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文娱
2022年2月13日 星期日 责编：祁振

李桂林正蹲门口刷牙，见陆
建芬那个样子，一时也手足无措。
就那样僵着也不是办法，他直起
身子：那个，那个，习惯了就好！

你习惯得了，我习惯不了！你
是野生的，不代表我也是野生的。
陆建芬哽咽起来。

学校平时也没人来，除了天知地知，
只有你知我知。李桂林以为这话很幽默，以
为幽默可以驱虫除臭，还可以遮人眼目。

陆建芬啜泣着说出担心：今天这
样都不说了，以后……老师学生在一
起，男的男，女的女……

李桂林拍起胸口：这个你放心，我
们讲科学。下课前老师有的是时间，下
课后先女生再男生，有人“值班”。

陆建芬嘤嘤声小了一些：两头也要
有个遮挡，哪怕就是一扇柴门，一道竹笆。

照办照办，坚决照办！李桂林的态
表得半点儿都不含糊。

短短几分钟，陆建芬还是出了一
身大汗。这汗一半是紧捂口鼻的结果，
一半是紧绷神经的作用。担心一地污
水浊泥脏了鞋子，陆建芬屏住呼吸往
里走时，感觉像走梅花桩。两块木板随
意搭在坑上，既薄又窄。已经够惊心
了，堡坎上方，一个不下十吨的石头后
面，窸窸窣窣的声音时断时续。陆建芬
起身也不是不起身也不是，壮着胆子
抬起头，一个影子晃了一下，不见了。

也是这时，她听到远远传来咩咩的呼
唤，紧接着，是一阵清脆的嘚嘚声。原来是

一只羊在那儿露了一头，她可以长出一口气
了。可她哪敢——嘴一张，或者捏住鼻子的手
一松，还不被无法无天的臭味掀坑里去！

踮脚从茅坑出来，借住的茅屋里传
来哭声。知道是李威睡醒了要吃的，陆建
芬三步并作两步往回走。

问米在哪里，李桂林抠了抠头，没吱声。
又问面呢？李桂林还是抠头。孩子哭得厉害，
李桂林却成了哑巴，陆建芬心里的火再也忍
不住：你是聋了吗？娃娃黄胆都哭出来了！

没有米，也没有面。李桂林终于开了口。
陆建芬睁大眼盯着他，像盯着一个刚

刚现形的骗子：你在山下怎么说的？山上有
吃有喝，有酒有肉，烧火柴也一捆一捆堆在
门口，可是……她的目光落在只差往上冒
冷气的灶上，用比石头还冰冷的语气说，这
屋就是一个破庙子，你就是一尊泥菩萨！

这句带了倒钩的话，精确而决绝地刺中
了李桂林。要说痛，李桂林心里也痛。儿子一
上山就挨饿，当爹的心也是肉长的。比儿子
哭声尖锐的却是妻子眼里的空和话里的冷。
他对陆建芬说过的话也不全是假的。在他来
之前，村干部和村民商定，背着这些东西上
山太艰苦也太危险，每个学生家庭每年给老
师提供6斤大米、10斤洋芋，外带一捆柴禾，
让老师安安全全上来、安安心心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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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出任福州郡守，所著《茶
录》的书稿被掌管文秘的掌书记偷
走后，又被怀安县令樊纪买去，并
刻石拓印，流传在一些爱好茶事的
人手中，但是其中谬误很多。蔡襄
追念先帝当年眷顾知遇的大恩，不
由得抱着拓本流泪不已。于是，他详加
勘正，并手书刻石，以便永远流传于世。
治平年间（1064—1067），《茶录》刻本初
刊于闽中漕治，后再刊于莆田。
作为一位大书法家，蔡襄的《茶

录》是以小楷写成的，乃书法之精品。
因此，《茶录》堪称科学技术与文化艺
术的结晶。它受到历代茶学家的重视，
还被译为英文、法文，流传海外。
《茶录》以记述茶事为基础，分上、下

篇，上篇论茶，分色、香、味、藏茶、炙茶、
碾茶、罗茶、候汤、熁盏、点茶十目；下篇
论茶器，分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
茶罗、茶盏、茶匙、汤瓶九目。这里提到的
茶具，皆为当时饮茶所用。但宋人饮茶之
法，无论是前期的煎茶法与点茶法并存，
还是后期的以点茶法为主，其法都来自
唐代。因此，饮茶器具与唐代相比大致一
样。这一点，从下面对《茶录》论茶器部分
的摘录即可看出。
茶焙：茶焙编竹为之，裹以

篛叶，盖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
以有容也。纳火其下，去茶尺许，
常温温然，所以养茶色、香、味也。
茶笼：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

以篛笼盛之，置高处，不近湿气。

砧椎：砧椎盖以砧茶。砧以木为之，
椎或金或铁，取于便用。

茶钤：茶钤屈金铁为之，用以炙茶。
茶碾：茶碾以银或铁为之，黄金性

柔，铜石皆能生鉎，不入用。
茶罗：茶罗以绝细为佳，罗底用蜀东

川鹅溪画绢之密者，投汤中揉洗以幂之。
茶盏：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

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
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
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

茶匙：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
上，人间以银铁为之。竹者轻，建茶不取。

汤瓶：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
有准。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

蔡襄认为茶椎、茶钤、茶匙、汤瓶等茶具均
以黄金为上，次一些则“以银铁或瓷石为之”。

新中国成立后，在各地宋代墓葬和
窖藏中发现的大批金银器中的茶具，证
实了蔡襄所述宋代上流社会崇尚金银茶

具的情况。如四川德阳、江西乐
安、福建邵武故县、四川崇庆、江
苏溧阳平桥等地出土的宋代窖
藏以及江苏吴县藏书公社北宋
墓、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等，
均有用金银制作的茶具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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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匿名信如石子投湖，在楼
村掀起很大波澜。刘镇长嘱咐宝明不
能耽误搬迁，但事实却直接影响了搬
迁。转天，村里来了几个陌生人，没去
村委会，直接到村民家中走访，有时
就在大街上找村民聊一聊。县纪检委
来楼村调查宝明的消息如一阵旋风，迅速
传遍了整个楼村。一时间，关于宝明在拆
迁工作中犯了错误的种种猜测纷纷出炉，
各种版本的说法在人们交头接耳中悄悄
流传。整个楼村沸沸扬扬，阴云密布，谣言
四起，搬迁工作只能暂停。

宝明见谁都躲着走，他正处在焦虑
之中，也在纠结郁闷中，见人就低头错过，
不和任何人交流。李家喜遇上宝明拉住
他，低声问，真有事？宝明说，不知道啊。

不知道？你自己干了没干不知道啊？
真不知道，我也很纳闷。
李家喜点点头，嗯，那就好，那就抬头

走路。宝明心说，对呀，我为何要低头走
路，我心地坦然，我怕啥？我李宝明到底是
人还是鬼，相信纪检委会查个水落石出。

这天下午，纪检委的人找到二侉
子，让他谈谈对村支书李宝明的印象
和评价。二侉子挠挠脑袋说，李宝明很
好啊，做事认真，办事公道，不吃私，不
贪污，对村里老百姓一碗水端平，是个
好书记、好村主任。纪检委的人问，那
他在楼村拆迁过程中是不是有利用职
权假公济私，搞宗族派性，欺负这个保
护那个，跟一些人吃吃喝喝？

嗯？这个，没听说过。

李宝明跟你关系怎么样？
跟我好啊，我俩是发小，过去老在一起

吃饭喝酒。回答完纪检委的问话，二侉子心
里毛毛的，路上遇到三驴子，故意问，你相
信宝明有罪过吗？三驴子歪歪脑袋，宝明有
没有罪关我屁事，我才不关心呢。二侉子拉
他一把，哎，你这人，咱都是好哥们儿，你说
宝明的事是真的吗？三驴子说，也不知哪个
王八蛋，闲着没事吃饱了撑的，给县纪检委
写啥匿名信啊，我觉得宝明够廉洁啊，不会
有那么多问题。二侉子心里像被针刺了一
样，但不能表露出来，就附和着说，是，这个
写匿名信的人真不是东西，绝对是混蛋王
八蛋干的事，我也不信。

二侉子做贼心虚了，他担心地睡不
着觉，吃不下饭，纪检委万一查不出证
据，他写匿名信的事会不会暴露，万一暴
露了，那可就和宝明结仇了。另外，查不
出真凭实据，纪检委会不会调查写匿名
信的人？万一查出来，那可就糟透了，到
时自己里外不是人，在楼村就彻底臭了，
会不会被弄个诬告罪啊？他为了压住或
者掩盖内心的恐慌，告别三驴子，不知不
觉来到小酒馆，让陈晓敏给弄两个小菜，
要了半斤白酒，滋溜滋溜地喝着。心里在
盘算下一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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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文艺工作者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坚持守正创新 讲好天津故事

■本报记者 翟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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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津门文艺工作者中持续引发强烈反
响。来自不同岗位、不同专业的文艺工作者们结合工作实
际，畅谈天津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美好前景。

市文联党组成员、秘书长陈少杰表示，迈入新时代，踏
上新征程，文联工作要发挥好在行业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就
要进一步加强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紧紧围绕文
艺作品、文艺活动、文艺惠民三大重点任务，切实履行好团
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的工作职责。陈少
杰说，市文联要坚持把高质量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根本标
准，积极探索建立重点文艺创作生产机制和评价体系，促进
天津文艺实现从高原到高峰的突破。

学者王振良表示，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
为了继承，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实现创新，要使之“成为文
艺创新的重要源泉”，要使之“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
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
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他说：“天津
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近代以来成为‘西风东渐’的重要
桥梁和纽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
章。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和天津历史文化的研究者，我将
立足教学科研、植根津沽大地，继续为讲好天津故事踏踏
实实地做实事。”

市曲协副主席裘英俊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给文艺创作的继承创新指明了方向。他表示，今天的
曲艺创作不能单一地强调创新，脱离了传统根基的创新
是没有生命力的，要到我们传统文化的宝库中去寻找创
新的灵感、创新的元素、创新的根本。相声艺术中大量的
关于历史人物、民间风俗、诗词歌赋的经典作品，都是在
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孕育出的丰硕果实，很多大家耳熟能
详的优秀创编作品，也都有对传统节目的有机融合。学
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
新的重要源泉。

市文联副主席、市杂协主席刘军说，杂技是一门具有广
泛传播性和感染力的艺术，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
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良载体，在给人们带来愉悦
与惊奇的同时，杂技工作者也需要用情用力地以优秀作品
来抒写时代风貌。在今后的艺术工作中，我们要继续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
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作品。

市杂技团演员王磊结合滑稽节目《三个和尚》的创作经
历，表示要坚定文化自信。他介绍，这个节目以“讲好中国
故事”为出发点，融合了汉代俳优、传统戏曲、经典美术片
《三个和尚》、杂技“顶花坛”技巧等中国艺术元素，最终表达
出“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该节目荣获中国杂技金菊
奖。王磊说，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取材，运用艺术的载体讲
好中国人自己的民族故事。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昨天和今天，两台高水准音乐会通过
“直播天津”线上平台播出，为市民带来线上艺术大餐。

昨晚7时30分，天津歌舞剧院“云·舞台”系列剧（节）目展
播播出“威尔第之夜”纪念朱塞佩·威尔第逝世120周年歌剧
GALA交响音乐会。西方的“GALA音乐会”类似于庆典晚会，
内容多为音乐名段荟萃。本场音乐会由天津歌舞剧院多位优
秀歌唱家担任演唱。

今晚7时30分，作为天津交响乐团“空中音乐会”和我市
“美育实践课堂系列音乐会”活动之一，天津交响乐团“贝多芬
全集”系列音乐会第二场将播出。“贝多芬全集”是天津交响乐
团2013年推出的全新系列演出，该系列共有9场音乐会，共演
出贝多芬的9部交响曲、5部钢琴协奏曲、1部小提琴协奏曲及
1部三重奏协奏曲。此次天交为线上观众带来的是该系列的
第二场音乐会，由著名指挥汤沐海执棒，重点曲目是贝多芬
《第五交响曲》，同时还演奏柴可夫斯基创作的《第五交响
曲》。前者又被称为“命运交响曲”，是最为中国观众熟知的贝
多芬作品之一，蕴含着作曲家的斗争精神；后者是柴可夫斯基
“悲怆三部曲”中情感最为复杂的一部，用音乐演绎出另一种
面貌的“命运”主题。

两台经典音乐会周末线上播出

■本报记者 张帆

作为全国首台以相声为主题的晚会，
此前播出的“2022天津卫视德云社相声春
晚”主题鲜明、名家云集，集合歌曲、舞蹈、
快板、京韵大鼓、京剧等表演形式，打造沉
浸式的收看体验。相声春晚历经三年的
磨砺，早已突破天津的地缘边界，也深受
全国观众喜爱。

收视喜人 传统与时尚融合

播出当晚，天津卫视相声春晚播放量
居优酷站内各大卫视春晚总榜第一位，并
且多次进入微博、抖音、今日头条、网易、
新浪新闻、腾讯新闻等媒体的热搜榜单。
数据显示，晚会在天津 IPTV 收视率
7.39%，市场份额24.98%，全国第一。同时，

天津卫视相声春晚斩获全网热搜62个，微
博主榜热搜9个。其中，“天津卫视相声春
晚”相关微博话题总阅读量超5.4亿，讨论
量超43.3万；与晚会相关的“郭麒麟赵伟洲
首次同台合作”“岳云鹏重现我的天呐名
场面”“秦霄贤碎银几两舞台氛围感”等晚
会相关微博话题总阅读量超10亿，抖音视
频总播放量超1.2亿次。

今年的相声春晚大开场歌舞在音乐
设计方面，编曲更加流行时尚，融入了《大
西厢》和经典京剧配乐等传统文化元素，
凸显天津卫视相声春晚特色。舞台呈现
上完美契合过年氛围，在传统歌舞的基础
上融入京剧、壬寅虎年等元素，满足不同
年龄层、不同受众的需求。

晚会除王惠、郭麒麟、岳云鹏、陶阳、
孟鹤堂、周九良、杨九郎、秦霄贤等近百位

德云社、麒麟社以及鼓曲社演员外，还邀
请了相声界前辈马志明、石富宽以及由15
位老艺术家组成的“千岁组合”，共同展现
中国文化的魅力与传承。天津楷模孟祥
飞、徐文华以及王宝泉带领的天津女排，
奥运冠军巩立姣、杨倩、朱雪莹的出现也
成为晚会的一大亮点。网友评论称：“欢
笑中有思考，贴近生活的相声作品反映现
状，很写实。”“有文化传承，有时代精神，
相声春晚的内涵丰富，意义更深远。”

匠心精神 富有津味特色

孟鹤堂的新作品《爆竹声中一岁除》
中出现“5878”的包袱，用四个数字来解读
“五花八门的七大姑八大姨”，引发观众共
鸣。石富宽、于谦、孙越、冯照洋三代同台
表演的新作《我要直播》讽刺直播间不良

现象；烧饼、曹鹤阳的新作《礼尚往来》则将
很多人“过年被送礼支配的恐惧”描述得淋
漓尽致。

晚会中，15位年龄加起来超千岁的鼓曲艺
术家们同台，通过荧屏诉说对鼓曲艺术的坚守
与深情。为了呈现鼓曲的多元化，导演组在节
目的设计上突破传统鼓曲与现代音乐的壁垒，
给观众营造一种沉浸式的收看体验。马志明
也不止一次强调“曲艺的传承很重要，不仅艺
术需要传承，观众也需要传承”。网友们也评
论说：“鼓曲太好听了，相声春晚让我们感受到
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这种魅力的延续需要每一
个观众接受它、喜爱它、传播它。”

差异化、主题晚会、文化传承、匠心精神，
这些都已经成为相声春晚鲜明的津味特色。
历经三年的积淀，相声春晚依托资源优势，以
相声为原点，成为天津的一张特色名片。

展现传统文化魅力与传承

相声春晚打造城市“文化名片”

■本报记者 张帆

从杨柳青古镇走出来的中国民间
美术史学家王树村，在生命的尽头，对
杨柳青木版年画发出一生的慨叹：“这
是民族的灵魂，别的绘画没有办法跟它
比”；1907年，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
夫对杨柳青木版年画发出了这样的惊
叹：“这里描绘了他们多彩的生活、神奇
的世界”……昨天，纪录片《过年的画》
在央视纪录频道开播，第一集《岁岁年
年》通过王树村、阿列克谢耶夫的人生
经历，以及他们和杨柳青木版年画鲜为
人知的故事，呈现了杨柳青木版年画的
价值与魅力。

民间美术史学家、年画研究专家
王树村弥留之际放不下的依然是年
画。通过对王树村家人及学生的大量
采访和记录，观众跟随纪录片的镜头
走进一位年画研究者的人生轨迹，也
打开了一窥中国民间艺术瑰宝的大
门。从王树村到阿列克谢耶夫，从中
国美术馆到冬宫博物馆，在市作协副
主席闫立飞看来，《过年的画》通过一
个个人物故事的讲述，呈现了杨柳青
木版年画的深邃与广阔。“虽然逐渐远

离人们的视线，其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
属性不断减弱，但其关联社会民俗，承载
集体记忆和创造精神的文化价值与审美
意识得以突显。纪录片讲述中俄两代学
者与杨柳青木版年画故事时，也让王树
村与阿列克谢耶夫在年画中相知相遇，
杨柳青木版年画的收藏与研究，为两国
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架起了桥梁。”
《过年的画》有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前

世”更有“今生”，讲文化价值也不忘传承
思考。老一代学者与杨柳青木版年画的
传奇故事虽不可复制，新一代杨柳青木版
年画的守望者则各有特点，他们对杨柳青
木版年画的痴情与痴迷确是一脉相通
的。闫立飞说：“纪录片通过艺术院校博
士生和大学生、民间学者、非遗传承人、年
画老店后人、新一代杨柳青画社传承人等
人，叙述关于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保护与继
承主题，在这些人物身上发掘年画精神和
颂扬他们的热忱与专注时，也在他们为杨
柳青木版年画呼吁奔走的悲壮中提出了
年画如何与时俱进与创新的问题。问题
提出的本身蕴含着问题解决的可能，《过
年的画》既是杨柳青木版年画及其守望者
的颂歌，也是这种守望精神的传递者。这
种歌颂与传递，以一种沉甸甸的文化责任

与担当融入了《过年的画》的每一集，并召
唤着它的共鸣者。”
片中，特写镜头徐徐展开卷轴，打开

王树村捐献的木版年画时，这位民间艺术
研究者的形象与一幅幅浸染了时代印迹
与乡土风尘的精美年画渐渐重合，诠释着
杨柳青木版年画的文化魅力。如今，王树
村的精神也影响着一代代人继续着对杨
柳青木版年画的保护、传承与创新。

王进是王树村之孙，在他的记忆里，
爷爷潜移默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小时候
家里到处都是年画，耳濡目染间加上几代
人都从事年画相关工作，王进进入这一领
域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我最初学习
装裱字画也是因为年画，因为家里收藏了
很多年画，时间久了很多画受潮腐朽碎
裂，学习装裱也是为了修复这些画。后来
爷爷写书需要翻拍一些资料照片，我就帮

他拍年画，（喜欢年画）也是受了他的影
响。”王进说，“爷爷说杨柳青年画对颜料的
使用、色彩过渡和艳丽程度都无与伦比。
在他的年画收藏中，也是以杨柳青年画为
主，我们大致统计过，有接近 6000 个品
种。这个收藏是从他的父辈就开始了，他
自己又经过几十年的寻找搜集，藏品的品
质是最好的，题材也是最多的。”为了能让
更多人了解杨柳青年画，王树村在这一古
老技艺的传承发展上也不遗余力。王进告
诉记者：“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筹备
建馆时，他一直在京津两地奔波，提供样
品，也捐赠了很多木版年画。”

今晚，《过年的画》播出第二集《点染丹
青》。本集通过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冀北的
田野调查，齐健隆年画店后人的寻根之旅，
非遗传承人霍庆有与年画的半生缘，一点点
揭开隐藏在杨柳青年画背后的历史过往。

■本报记者 张钢

火爆的春节档过后，电影市场将有多
部爱情题材片以及“冰墩墩”领衔的《我们
的冬奥》上映，精彩继续。

2月14日当天，有三部爱情片上映，分
别是《十年一品温如言》《不要忘记我爱你》
和《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改编自书海沧
生同名小说的《十年一品温如言》，实体书
总销量超过百万册，很多喜欢原著的粉丝
都对该片充满期待。影片讲述了男女主人
公温衡和言希的十年恋情，他们年少相爱，
遇见彼此的脆弱时刻，又因为命运分隔两

地，无法相守身边。《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
是一部关于“脑电波恋爱”的奇幻爱情片。
影片讲述了身处北京的建筑师助理安易与
远在德国的调音师高昂因为一次意外脑电
波相连，原本陌生的两人彼此能感知相通，
特殊的“通感”技能给双方的生活带来了千
奇百怪的意外事件。《不要忘记我爱你》由
刘以豪、娜扎主演，讲述的是一段甜蜜又感
人的爱情故事。

在19日上映的动画片《我们的冬奥》
中，“冰墩墩”和“雪容融”的大银幕之旅
将会给观众带来惊喜。影片故事围绕冬
奥会展开，“冰墩墩”和“雪容融”将和齐

天大圣、葫芦娃、雪孩子、黑猫警长等众
多经典的动漫角色一起体验冰雪运动，
点燃冰雪运动激情，展现团结拼搏的冬
奥精神。

此外，几部海外大片将从下周开始与
观众见面。经典IP《尼罗河上的惨案》19日
上映，这部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
故事曾多次被搬上银幕，导演肯尼思·布拉
纳此次为“大侦探波洛”的再次出山做了精
心准备。25日上映的《纽约的一个雨天》是
导演伍迪·艾伦首部在中国内地公映的作
品，极具个性化的导演风格和四次获得奥
斯卡奖的传奇经历吸引影迷关注。

“冰墩墩”领衔 电影市场精彩继续

一张画牵出无数动人故事

《过年的画》今晚播出第二集《点染丹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