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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作家深入生活书写新时代

用情用力讲好天津故事

以家庭情景剧方式串联 展现百姓身边事和家乡变化

津味元宵晚会将揭面纱
■ 本报记者 张帆

火树银花元夕夜，彩灯万盏熠霞流。天
津电视台《箫鼓华灯歌万家——2022年元宵
晚会》已于近日录制完成，将于2月14日晚
在天视文艺频道播出。

今年的元宵晚会一大亮点就是主持人及
嘉宾化身海河大院的居民，以幸福家庭情景
剧角色化方式串联，和观众一起体验诗词灯
谜，是一台传统且时尚、津味十足的沉浸式晚
会。元宵晚会共分为阖家团圆庆佳节、日新
月异新生活、筑梦冬奥冰雪情、大爱无言津门
情四个篇章。以“网红来我家”“两个小棉袄”
“说说这一年”“咱们天津卫”“冬奥情缘”“抗
疫的天津人”“2022万事吉祥”等情景片段串
联整场晚会，以发生在海河大院的老百姓身
边事折射出城市变化、人文风貌，展现家蒙福
祉、国富民强的温暖画面。

元宵晚会现场“猜灯谜福星送祝福”的环
节也是精心设计的。由京剧名家魏以刚扮演
的福星，艺术化展现出上元佳节的民俗特色，
还特邀市文联副主席、泥人张世家第六代张
宇和家人四口来到现场讲述其非遗作品福星
高照。同时，晚会还邀请到诗词专家张静及

家人，奥运冠军佟文及家人，天津市道德模
范、天津市优秀志愿者孔令智，全国文明家
庭、天津市优秀志愿者党群及家人，全国助残
先进个人、天津市道德模范田丽超及家人等
幸福家庭，并为他们送上元宵佳节的祝福，与
海河大院的居民共度佳节。

值得一提的是，晚会以优秀志愿者嘉宾
真情回报社会事迹为原型，特别创作了情景
小品《志愿者的故事》，由胡可瑜、黄福梁、张
福、万毅夫、彭芳宇、金彦羽等真情演绎。市
文联主席、京剧表演艺术家孟广禄作为志愿
者代表来到元宵晚会现场，和佟文一起讲述

了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很多文艺志愿者的感人
故事，并带来经典唱段《除三害》。

元宵节正值北京冬奥会火热进行中，
北京“冰丝带”前的艺术作品《雪舞·2022》
作者景育民教授来到晚会现场讲述了作品
创作与天津的渊源，并由歌唱演员张晏蓉
带来原创歌曲《雪舞》。著名音乐人李亮节
创作并演唱的情景表演唱《一家老小向前
冲》，由青年戏曲曲艺演员张梦瑶、朱文成、
齐梓路、刘滢、陈亭、张元杰、夏炎、时唯共
同演绎的原创京评梆曲联唱《一起向未
来》，京剧念白与朗诵的混搭节目《青玉案·
元夕》，由杨小磊、井丽娜、刘芳、王磊表演
的原创情景魔术戏法小品《幸福楼道》，12
位青年相声演员刘默岩、王闻千、管新成、
张尧、王迎、王铮鑫、马勇、王思宇、李建峰、
高鹏飞、刘晟恺、李震霆表演的原创群口相
声《十二生肖闹元宵》，世界轮舞冠军李宇
辰及小伙伴们带来的轮舞表演《舞与轮
比》，天津市杂技团带来的杂技《飞天》，小
品《天宫物理课》，刘纪铭、万毅夫创作并表
演的天津快板《红绿鲤鱼说元宵》，少儿京
剧舞蹈串烧等精彩节目，将元宵晚会推向
一个又一个高潮。

■ 本报记者 岳付玉

日前，天津天塔再次霸屏。一场独特的
AR灯光秀“你好，天津·偏向虎山行”，让人
重新认识了渤海明珠的这个独特地标——
不仅形象可如夏花般浪漫、如流金般璀璨，
内在也这般深沉温暖、青春洋溢。在科技与
艺术的加持下，短短不到3分钟的灯光秀，让
人分不清真实与梦幻，道不尽感动与期盼。
这场脑洞大开的灯光秀是如何创作的，又传
递出未来虚拟现实视觉艺术的哪些趋势？
记者就此采访了新媒体艺术家、灯光秀的艺
术策划、主视觉卢思屹。

虽然酷炫，却不以酷炫为目的，而是要
通过镜头讲故事、诉情感，似乎是天塔跨年
灯光秀有别于炫技派的一大特点。卢思屹
说，虎年天塔的AR灯光秀确实保留了一
定的故事性，其中一个镜头是天塔之中有
一颗像心脏般跳动的种子，“这是我们埋下
的伏笔，它是‘天津之心’，也是‘希望的
种子’，活泼而又光鲜亮丽。在种子（同时
也是心脏）的表面下似乎暗含着无限的能

量，让天津这座城市充满了动力和希望。
这同时也是我们对抗疫英雄的致敬，对天
津人民的敬礼。”

接到灯光秀总策划汤乔的创意之后，卢
思屹和小伙伴们开始了创作。但开始创作
不久，卢思屹作为下沉干部到社区做了志愿
者，白天为社区居民服务，晚上才能静下心
来搞创作。近一个月来，他与小伙伴们每天
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也正因为参与了这
次奥密克戎阻击战，他对这座城市和城市中
的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灯光秀引燃的“天津之心”开启了一段
恢宏的叙事：但见一个个金色的粒子从天塔
中心喷涌而出，向城市的各个角落蔓延。从
天塔的顶端俯瞰，这些粒子仿佛金色的“海
浪”，又如童话世界里活泼的小精灵，欢快地
向天塔周边的街巷涌去……很多人被这流
光溢彩的一幕惊艳到了，完全是大片的感
觉，那熟悉的建筑，那真实的马路，是三维完
全复原出来的吧？卢思屹给出的解读是，
“我们采用了定点、航拍实景拍摄和AR技
术，以及CG动画、粒子特效、镜头追踪、真实

物理碰撞算法等多技术模式，保留天塔本身
真实性以及建筑独有的气质，通过对虚拟视
觉元素的造型设计以及运动模式的设计，达
到概念—效果—情绪的统一。”在运动设计
中，他们以现代舞、力场作为整体的审美逻
辑，力求达到情绪渲染的最大化。

大气磅礴的画面之后，轻松愉悦的一幕
出现了：一棵奇幻又浪漫的树缓缓升起，树的
枝头开花结果，长出带有新年气息的果实，鲜
花盛开，五只老虎飞翔而出，尤其后面最小的
那只，手脚并用奋力爬飞，样子简直萌化了。
这应该是那颗“希望的种子”带来的奇迹，也
回扣了整个灯光秀的主题，让人倍感“如虎添
翼”，满怀信心去拥抱美丽有趣的未来。

这确是艺术和科技水乳交融的结晶。记
者看到由I—S实验室团队与天塔团队组成
的创作班子里，荟萃了数字艺术家、媒体创作
者、交互工程师、建模师、动画师、摄影师等好
几个专业的年轻人。卢思屹告诉记者，这是
一次跨学科的合作，因为单纯一个门类很难
完成，而多学科多专业的融合协作，也是AR
视觉艺术的发展方向。

艺术+科技，让“希望的种子”迎春而生
——天塔“你好，天津·偏向虎山行”AR灯光秀主创一席谈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据中国作家网消息，首位两获茅盾文
学奖的作家张洁1月21日在美国病逝。

张洁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代表
性作家，原籍辽宁抚顺，1937年生于北京，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78年以短篇处
女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震撼文坛，获
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发
表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深入当
代知识女性的内心，影响广泛。1981年，
调入北京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1985
年，张洁开风气之先、反映工业经济改革
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得第二届茅
盾文学奖，2019年该小说入选“新中国70
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2005年，张洁凭
借历时12年创作、80余万字的《无字》获得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成为首位两次获得茅
盾文学奖的作家。此外，张洁还获得过全
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国国家图书奖等多
项国家级文学奖。她的作品还被译为多
种文字出版，并获意大利骑士勋章及德
国、奥地利、荷兰等多国文学奖。

张洁擅长以浓烈的感情笔触探索人
的心灵世界，文字细腻优雅，情感深挚醇
美。她不仅小说佳作频出，散文、随笔、
传记等也深受读者喜爱，其中，被誉为
“啼血之作”的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

的那个人去了》感人肺腑，曾被改编为同名
电影并获第六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优秀华语
故事片奖、第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
事片奖。

世界以痛吻她，她却报之以歌。张洁
幼年丧父，随母姓。“从少年时代起，当我刚
能提动半桶水的时候，就得做一个男人，又
得做一个女人。”她曾感慨过，“我这辈子是
连滚带爬、踉踉跄跄地走过来的。”然而“累
得精疲力竭”的她回馈苦累生命的却是豁
达洒脱。她曾在《假如它能够说话……》中

表达心声：“对于既往的一切，我愿只记着
好的，忘记不好的。当我离开人世时，我曾
爱过的一切，将一如未曾离开我时，一样的
新鲜。”

2014年，77岁的张洁在北京现代文学馆
举办个人油画展。她将画展视为“告别演
出”，在开幕式上发表告别演讲《就此道别》，
其中提到自己已留下遗嘱：“我死了以后，第
一，不发讣告。第二，不遗体告别。第三，不
开追悼会。也拜托朋友们，不要写纪念我的
文章。只要心里记得，曾经有过张洁这么一
个朋友也就够了。”

书比人寿。张洁虽已离去，然而，爱是不
能忘记的，她的文字与风范将长存于喜爱她
的读者心中。对作家最好的缅怀和纪念，就
是在不断的阅读中与其“隔空”共鸣，让其附
着于文字的思想和情感长久流传。

首位两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张洁病逝——

爱，是不能忘记的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明了新时代文学的
方向，提出了对新时代作家的希望，让人醍醐灌顶。”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
式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文艺界持续掀起学习热潮，编
剧、作家们纷纷结合自己的创作畅谈学习体会。
“这是一个充满史诗感的新时代，正需要我们用创作

记录下史诗与辉煌。”生逢其时，让编剧、作家张永琛深感
幸运，“文艺创作者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仅要让人
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还要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同人民融为
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
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目前，张永琛正在创作歌颂天津援藏医生无私奉

献的电视剧《雪域天使》，“这部剧的出品方是市委宣传
部，从开始的选题策划、主题把关定向，到后来的藏区
采访、剧本创作，我们都得到了极大的支持。”为了讲好
天津医生的援藏故事，张永琛和编剧团队先后五次深
入藏区，采访了60多名援藏医生，“他们的付出，令我
们感动、敬重。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天津故事，既
是我们的创作方向，也是我们的使命所在。”
作家要坚守人民立场，作家陈丽伟说，“我的理解就

是要彻底融入人民，为时代和人民放歌，书写人民伟大
的新实践，歌颂人民创造的新时代，让人民真正成为新
时代文学的主角，塑造出真正属于人民、属于新时代文
学的人物谱系。”陈丽伟认为，创新的前提是守正，“正，
就是向上向善，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等。在此前提下，作家可采用新的艺术手段，
讲好中国故事，使作品呈现新的境界。天津作家要讲好
天津故事，塑造出属于人民且具天津特色的经典文艺形
象，为织就中国故事的锦绣华章起到‘累寸’之功。”
除努力创作反映天津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诗歌、小

说、报告文学外，陈丽伟一直倡导描绘新经济、讴歌新时
代的“中国新经济文学”，他希望将其打造成继“改革文
学”之后，天津作家对中国新时代文学的新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文艺创作的行动指

南。”有着30多年写作经历的作家武歆有了更加清晰
的写作方向，“用真诚、朴实的态度去书写人民，书写新
时代中国人民的生活变化，书写中国人民的善良淳朴，
书写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的尊严与高尚，这是作家的
责任和创作方向。无论怎样精妙的虚构，怎样高超的
技艺，都要建立在对人民的真情实感上、对日常生活的
深刻探究中。没有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就写不出人
民满意的作品。”
书写家乡，是每个作家必须经历的人生考题。这

些年，武歆始终关注天津的蓬勃发展，通过各种方式深
入研究学习，“书写天津机械制造业历史发展的长篇非
虚构作品《三条石》，经过几年反复修改后现已交稿，即
将出版。”随后，他准备开启长篇随笔创作，“通过父子
两代人的不同人生经历、心路历程以及时代变迁，反映
京津冀生态建设发展的巨大变化。许多人舍小家顾大
家，为天津发展变化作出贡献，必须要把人民的奉献书
写出来。”武歆说。

线上画展“金虎迎春”

“优秀阅读品牌”评选揭晓天塔灯光秀

晚会录制现场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日前，天津画院推出“金虎迎
春”——天津画院美术作品线上展。

此次展出作品多以新春为主题，《金菊献瑞》《春归大
地》《春浅风寒微露腮》等作品将美好的祝福之情寄托于
传统花鸟画，《古城春晓》《太行早春》《吉祥》等作品描绘
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和人文风光，《闹春》《腰鼓》《十里笙
歌》等作品则以多样的风格表现各地群众喜迎佳节的热
闹场景。展览正在“天津现代美术馆”微信公众号展出。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市全民阅读办日前公布了
2021年书香天津“优秀读书人物”“新时代阅读推广人”
“优秀阅读品牌”入选名单。

经过组织专家初评、网络宣传、综合评审及线上公
示，天津图书馆的“诵读经典美文 歌颂伟大祖国”经典诵
读志愿服务项目，滨海新区图书馆的“读享新时代——新
时代文明实践主题馆”项目，新蕾出版社的“传承民族精
神，追寻红色记忆”系列主题活动等荣获2021年书香天
津“优秀阅读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