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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拿起画笔精心构思冬奥主题年画

杨柳青年画绽放时代华彩

天津自然博物馆组织编著新书

展示桑志华黄河调查成果

《长津湖之水门桥》导演徐克解读伍万里——

“他代表着新一代的希望”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娃娃们畅享冰上运动、冰墩墩出现在杨
柳青年画中……继抗疫主题年画刷屏之
后，天津杨柳青画社的传承人又拿起画笔，
精心构思、创作出一幅幅融合冰雪运动激
情与传统年画喜气的冬奥主题年画，以主
题年画助力冬奥，同时让天津杨柳青木版年
画这个非遗项目在时代盛景中绽放华彩。
拥有400余年历史的杨柳青年画根植

于中华民族勤劳、质朴、乐观、勇敢的精神
沃土，以质朴率真的审美特质，折射出不同
时代的民间信仰、生活风俗、审美心理、社
会实践，铺陈出几百年来的民间生活景观，
寄托着人们对新年的祈愿以及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杨柳青年画一直以自己独特的方
式记录着历史。作为当代年画创作者，我
们有责任用画笔来记录北京冬奥盛况，更
希望通过自己擅长的方式参与冬奥，用年
画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传统文化。”这是高
筵、王艳、祖嘉爽、苏丽妍、何舒然等杨柳青
画社传承人的心声。
祖嘉爽介绍了《杨柳青青迎冬奥》的创

作初衷：“我绘制了杨柳和青青两个年画娃
娃，取杨柳青年画的谐音，以男女双人花样
滑冰的形式展现，继承杨柳青年画中娃娃
的可爱形象，动作优美生动。希望以此助
力冬奥，鼓励全民健身，爱上冰雪运动。”
高筵说，《福运冬奥》采用了杨柳青木

版年画中“福”字的一种拼贴形式，同时融

入非遗剪纸形制和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
墩、奥运五环等元素，“再配上年画娃娃掷
冰壶、高山滑雪、单板滑雪等运动形象，折
射出人们对冰雪运动的热情，传递奥林匹
克精神。”
王艳希望以融合传统和现代元素的《喜

迎冬奥》祝福冬奥、为中国运动健儿加油，“画
面中保留了传统娃娃的造型和吉祥元素，比
如衣服上的葫芦纹饰代表福禄，牡丹花代表

富贵，祥云代表吉祥如意，同时融入了冰雪元素，
例如雪景、迎冬奥的旗帜等。娃娃的动作上稍
作改良，画出了胜利的手势，动感的造型和充满
喜悦的表情表达了对冬奥的祝福。”
传统杨柳青年画《瑞雪丰年》展现的是孩

子们在大雪纷飞时愉快堆雪人的场景，何舒
然灵机一动，将原本画中的雪人变成了冰墩
墩的样子，“冰墩墩的造型特别可爱，我就把
它的形象融入了这幅年画中。”

苏丽妍创作的《百花迎春来，红福庆冬
奥》，冰墩墩乘着奥运五环徜徉在巨龙般蜿蜒
的长城上空，而雪容融则嬉戏于冰雪山峦之
间；日出东方，金光烁烁洒在祖国万里山河，
一派喜气祥和。杨柳青画社的传承人表示，
冬奥会是一场体育盛会，也是一场文化盛宴，
中国人民在新春佳节喜迎冬奥，既让世界充
分感受我们的龙虎精神，也为世界奉献一场
冰雪运动与中国文化荟萃的盛宴。

■ 本报记者 张钢

在春节档取得28.8亿元票房佳绩后，
《长津湖之水门桥》高歌猛进，至今已拿下36
亿元，依然占据票房排行榜首位。日前该片
在北京大学举办特别放映，导演徐克在谈起
影片创作过程时表示，“影片结尾，七连战士
只有伍万里一个人活着回来，选择伍万里，
是因为他代表着新一代的希望。”
延续了前作的超高人气，《长津湖之

水门桥》自上映之日起便取得票房与口碑
双丰收。基于该片九成以上的戏份是徐
克执导，因此没有采用前作中三位导演联
合署名的方式，林超贤与陈凯歌只是挂名
监制。为了展现战场上的真实，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徐克选择了尽最大可能去实
拍。他说：“片中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
火焰枪戏份中，我们研讨了多次后决定去

实拍。尽管火焰枪的火焰完全可以用电脑
特技做出来，但我还是觉得实拍的效果呈现
在大银幕上，会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真实观
影感受。影片大部分是冰天雪地里的戏，在
拍风雪中开战的戏份时，我们光是吹风组就
有三队人马，每换一个场景，都要花很多人
力和时间去布置造风工具。造雪更困难，往
往需要三种下雪方式相互配合，飘在空中
的、飘在人物背景中的、飘在人脸上的。这
样的拍摄方式虽然特别麻烦但非常值得。
抗美援朝这段历史，可以让人看到中国人如
何面对强大的敌人，又怎么在世界上建立起
坚强的民族形象。所以，剧组在面临挑战
时，都一起想办法战胜它，用精品意识将这
部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
“七连应到157人，实到1人。”寒风中伍万

里说出的这句台词，是全片的最大泪点，无数
观众饱含热泪，被英雄的大无畏精神感动。徐

克表示：“我们在查阅史料时得知，七连只有一
位战士活着回国。这段悲壮的历史令人痛心，
但正是这位战士告诉了我们，七连在战场上经
历了什么。在剧本改编阶段，我们反复论证，
片中的几位角色谁是那位幸存者。最后，我们
选择了伍万里，因为他是新一代的希望，是成
长和未来的象征。先辈们保家卫国，为的就是
换来下一代的和平生活，幸存的伍万里将和所
有青年一样，为了美好的未来继续奋斗。”
在票房与口碑成功的背后，徐克从更深

的角度说起了电影产业的未来。他说：“制
片方从高质量、高口碑的大片中盈利后，会
投给一些有艺术追求的年轻导演，拍出更多
中小成本电影。这样循环起来，整个电影产
业就会不断拍出好作品。因此，电影行业需
要更多《长津湖》这样的作品，七连的故事结
束了，但七连的精神、抗美援朝的精神永远
不会完结。”

本报讯（记者 刘茵）为加强北疆博物院资料的挖掘、整
理和研究，天津自然博物馆组织编著了《〈黄河流域十年实地
调查记（1914—1923）〉手绘线路图研究》（第一册）一书，近期
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疆博物院历经百年，积淀深厚，不仅留下大量珍贵的

标本文物，还留有大量研究价值极高的文献资料，其中尤以
桑志华所著的《黄河流域十年实地调查记（1914—1923）》和
《黄河流域十一年实地调查记（1923—1933）》最为珍贵。这两
部著作是北疆博物院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对研
究北疆博物院的科学考察历程、标本采集成果、社会历史影
响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对研究20世纪初中国北方自
然环境以及社会变迁等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两部著作
中不但有大量文字记载，还包含百余张桑志华亲手绘制的野
外调查线路图和考察照片，对解读这两部著作具有重要的资
料支撑作用。
由于手绘线路图中包括大量的线条、符号、法语的中文

方言等，与现代地图对照，无位置、无坐标，其中大量地图要
素或偏差或缺失，给研究带来了很大难度。为科学、准确解
读这些手绘线路图，天津自然博物馆首次尝试对桑志华所著
的《黄河流域十年实地调查记（1914—1923）》中77幅手绘线
路图进行核实、整理、研究和空间位置配准与拉伸，在与老地
图反复比对基础上，与现代地图叠加，对手绘线路图的行程
路线及符号标识逐步进行科学解读与分析；对于法语的中文
方言的解读，该馆工作人员也进行了大量考证，力求准确，极
大填补了北疆博物院资料研究利用的空白，将封存百年的历
史公之于众。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今日起至21日，天津歌舞剧院、天
津交响乐团将推出三场线上音乐会，为观众带来多首民乐和
交响乐名曲。
今日19:30，“云·舞台”系列剧（节）目展播将在“直播天

津”平台为观众带来“经典流传”民族音乐会。这台音乐会的
一大看点是著名指挥家刘沙的执棒，作为一位在中国民族音
乐、西方交响乐两个领域都颇有建树的当代指挥家，刘沙对音
乐作品有着独到的视角和深刻的理解，他对民族音乐作品的
演绎既有传统韵味又富于时代感。本场音乐会，刘沙将与保
利天歌民族乐团共同带来民族管弦乐《春华秋实》《将军令》
《风之歌与月亮歌》，古筝与乐队《云裳诉》，二胡协奏曲《阿曼
尼莎》等新老作品，展示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
20日、21日，天津交响乐团将送上两场不同风格的交响音

乐会。20日19:30在“直播天津”平台推出的是“交响乐之父”海
顿系列音乐会之“火”，这是天交打造的“交响乐之父”海顿系列
音乐会的重磅演出之一。音乐会主要演奏海顿创作的《A大调
第五十九交响曲，“火”》，还选取了法雅《火祭舞》、王西麟《火把
节》、斯特拉文斯基《火鸟组曲》等三部同样以“火”为主题的经
典作品，著名指挥家汤沐海执棒乐团演出。21日20:00，柴可夫
斯基芭蕾舞剧三部曲交响音乐会将通过天津数字电视“导视频
道”与观众见面。在天交团长、国家一级指挥董俊杰的执棒下，
乐团将通过《睡美人》《胡桃夹子》《天鹅湖》三部芭蕾舞剧的组
曲，为观众再现“老柴”笔下旋律的不朽魅力。

本报讯（记者 张帆）为做好北京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版权保护工作，落实
国家版权局等6部门《关于开展冬奥版权
保护集中行动的通知》要求，按照《天津市
版权局等开展冬奥版权保护集中行动方
案》安排，2月15日，天津市文化市场行政
执法总队联合天津市版权局、天津市公安
局生态环境和食品药品安全保卫总队深
入天津市重点市场、重点区域开展冬奥版
权保护集中行动。
在南开区长江道图书批发市场，检查

组对市场内部分门店进行执法检查，宣传
版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重点检查了是
否存在涉冬奥文字、美术等作品的侵权盗
版行为以及销售涉冬奥侵权盗版衍生品
的违法行为。同时，检查组对落实疫情防
控要求情况进行了督查，对开展2022年出
版物发行单位年度核验工作进行了提示。

在西青区，检查组联合西青区文化市场
行政执法支队，根据前期网络监测掌握的线
索，在天津市公安局西青分局的配合下，对
大寺镇某书店进行了执法检查。经过执法
人员有效震慑和耐心说服，在强有力的证据
面前，经营者对其涉嫌销售涉冬奥侵权盗版
衍生品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西青区文化

市场行政执法支队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并
对当事人下达了《调查询问通知书》。目前，
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通过开展联合集中行动，震慑了各类涉

冬奥作品的侵权盗版行为，维护了奥运版权
及相关权利，提高了冬奥版权保护的社会意
识。下一步，天津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
将继续按照方案安排，持续开展联合集中行
动，严厉打击各类涉奥运作品侵权盗版行为，
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营造良好
的版权环境。

三台音乐会与您“云上”相约

我市开展冬奥版权保护集中行动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由著名经济学家、中央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洪银兴教授领衔撰写的《中国
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论》一书，近日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
版。该书已入选2020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
该书分为上、下两册，总计65万字，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

党百年经济思想，对党在各个阶段的经济思想及其发展演进
进行了深入研究，重点突出对各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经济
思想的研究。书中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的阐述与总
结，一方面以大量史实资料为基础，充分体现“史”的底色；另
一方面突出对经济思想的提炼与分析，充分体现“论”的特
征。全书史论结合、阐释深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
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论》出版

全书史论结合阐释深刻

《百花迎春来，红福庆冬奥》 《杨柳青青迎冬奥》 《瑞雪丰年》

一点一点，陆建芬缝合了撕
裂的棉絮，也缝合了自己一度千
疮百孔的内心。感觉到屋里有什
么异样，她向后看了一眼。当目
光和李桂林的撞在一起，当她读
出了丈夫眼里的自责、怜惜与忧
虑，当她心中的柔软、明亮、宽阔从目
光输入他的内心，风暴发生了。他让
她离开，而她选择留下。

反转不期而至，意志不可阻挡——
至少彼此读取到的信息，对方立场都
是不容置疑，不可更改。一场感动的
风暴在两颗年轻的心上同时生成，也
是这一天、这一刻，这无比寂静的时光
里，他们又一次看清了自己也看清了
对方，又一次在不约而同间想起“月夜
私奔”的往事，并为当初的选择和曾经
的勇敢感到欣慰，感到幸福。

背道而驰的两个答案，正确的只
有一个。还在蜜月里，生活中遇到矛
盾怎么处理，两个人就有了约定：男主
外女主内，大庭广众下听李桂林的，只
要回家把门一关，做主的就该是陆建
芬。这一回，李桂林觉得自己是吃准
了，和家隔着一条河，这件事得按他的
意思办。陆建芬根本不吃这一套，她
指指屋顶说这里也不是大庭也没有广
众，屋里的事我说了算。李桂林威胁
说，现在找个借口走，大家都能理解，
往后骑虎难下，只怕就走不脱了。

陆建芬说都怪当初眼瞎跟了你，
都怪当初不该说那句话，嫁鸡随鸡，嫁

狗随狗。李桂林急了，这里也不是动物
园，光为威儿你也少说些没用的。陆建
芬话就不好听了起来，她指着李桂林鼻
尖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要不是看
你过得像个讨饭的，你拿根绳子捆我的
腿，我卸了腿也要回家去！李桂林不吱
声了，这么多年，他没见陆建芬发过这么
大的火，要是火上浇油，大火烧了龙王
庙，罪魁祸首还是自己。他相信陆建芬
要不了多久还是会走，至于多久是多久
他管不了，至于到时候自己是哭是笑他
不知道。管不了的事由他去吧。

就这样，三天后，陆建芬成了二坪小
学代课老师。同学们好！姐姐老师好！

第一次上课，孩子们的声音并不齐
整，所以，当他们参差不齐地喊出“姐姐老
师”时，陆建芬眼眶又一次湿润了。她是
29名新生的老师，也是29个孩子的姐姐。
天底下再没一个姐姐有这么多弟弟妹妹，
这么说来，自己是多么幸福，多么责任重
大。而这些学生，这些恭恭敬敬站在面前
的孩子，从他们破破烂烂的衣服、用布片
折叠而成或拿塑料袋代替的“书包”上，从
他们枯草般蓬乱的头发和仿佛生下来就
没有洗过的手上脸上，她看见了他们教室
以外的时光，看见了他们的家和生活。

40 成为代课老师

唐寅、文徵明以外，明代茶画
里描绘茶具而知名的，还有王问
（1497—1576）的《煮茶图》，绘有煮
茶的四方体竹炉，现由台北故宫博
物院收藏；丁云鹏（1547—1628）的
《煮茶图》，绘有煮茶的竹炉、炉上
的茶瓶以及几上的茶罐、茶壶、茶托、茶
碗等，现由无锡市博物馆收藏。

从这些茶画中，可以见到明代成化
至万历时期紫砂壶形态的演变过程。
有些壶是用来煮水、煎茶的，还不能称
为紫砂茗壶，如唐寅《事茗图》中的提梁
壶、仇英《松溪论画图》中的软提梁壶
等。王问《煮茶图》中的提梁壶，从流的
部位、形状来看，很像是金属壶。但文
徵明的《品茶图》（作于1543）中的紫砂
壶，显然是用来泡茶的。

到了清初，对于两位著名文学家蒲松
龄和孔尚任来说，小小的茶具各有妙用：蒲
松龄借助茶碗摆茶摊搜集创作素材，孔尚
任则在作品里借助茶壶讽刺奸佞。

清代康熙初年的一个盛夏季节，在
山东淄川（今属淄博市）蒲家庄大路口
的老树下，一位三十来岁的文人摆了一
个茶摊。摊桌上摆着一把茶壶，几个茶
碗，还搁着笔墨纸砚。这位文人便是中
国古代著名短篇小说集《聊斋
志异》的作者蒲松龄。

蒲松龄（1640—1715）,字
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
士。蒲家号称“累代书香”，蒲
松龄出生时正值明末清初大

动乱之时，家道中衰，家境维艰。蒲松龄
一生刻苦好学，却屡试不第，不得不在家
乡农村过着清寒的生活，做塾师以度日。
科场失意，生活潦倒，使他逐渐认识到像
他这样出身的人难有出头之日，于是他将
满腔愤懑寄托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
至康熙十八年（1679），这部短篇小说集已
初具规模，但一直到他暮年方才成书。
《聊斋志异》的故事来源非常广泛，有

出自蒲松龄亲见亲闻，还有很多则出自民
间传说，其中设置茶摊便是蒲松龄征集四
方奇闻轶事的一个办法。他将这个茶摊设
在村口大路旁，供行人歇脚和聊天，在人们
边喝茶边闲侃的过程中，蒲松龄常常能够
捕捉到故事素材。后来蒲松龄干脆立了一
个“规矩”，哪位行人只要能说出一个故事，
茶钱他分文不收。于是有很多行人大谈异
事怪闻，也有很多人实在没有什么故事，便
胡编乱造一个。对此，蒲松龄一一笑纳，茶
钱照例一文不收。他通过这种途径搜集到

许多故事素材，最后结合自己的
生活经验和丰富的想象力，将许
许多多狐仙神鬼的传说修改、充
实、创作成一篇篇小说。《聊斋志
异》通过谈狐说鬼的方式，对当时
的社会政治多有讽刺和批判。

124 蒲松龄路口摆茶摊 70 难事难说

知识产权出版社

红楼与

中华名物谭
罗文华著

风雨楼村

杨伯良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在那高山顶上
陈 果著

宝明先来到于世海家，一进门
见于世海正抱着棺材哭呢，非要赶
在搬家前死，说他不赶紧死，棺材
就用不上了，一定要在老宅子里给
他办丧事。老伴儿捶着他的后背
说，你个遭天杀的，想那么多干啥
啊，好死不如赖活着，死了管它是啥棺
材啥葬法，随便让活着的人去折腾吧，
没听说为自己死后的事操心的。宝明
把老人劝到屋里坐下，安慰了一会儿，
不好再提棺材的事，告辞出来。然后来
到于世林家，四爷，您是喝过墨水的老
人，能够接受新思想、新观念……于世
林端着烟袋准备点火，你就别给我戴高
帽啦，我喝了多少墨水我知道，哪能跟
你们年轻人比，我只是讲道理，不胡搅
蛮缠。宝明伸出大拇指，对，为您点
赞。宝明啊，其实我也不愿意天天看到
那个阴森森的棺材，一看见就想到自己
将要死去，心里就不是滋味。

是啊，一口棺材放在家里，既占地方，
又瘆人。现在国家提倡文明丧葬，人死
了就不用棺材了，都要火葬，用骨灰盒。

死了入土为安，是多少辈子传下来
的习俗，没有棺材，我接受不了。

宝明说，我们年轻人非常理解老人的
心情，但实在是不能带着棺材进新楼区。

你别老盯着我，你二爷李家喜不是
也有棺材吗？你先把你老李家人的工作
做通了，他们上交，我绝不落后，保证上
交，而且我还可以让于世海等老于家人痛
痛快快地上交。

宝明直奔李家喜家，二爷啊，您知道
我来找您干啥？李家喜说，知道，肯定是
棺材的事。嗯，二爷脑子就是好用。别
拿嘴抬轿子，抬多高我也晕不了。二爷
啊，您看，道理用不着我讲，您比我还明
白呢，您那棺材是不是带头上交？你是
逼我还是跟我商量？二爷啊，您得为您
这个孙子做做劲。全村二十一口棺材，
绝对不能带进新楼区啊。李家喜半眯着
眼看着宝明，我想得开，人死如灯灭，死
了啥也不知道了，还管住啥棺材不棺材
的，最终只剩一把骨头。我也知道住楼
房没地方放棺材，可你们收过去怎么处
理，拆了烧火？有用啊，新楼区绿地零零
散散地摆一些长椅子，中心小广场还要
弄一个长廊景观，都可以用上啊。李家
喜轻轻地点头。二爷您同意啦？李家喜
没点头也没说话。

晚上，村委会办公室里灯光明亮，各
小组反馈工作进度和情况，差不多都一
样，一部分老人通情达理，听从村委会安
排，一部分老人抵触情绪非常强烈，说不
通。宝明急得脑仁疼，方案想了一个又
一个，又一个个推翻，脑子里不断回响着
刘镇长曾经说过的村干部就要敢于担
责，善于担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