到讲座精彩处，现场掌声阵阵，84岁的
张淑凤深受感动：“革命先烈们牺牲生命
为我们打下江山。我们要时刻听党的话，
做到老有所为。”

此前，宣讲团还走进了滨海新区茶淀
街道泰安里社区，由南开大学医学院博士
生于兴辉为居民带来了“携手抗疫 共护
健康”的主题讲座，通过科普小视频和现
场互动等方式，将疫情防控知识深入浅出
地送到居民身边。社区居民冯志艳、薛春
祺都觉得讲座特别有用，“讲得非常好，特
别全面专业，特别是八点预防措施很有必
要，我们要加强防范意识，从饮食、卫生等
方面多注意，做好科学预防。”能来到社区
发挥专业优势，带给居民更加专业、科学
的疫情防控知识，于兴辉也很高兴：“希望
今后有机会多来社区，用我们所学更好地
服务社会。”
滨图业务部的李稳告诉记者，“新时

代 新青年 新声音”——新时代文明实
践理论宣讲活动的宣讲主题包括抗击疫
情、红色理论学习、医药健康、商业经济
金融、科技、国家安全与外交七大板块，
目前有135个理论宣讲课题，分为专家
解读、订单式宣讲、博士生宣讲团宣讲实
践解答、社区小讲堂等形式，致力于为读
者带来“接地气、有生气、聚人心”的理论
宣讲，以新融合、新形势、新亮点积极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上接第1版）记得小时候，中国功夫电影
在意大利特别流行，我们甚至以为中国
人都能‘飞檐走壁’。”乐小悦耸了耸肩。

在中国生活得越久，她便越发感觉
到，西方人了解真实中国的渠道有限。

一次偶然的机会，乐小悦结识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中文版主
编、时任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
副主席张博颖。长谈之后，这本书让乐
小悦产生了强烈的翻译欲望。“书中论及
经济、历史和其他很多领域的内容，能帮
助意大利人更好地了解当今的中国。”

当时，张博颖了解到，不少国外专家
学者对中国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很关
注。但在国外，中国人写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方面的理论著作被翻译成意大利
文的出版物却较少，意大利文版本的书
籍如果能出版很有价值。张博颖的认可
和鼓励给乐小悦吃了一颗“定心丸”。

翻译如同翻越高山。为了努力体
现原著作者的思想，乐小悦买了几十本
书参照学习。为了一个数字、一个人
物、一个名词，她不厌其烦向原作者和
行业专家请教。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意大利语系

主任杨琳是乐小悦工作中的好搭档。
“每当遇到疑问，她就会把中文原文发
给我，向我请教中国的国情政策，一定
要理解透彻才肯罢休。”杨琳说。

别人眼里的苦差事，乐小悦却乐
在其中。她的丈夫、来自阿根廷的李

博海说：“有一次休假，我们回家看望
老人，她随身携带各种翻译材料，陪伴
老人之余，还要坚持完成翻译任务，想
让读者尽快看到译作。”

汗水浇灌硕果。2019年10月，乐小
悦的译作在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出版
社发行，引发热烈关注。意大利一些哲
学、历史、法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对这
本书给予了肯定。前不久，意大利有关
专家学者还专门组织线上会议，设置了
“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与世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的重要因
素”等议题，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了研讨。
“这本书是目前意大利的出版社

出版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学者写的关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著作之一，翻译
准确、客观，有助于意大利读者了解中
国是如何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和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出版社总编
安德烈·卡托内说。

看到书籍得到认可，乐小悦终于
松了口气：“翻译如同架起了一座桥，
让更多人走到桥上看到真实的中国。”

这几年，我见证中国的发展奇迹

“缘分”一词，乐小悦特别喜欢。
她与中国的缘分始于孩童时期。21世
纪初，在意大利博洛尼亚附近的一个
小城市，十多岁的乐小悦总是盼望在
中国从事外贸生意的父亲能多拍一些

有关中国的视频、照片，多带回一些来自
中国的小礼物，“我至今珍藏着父亲十几
年前从中国给我买的旗袍。”

机会终于来了。2013年，在博洛尼
亚大学学习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乐小悦
申请了孔子学院的奖学金，来到南开大
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攻读研究生。

踏上中国土地的乐小悦发现，这个有
着悠久历史的国度原来如此现代、开放、
包容，充满活力，和之前西方媒体描述的
并不一样。尤其是走进底蕴深厚的南开
大学，她惊叹不已。“校园很美、很大，很久
走不到头。公寓设施齐全、导师学识渊
博，到处充满历史和人文气息。”乐小悦在
这里尽情享受中国大学的优质教育。

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乐小悦放弃
了留学生公寓，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传统
社区。房东赵女士非常喜欢这个乐观开
朗的姑娘，“她特别努力地学习汉语，有
时我去给她送些好吃的，她也不忘拉着
我询问某些字词的含义。”

邻居的热情让乐小悦“身在异乡如
在吾乡”。“在社区，中国老百姓非常友
好。他们经常跟我一起分享饺子、面条
等中国美食，把我当成一家人。”
在中国的生活经历，让她在翻译《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时如鱼得
水，感同身受。“中国凝聚力很强。疫情
期间，中国防疫的‘触角’延伸到了每一

个角落，中国政府对疫情防控的重视和
应对让我充满了安全感。”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承担了《新冠
肺炎防控漫画指南》多语种的翻译工作，
乐小悦主动参与。她想用这种方式向更
多外国人分享中国的抗疫经验。

因为疫情，乐小悦已经两年多没回意
大利。每逢圣诞节，她都能在中国买到想
吃的意大利特有的蛋糕和各种家乡美食，
“中国越来越开放，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成
熟的消费市场之一，无论是实体商城还是
电商平台都可以买到很多国家的商品。”

乐小悦酷爱旅游，闲暇时便游览中国
的山山水水。她眼中的中国大地正绘出
一幅幅绿水青山图。“刚来中国时，时不时
会有雾霾天气。这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
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保护、污染防治、
退耕还林……现在蓝天白云、河清岸绿已
是常态，共享单车成了中国街头一道流动
的风景。中国对环保的重视让人钦佩。”
近期，乐小悦正在翻译一份关于“双

碳”目标的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行？》书中提到“建设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的章节，她也分享了更多感悟。
“我从报告中了解到，中国宣布力争在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
中和。如今各项行动已经迅速开展，从
一些数据中，我看出了中国在节能环保
领域的决心和力度。”

乐小悦还见证了很多中国奇迹。中
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打
赢了脱贫攻坚战，为世界贫困治理贡献
了中国方案……“很多人都疑惑‘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我在中国经历的
这些发展奇迹，就是最好的回答和诠
释。”乐小悦直言。

未来，想培养更多的新马可·波罗

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先行者，马
可·波罗为一代代友好使者所追随。乐小
悦也希望成为像马可·波罗一样的使者。

2017年，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增设
了意大利语专业，这也是较早在国内重
点综合性大学开设的意大利语本科专
业。从汉语言文化学院到外国语学院，
乐小悦完成了从学生到教师的身份转
变，也让她距离梦想更近一步。

提到这位意大利姑娘，南开大学外
国语学院院长阎国栋赞不绝口，“刚建系
时，乐小悦一周要肩负16节课时，是平时
工作量的两倍，她却从未抱怨过，为了系
里的建设尽心竭力。”
对语言的热爱，对南开的感情，对中

国的留恋，让乐小悦格外珍惜这次工作
机会。作为意大利语系的首批教师，她
对教学倾注了无限的热情。

乐小悦认真研读有关中国的书籍，
不少中国的理论书籍被翻译成了意大利
文，成为她常用的教材。
乐小悦还积极参与外语课程思政建

设。她不仅自己研究，还要求学生不仅
能向外国人如数家珍地介绍熊猫、非遗、
历史建筑等中国风物、文化，更要对中国
的体制、道路、发展理念了然于胸。她经
常告诉学生，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需
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
“她总是和我们一起交流中国的制

度、文化，我们的专业水平也在潜移默化
中得到提升。”乐小悦的学生张桐恺说。

疫情期间，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与
意大利罗马大学在线上开展了特色活
动——两国学子用对方母语讲述自己
国家的文化和故事，反响热烈。
乐小悦还指导学生用意大利语完成

中国经典话剧《雷雨》的表演，引得意大
利师生赞叹不已。

从校对脚本、熟悉台词，到角色扮演、
排练表演，乐小悦一丝不苟，“《雷雨》不仅
是中国的经典故事，更具有世界性的传播
价值，每一场表演，都是一次中外文化的交
流碰撞。这种方式不仅传播了中国文化，
也激发了更多学生学好意大利语的动力。”

因对中意友好交流的贡献，2020年
中国与意大利建交50周年之际，乐小悦
获得了天津市海河友谊奖提名奖。

来中国8年，乐小悦找到了热爱的工
作，邂逅了美好的爱情，中国早已成为她
的第二故乡。“我希望培养更多新马可·
波罗，传播中国声音，分享中国经验、中
国智慧。”乐小悦说。
转自《新华每日电讯》12月17日第1版

“译”往情深，传播真实的中国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金陵往事》第15、
16集陈默人想撤到重庆，
希望带走淑慧，淑慧不走。
淑慧和语慧谈心，告诫语慧
一定要小心人心险恶，希望
语慧帮助陈默人。陈默人
希望带着高伯走，好不容易
说服了高伯，结果飞机票只
有一张，陈默人为了能和家
人一起只好改坐船。上船
之际强权跟不公平的待遇
让陈默人又气又恼，一怒之
下决定留在南京……

天津卫视19:30

■《风和日丽》第
12—14集 尹将军老部下
的儿子夏津博把小翼带进
京城的干部子弟圈子，遇
到喝醉的尹南方，南方对
小翼印象深刻，却言行张
狂，小翼对他十分反感。
吕维宁告诉小翼，南方是
尹泽桂将军的儿子，她深
感意外，居然邂逅了她同
父异母的弟弟……

天视2套19:30

■《小爸妈》第11、12
集一个温暖的午后，刘云
英躺在床上听着外孙女给
自己念《游子吟》，安详地离
开了人世。刘云英的离去
让简光明一蹶不振，仿佛对
什么都失去了兴趣。冯秀
娟怕亲家公触景生情，于是
好心办坏事，将简光明家一
切和简母有关的东西都收
了起来，不料一看家中失去
老伴儿的味道和痕迹，简光
明急得直跳脚，吓得冯秀娟
不敢说话……

天视4套21:00

■《非你莫属》节目
迎来了一位在水中画水墨
画的创始人张明聪，他用
一种特制的墨水瓶当作
笔，水下垫有一张白纸，随
着水的流动，墨水四散开
来，形成了一幅变幻莫测
的水墨图。

天津卫视21:20

■《相声大会》本周迎
来“笑星争霸赛”初赛的最
后一场，经过前几场的比
拼，我们发掘了好几位有实
力的年轻相声演员，认识了
许多真诚可爱的热爱喜剧
的大学生小伙伴，同时我们
也见识了脱口秀、小品等多
种多样的喜剧表演形式。
最后一场会不会带来王炸
款呢？

天视2套20:45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金陵往
事（15、16）

21：20非你莫属
天视2套（103）

19:30 剧场: 风和日
丽（12—14）

20:45相声大会
天视3套（104）

17:50 剧场：人活一
张脸（31—33）

19:20 剧场：寒山令
(11—14)

22:15 剧 场: 义 海
(11、12)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小爸妈
（11、12）

天视5套（106）

19:30 全国女排联赛
第二阶段天津VS北京

天视6套（107）

19:00 我们同行
19:20 法眼精编
20:10 百医百顺
21:00 生活黑科技
天津少儿（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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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