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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图谱·天津卷》文物初选

讲好文物故事 展现中华民族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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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推广公益项目探索传统文化创新表达

以网络文学活化古老汉字

《我的体育老师》明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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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北京冬奥会参赛席位近满额

天津冰雪健儿力拼更多“门票”

“荣耀之花”冰雪绒
一针一线总关情
天津残障伙伴编织冬奥梦

■ 本报记者 刘茵

日前，《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图谱·天津
卷》(以下简称《图谱·天津卷》）初选文物第
一次专家评鉴会在天津博物馆召开。与会
专家学者精心遴选出一批我市具有代表
性、典型性的少数民族文物入围初选。记
者采访了参与此次编纂工作的部分专家，
请他们对初选文物的相关情况进行解读。

把“天津卷”做成典范

2020年11月，国家民委办公厅和国家
文物局联合发出《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图谱》
编纂出版工作的通知，2021年初，天津市民
宗委和市文化和旅游局成立了《图谱·天津
卷》分编委会和专家委员会。

天津属于沿海少数民族散杂居城市，有
着600多年的城市历史，馆藏珍贵民族文物贯
穿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有些文物甚至全国少
见。天津文博院研究部主任刘渤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说：“天津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包容
性城市，这是天津的城市特点，也是这次编纂
的天津特点。此次全面梳理我市少数民族代
表性强的文物，工作涉及面广，工程量大，是
一项全市性、跨部门的重大工作。天津的地
方博物馆民族文物收藏范围广，我们充分利
用我市民族文物的特点，树立精品意识，力争
把《图谱·天津卷》做成我国少数民族散杂居
地区的典范。”

据介绍，《图谱·天津卷》计划出3册，每册
收录200件文物，工作周期3年，分筹备、遴选
文物、专家评审、撰稿、翻译、审定六个阶段，
整项工作将于2023年年底前完成。

年底前确定入册文物

据统计，截至去年12月，我市各文博单
位初次推荐了1037件（套）少数民族文物条
目，其中包括1021件（套）可移动文物和16处
不可移动文物，纳入初评的可移动文物601
件（套）。

首次评鉴会上，南开大学博物馆、天津
图书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平津战役纪
念馆、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天津市民族文化
宫、天津戏剧博物馆、天津博物馆负责人介
绍了本单位初选的文物情况。专家对南开
大学博物馆藏的西南联大民族学调查的历
史文档给予充分肯定，该馆馆藏的西南联大
陶云逵教授带领学生在云南、石佛铁路、川
康地区、中缅边境做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

资料，是全国独有的第一手资料。此外，诸
多文物各有特色，包括天津戏剧博物馆马连
良的蟒袍、竹衣和金少山的硬靠，泥人张彩
塑中的少数民族形象，“刻砖刘”的代表性作
品，蓟州营房村辽契丹人墓出土的文物，天
津觉悟社早期少数民族革命者马骏、刘清
扬、郭隆真的红色文物等。

经过专家初步筛选，最终200件文化资料
典籍类文物入围《图谱·天津卷》初选文物范
围。据介绍，现在整项工作处于专家评审阶
段。此次评鉴会是针对有关少数民族古籍善
本、历史档案、历史文物类进行的评鉴，采取
宽进严出的评鉴标准。刘渤说：“评委选出来
的这些少数民族文物进入到初选范围后，将
按要求进入撰写条目、审定、翻译的流程，后
续还要进行书画和器物类文物的评鉴，经综
合评定后，年底前确定最后入册文物。”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文并摄

新年伊始，甲骨文推广公益项目以活泼
新颖的形式、丰富多彩的内容圈粉无数，甲骨
文也成为开年最火的文化IP之一。在国图·
津湾文创空间门口，银光闪闪的“阅·文字长
河”艺术装置别出心裁，吸引市民拍照打卡；
二楼展出的“甲骨文+网文跨千年展”让网络
文学焕活古老文字；为甲骨文创作的60篇微
小说集结上线……

昨日，国家图书馆联合阅文集团在国
图·津湾文创空间举办“让中国字源远流
长 让好故事生生不息”——甲骨文推广公
益项目主题发布会，双方共同推动包括甲
骨文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普
及，结合新技术、新手段，以网络文学活化
古老汉字，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
代焕发新生机，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滋养
读者心灵。
阅文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代

网络文学作品中已出现了不少探索传统文
化创新表达的佳作，不仅涌现出历史、武
侠、仙侠、玄幻等多个重要品类，还有将刺
绣、中医、茶道、陶瓷技艺、古董修复等传统
文化元素融入好故事的创新尝试。甲骨文
推广公益项目将再一次扩大网络文学的创

作空间，让传统与流行融合共生，激发出更
多富有生命力和文化感染力的优秀作品。”
记者在国图·津湾文创空间看到，“阅·

文字长河”艺术装置由“祈福之河”“文字飞
瀑”等组成，融合了不同时代的文字——甲
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简化字，让人瞬
间了解文字流变的大体脉络。“甲骨文+网文
跨千年展”则由“文字银河”“甲骨文+网文故
事”等组成。置身其中，不仅可以近距离感
受甲骨文的字形之美，还可以扫码阅读网文
作家为这些甲骨文创作的微故事，一个个古
老的文字仿佛有了生命和温度，沁入人心。
昨日，在现场还举行了“甲骨文与网络

文学的跨千年交汇”对谈沙龙，国家图书馆
古籍馆金石组组长赵爱学与阅文集团白金
作家“孑与2”共同探讨文字与故事的流
变。赵爱学说：“我们希望蕴含祖先造字智
慧的古老文字能以生动、有趣的方式走到
大众中间。互联网为甲骨文化的传播提供
了各种可能，网络文学就是其中一种。”
现场获颁“古文字唤醒者”证书的网络

作家代表“孑与2”，为甲骨文推广公益项
目创作了短篇故事《家之初》。他表示，弘
扬包括甲骨文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当下专家学者、文学创作者应当共同关
注的重要课题。

本报讯（记者 张钢）聚
焦中学生体育教学的电影
《我的体育老师》将于明日在
全国上映。日前，该片导演
周勇率朱含芳、魏璐、龙馨悦
等主演参加影片推介会，与
观众交流影片的创作体会。

该片讲述的是新来的
体育老师刘昊辰想方设法
说服家长和学生们，让他们
喜欢上体育课的励志故
事。影片以学校和家庭的
视角进行探讨，通过一位体
育老师“抢回”体育课的种种方式，展现了当代高中生的
青春风貌，暴露出部分学生家长“重文化、轻体育”的错误
思想，直击当下忽视体育课的现象。影片融合了励志、体
育、教育、合家欢等元素。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颁奖元素在2021至 2022的跨
年之夜正式发布。其中，颁奖
花束十分独特，将采用绒线花
束——荣耀之花，而非传统的
鲜切花。它是由北京冬奥会赞
助商恒源祥联合妇联与残联等
组织组成“颁奖花束”项目组，
邀请全国各地成百上千名残障
朋友钩编而成，其中也倾注着
天津市潮汐济困中心伙伴们的
心血。在运动员拿到奖牌的荣
耀时刻，每一束花在他们手中永远“保鲜”。
纯美的肉粉色月季、象征团结的白绣球、炽热的红玫瑰

以及充满活力的翠绿色肉桂叶等元素组成了北京冬奥会领
奖台上运动员的手捧花，这束花除了“永不凋零”外，还是
“独一无二”的。走进天津市潮汐济困中心的工作现场，大
家正在热火朝天地编织着北京冬奥会手捧花。从去年10
月接到恒源祥的任务后，她们也开始编织起了自己的冬奥
梦。“一开始天津市妇联给我们打电话，询问能不能做手工
编织的花卉，我们知道这是为北京冬奥会准备的，那一刻感
觉特别荣耀，能够参与到这一盛会中，这份使命感让大家干
劲儿十足。”天津市潮汐济困中心负责人关超介绍。

项目组对每支花束的制作流程和尺寸都有着严格要
求，为了精益求精，恒源祥为听障伙伴们提供了海派绒绣
编织技艺的培训语音，聋哑伙伴通过将语音转换成文字
不断学习，在老师的帮助下熟练掌握了编织流程。天津
市潮汐济困中心志愿者李莉介绍：“我在培训残障朋友的
过程中，发现她们的学习能力比想象中好很多，几乎没有
什么困难。我们验收标准的误差大概在0.5厘米，毕竟是
手工制作，一模一样也不可能，但这也正是手工艺术品的
温度所在。”

参与颁奖花束制作的张玉芳腿部肢体残障，但她从编
织工艺品中找到了乐趣。在她所坐的轮椅车上，就有自己
编织的轮盘，小小的点缀让生活更显生机。在钩编冬奥花
朵时，只见张玉芳的手指上下翻飞，原本散乱的毛线很快合
为一体，形成一朵漂亮的月季花。而她透露，在做这些工作
前，伙伴们还有一个小仪式：“为运动员制作颁奖花束在我
们心中是非常神圣的，因此大家在开始编织前，一定会先把
手洗干净，很多小伙伴都买了全新的小篮子、小盘子，我们
将每一朵花都摆放得很整齐，不仅是为了保持花朵的干净，
也是我们对冬奥会的一份心意。”
可以想象，在颁奖现场，由每位残障朋友亲手编织的花

束与白雪皑皑的山峰相得益彰，如此特别的点缀在奥林匹
克历史上还属首次。一朵小花、一片叶子……一针一线寄
寓着编织者对运动员们的期许，参与钩编花束也更加贴合
“一起向未来”的主题。“以前觉得像冬奥会这么大的赛事可
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通过这样一
个项目，我也可以参与其中，奉献一份力量了。我相信当这
些花束最后被运动员捧在手上的时候，他们能感受到我们
手心传递的温暖。”张玉芳说。 本报记者 张璐璐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距离北京冬奥
会开幕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国代表
团参赛席位已近满额，选手备战渐入佳
境。身处国家集训队的天津冰雪健儿目前
正在各项目积分赛、选拔赛上力拼佳绩，为
争取冬奥会“门票”做最后的努力。

北京冬奥会共设7大项15个分项109
个小项，资格积分赛预计将于2022年1月
16日全部结束。截至2021年12月31日，
中国冬奥代表团已经在7个大项、15个分

项、93个小项上实时入围，获得了172个奥运
会参赛席位，有望参加奥运会的选手达到了
161人次。

为争取拿到更多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
天津市与冰雪运动强省合作，成功引进高水

平运动员，从而迅速提高项目整体实力和竞
争力，完善了天津市冬季项目竞技体育专业
队的结构。目前，天津共有6名运动员在国
家集训队和训练营中，他们参与了新赛季的
积分赛和队内选拔赛，最终参赛名单还有待

1月中旬国内选拔赛结束后公布。据天津市
冬季和水上运动管理中心负责同志介绍：“天
津目前在雪车、钢架雪车、速度滑冰、冰壶这
些项目上优势较为明显，选手们正在为争取
冬奥会参赛资格做最后的努力。”

据悉，中国速度滑冰队已经拿到22个参
赛席位；中国雪车队获得了全部4个小项的
实时参赛席位；中国钢架雪车队获得男子单
人和女子单人两个小项实时参赛席位，天津
选手有望在这些项目中实现突破。

2021-2022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昨
晚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天津渤海银行女排
在决赛第二回合较量中以3：0战胜年轻的
江苏女排，进而在三场两胜制的决赛中以
总比分2：0夺得球队历史上的第14个联赛
冠军，三局比分为25：10、25：12和25：20。
此役，津苏两队仍以全主力出战。整

场比赛，天津女排发球带动拦防的战术贯
彻得坚决，取得良好的效果，主攻李盈莹、
外援接应巴尔加斯、副攻王媛媛的发球有
效冲击了江苏女排的一传体系。在以较
大分差赢下前两局之后，天津女排虽然在

第三局遭遇江苏女排的一定抵抗，但在巴
尔加斯的发球轮中扩大领先优势，以25：
20赢下制胜一局。天津女排此役三人得
分上双，外援接应巴尔加斯拿下全场最高
的19分，李盈莹拿下全场第二高的18分，
副攻袁心玥贡献10分，王媛媛和刘晏含
均拿下7分，表现出色的二传姚迪贡献3
分。两场决赛，天津女排赢在球队的整体
实力上。
昨晚，天津女排发、扣、拦、防全面占

优，扣球得分为51：29，发球得分为6：1，拦
网得分为8：1。

天津市水彩·粉画作品展举办
本报讯（记者 张帆）日前，由市群艺馆主办的“美好时

代 幸福生活”天津市水彩·粉画作品展在该馆美术馆开幕。
市群艺馆组织了我市一批优秀水彩画家参与创作，最

终选出60余幅作品入展。展品多为写生作品，画家们将透
明与不透明的色彩综合运用到画面上，将水彩的独特语言
发挥得淋漓尽致，使观众感受到水彩画作品的独有美感。

本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从循环赛
到半决赛、决赛，天津渤海银行女排用17
战全胜仅失1局的完美表现，夺得球队联
赛第14冠。这也是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
泉带领天津女排第12次站在联赛最高领
奖台上，这位老帅坦言，感谢球队教练组
成员和全体队员的辛勤付出和对自己的
支持，球队取得的成绩是大家共同努力、
拼搏的结果，“再次带领球队夺冠，非常高
兴，全队通过一个半月时间的拼搏，夺得
联赛第14冠，感谢天津市各级领导对天
津女排的支持，感谢广大球迷对天津女排
的厚爱。”
从联赛首场比赛开始，王宝泉就在努

力调动、提升球队的状态，“从联赛一开始
碰到的队伍整体实力要弱一些，每次比赛

要求队员全力以赴去拼对手，主要是以赛
代练，提升自身状态，为后面的半决赛和
决赛做准备。所以，每场比赛我们都是认
真对待，从半决赛、决赛的整体表现看，无
论是队员之间的配合，还是全队的竞技状
态都是不错的。”王宝泉认为这个冠军提
升了全队的自信心，希望队伍中年轻队员
尽快成长，顶上来。
在王宝泉看来，李盈莹本赛季联赛整

体发挥得非常好，起到核心队员的作用，
“十四运结束后她恢复得非常快，平时对
自己有要求，训练和比赛表现都非常不
错，比赛中敢于拼搏，一传表现越来越稳
定，进攻也是趋于成熟，希望她以后能更
全面地发展。”

本组撰文 记者 梁斌

夺得自己率队的联赛第12冠 老帅寄望于年轻人

联赛十四冠 无人可比肩 看似辗压状 其实非等闲

新年伊始即奏凯“天女”再传佳音来

荧屏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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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剧场：丁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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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 剧场: 亲爱的
孩子们（31—33）20:45鱼
龙百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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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 剧 场 ：彩 虹
(45、46)19:20 剧 场：战
狼·战狼(43—46)22:15剧
场: 穿越火线(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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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剧场：独生子
女的婆婆妈妈（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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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 直播:体坛新
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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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新说法 19:20
法眼大律师20:10 百医百
顺21:00 二哥说事

天津少儿（108）

19:05 多派玩儿动画
《盟卡魔幻对决》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丁大命》第9、10
集守备团进城拉物资，魏
家英因对山杏怀恨在心，
找到一位曾经相识的大
夫，让大夫把山杏诊断为
痨病。狼叼进城买药被独
眼狼通风报信给魏家英，
魏家英、关世才带领守备
团捉拿狼叼。关世良出手
相救，二人躲进酒厂酒窖，
在酒厂林老板的帮助下成
功躲藏起来。这时正好赶
上关世才带领的特务队，
要搜查酒窖……

天津卫视19:30

■《亲爱的孩子们》第
31—33集 李凯旋把自己
赚的钱交给穆雪，穆雪担心
李凯旋犯法，坚决不要他的
钱，李凯旋就把钱收起来准
备入股大赚一笔。穆枫去
民乐村五金厂参观访问，厂
长马德山殷勤地忙前忙后，
还识趣地给了穆枫一大笔
钱当回扣。穆枫半推半就
地收下，再三跟马德山强调
保证质量……

天视2套18:25

■《独生子女的婆婆
妈妈》第7、8集 郭向东主
动要求给小曼买房，小曼
当场拒绝。郭向东去找李
冬梅，李冬梅认为这是郭
向东在实施用钱夺走女儿
的阴谋，二人大吵一架。
尚振国决定跟林芳结婚，
艾语也借机向伟志逼婚，
伟志很犹豫。已有过3次
婚史的尚振国却劝儿子
说，可以先结婚，如果不合
适再离婚……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男孩
沙涛在重组家庭中长大，
继父对他十分疼爱。可是
由于感情的问题，沙涛的
生母和继父又离婚了，但
是继父始终放不下孩子，
要求变更抚养关系，但这
样的想法，遭到了沙涛母
亲的反对。

天视6套18:00

■《鱼龙百戏》2022
年的开年之作就是“跨界
新说唱”展示季，邀请戏
曲演员、话剧演员、歌唱
演员，还有大家熟悉的天
津女排冠军们体验传统
的曲艺艺术，创作了很多
赞颂美丽天津、冬奥迎春
的新作品。今晚播出的
第一期节目里，首先由天
津女排姑娘们作为“跨界
挑战人”带大家走进地标
景点五大道。

天视2套2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