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日比赛夺下2金3银3铜 冬季两项高山滑雪实现突破

中国代表团刷新历史纪录

8 文体
2022年3月6日 星期日 责编：祁振 温卉

全景再现淮海战役
——访国画《淮海战役总前委——蔡洼会议》作者于露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1948年 12月 17日，淮海战役总
前委在安徽萧县召开蔡洼会议，研究
淮海战役结束后的渡江作战和部队整
编方案，这一会议在中国革命史、军史
上具有重要地位。作为我市入藏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7件美术作品之

一，由青年画家于露创作的国画《淮海
战役总前委——蔡洼会议》即以此为
素材，全景式地再现了波澜壮阔的淮
海战役。
于露老家离蔡洼会议旧址仅有几

公里，他的祖父也是参加过淮海战役
和渡江战役的解放军老兵。从小，于
露就耳濡目染地听过很多淮海战役的

往事，也一直期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将这
段激动人心的故事讲述出来。国画《淮
海战役总前委——蔡洼会议》的画面主
要分为上中下三层结构，于露选取了淮
海战役总前委的一张珍贵合影作为作品
中央的主要人物形象，从左至右分别是
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陈毅同志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
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无论是
口耳相传的战争往事，还是在历史资料
中的所学所得，都使于露更加清晰地认
识到，淮海战役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
在画面下方，他精心设计了人民群众的人
物群像，男女老少以各种方式参与拥军，
脸上写满对人民军队的感情和对新中国
的企盼。画面上方，于露描绘了解放军
战士从光荣入伍到参与战斗的形象，最
上方是战士们进军、冲锋的背影和船帆，
表现的是淮海战役之后的渡江战役。于
露说：“很多淮海战役主题作品采用的是
以某一个场景反映大战争、大时代，而我
在作品中采取了元素拼贴的方式，以一种
运动的状态再现淮海战役。”
用最擅长的美术方式为大众讲述了

自己眼中的淮海战役，对于露而言，这次
创作经历不但实现了他多年来的夙愿，
也给了他很多新的启发。他说：“画家不
光要拿笔描绘当今的生活，也要去描绘
我们的历史，反映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
不易。画家首先要认识这个时代，认识
党和国家的历史，再通过自己的画笔把
对时代和历史的认识展现出来，这也是
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于露还表示，市
文联、市美协对青年美术工作者给予了
非常多的帮助，作为一名在天津学习工
作生活了十几年的新天津人，他认为天
津有着非常多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目
前正在准备平津战役题材的美术创作。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为迎接“三
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前日，市书协在
线上平台推出书法网络邀请展，展出
津门老中青女书法家的最新作品。

此次展览共有32位女书法家参
与，每人展出三件作品，包括一件临
摹作品和两件创作作品。作品囊括
多种字体，既表现津门女书法家传承
经典的深厚底蕴，又展示着她们寄情
翰墨的自我追求；内容大多为直抒胸
臆讴歌新时代之作，也不乏表现天津
人民战“疫”壮举和描绘美好生活的
作品。展览正在“天津文艺界”官网
等平台展出。

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天，在CBA
常规赛率先进行的第31轮比赛中，天
津男篮以120:102轻松战胜新疆男篮。
重要的是，这是天津队自2008年升入
CBA后首次战胜新疆队，在双方的第
31次较量中，天津队终于等到了这迟
来的胜利。

昨天从一开场天津队就在外线找
到了手感，罗切斯特和孟子凯率先下起
了三分雨。随后天津队始终延续着火
热的手感，阿的江对此也没有太多办
法，这已经不是新疆队第一次在天津队
身上吃到外线的亏了，却仍然防不胜
防。最终，双方的三分球投中之比为

21:3，三分球得分比为63:9，说新疆队
本场比赛是被天津队用三分球投死的
也不为过。
赛后，天津队主教练张德贵肯定了

队员们在篮板上的努力，“今天大家非
常努力，尤其是防守和篮板球做得非常
出色，新疆队是一支强队，今天没有发
挥出他们的水平，被我们的防守限制
了。今天的胜利还是要感谢我们的球
员。”虽然双方的篮板比为43:36，但防
守篮板比却是37:27，天津队足足超出
对手10个。赢得本场比赛后，天津队
的胜场数已经追平新疆队，名次上升至
第13名。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昨天，由天
津市体育局与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分行
联合举办的天津市体育惠民卡新发行
及2022年度补贴名额抢注活动火爆进
行中，市民争相办理，现场气氛热烈。
体育惠民卡计算有效消费数据时间

为自抢注成功次日起至2022年12月31
日24时。需要体育惠民卡的市民可携带

本人身份证到全市各工商银行网点办
理。活动还将针对新办卡的用户及需抢
注体育惠民卡补贴名额的全部体惠卡持
卡人开放抢注功能。未能及时成功抢注
补贴名额的市民，则无法享受2022年度
体育惠民补贴。抢注期间，当名额人数累
计达5万时，体育惠民卡抢注工作即刻停
止，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本报讯（记者 李蓓）天津体育学
院编著，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天津日
报、今晚报、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
工人报、每日新报64位记者力作《拾贝
撷珠——天津体育新闻作品集萃》一
书，昨天上午由天津体育博物馆永久馆
藏。同时，编著单位天津体院向天津体
育局赠送该书，激励运动健儿再创辉煌。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市竞技
体育和群众体育双翼齐飞，先后举办
了乒乓球、体操、滑水等世界级大赛以
及全运会、残运会等国内大型体育赛
事；天津女排勇夺十四冠，佟文、吕小
军等扬威国际、国内赛场。这些在《拾
贝撷珠》中都有真实记录，书中稿件为
我市体育记者历年撰写、拍摄并刊发
在主流新闻媒体的二百余篇精彩文稿
及动感十足摄影作品。运动健儿获佳
绩，与体育新闻的鼓励、鼓舞密不可
分。记者们探秘训练营地、深入比赛
场馆，一篇篇佳作跃然纸上。《拾贝撷
珠》是天津市老中青三代体育记者的
扛鼎之作。白金贵、牛德林、李锦河等
老记者作品堪称教科书级别，中青年
记者文稿中获各级新闻奖作品多多。

天津男篮胜新疆 赢得两连胜

体育惠民卡新卡继续发行

体育博物馆永久馆藏

天津体育新闻作品集

为中国代表团拿下首金

刘子旭“梦想照进现实”
第一次参加冬残奥会、北京冬残奥

会的第一个比赛日，刘子旭为中国代表
团夺得本届盛会的第一枚金牌。这么
多的“第一次”让刘子旭感慨“梦想照进
了现实”。而就在比赛前，这一切还都
是他不可想象的事情，“这样的结果出
乎意料，不过生活从来不会辜负一个努
力坚持的人。”

残奥会冬季两项男子短距离（坐
姿）比赛，第17个出发的刘子旭凭借高
超的技术和过人的心理素质，在射击
项目中10发全中，名次始终排在所有
参赛运动员前列。而就在快到终点
时，一个趔趄也曾让他身体失衡，不过
在现场的加油声中，刘子旭顽强地稳
住了身体，并以出色的成绩完赛。赛
后，刘子旭坦言，“因为前两天训练时
射击表现不太好，所以赛前还是有些
忐忑，没想到最终能拿到金牌，很出乎

意料。”不过他也认为，正是因为心里
没有杂念，才能专心去比赛，最终取得
好成绩。

在2008年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
车祸后，刘子旭单侧下肢截肢，只能靠
轮椅和拐杖行动，这让他一度陷入无助
与无奈。改变发生在2013年，当时16岁
的刘子旭被陕西省残联射箭队选中。
“这次机会来之不易，让我重燃斗志，也
是我运动生涯的开始。”刘子旭说。
2017年，他通过跨界跨项选拔，进入中
国残疾人越野滑雪兼冬季两项国家集
训队。他认为，冬季两项最吸引他的就
是“动与静的结合”，非常有挑战性。
接下来，刘子旭还将参加冬季两项

其他项目和越野滑雪比赛的争夺。他
的目标就是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再
次实现突破。
特派记者 张璐璐（本报北京3月5日电）

■ 本报记者 张帆

在“时代记忆”微信公众号选购一
个锦盒，既可线上“拆盒”，又能线下
“集盒”——听起来像是时下流行的盲
盒，其实这是由“时代记忆”推出的非
遗锦盒，借鉴盲盒玩法，助力传统非遗
产品化、在线化，增强互动性。
“时代记忆”平台负责人郭晓飞告

诉记者，非遗锦盒是借鉴盲盒玩法，又
不同于盲盒的一种新玩法。传统盲盒
的消费模式容易产生过度消费等问
题，而非遗锦盒既无隐藏款，也不刻意
制造稀缺性，更不进行成套输出。锦
盒内产品均由工艺美术大师纯手工打
造，其中还包含着众多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文化艺
术作品。通过大规模、批量化采购，提
高规模经济效益而降低采购成本，提
升了产品竞争力，带动了当地手艺人
就业，创造了新的价值。

非遗锦盒问世以来，受到了许多
传统文化爱好者的欢迎。郭晓飞说：
“目前已有超过50项非遗项目入驻，
线上线下合计销售超过4000个。许

多传承人表示通过非遗锦盒这个项目获
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也让更多人了解
到了相关的非遗知识。此外，我们有一
些定制的作品提供给传承人，也帮助他
们开阔了创作思路。”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数字传

播首席专家卫东表示，在创新性方面，非
遗锦盒为盲盒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让
更多消费者从被动接受非遗知识变为主
动探寻。
卫东认为，做好文化遗产的传承，既

要保持文化遗产的发展初心，又要焕发
文化遗产的时代风貌；既要赓续经典、弘
扬传统，也要拥抱时代、善于创新。非遗
锦盒的诞生，为消费者与非遗传承人搭
建了平台，解决了非遗传承人无法找到
客户、消费者难以找到非遗传承人的社
会痛点，同时起到传播并保护非遗的作
用。锦盒内的产品以各界非遗传承人的
传统手艺及创作风格为基础，融入了更
多契合当今时代精神的内容，解决了非
遗匠人研发成本问题，让他们有更多精
力将那些久经沉淀的技艺和令人惊叹的
细节更细腻地融入产品之中，提升了作
品的文化底蕴。

非遗锦盒亮相 借鉴盲盒玩法互动性十足

老手艺焕发新活力
女书法家新作线上亮相

本报北京3月5日电（特派记者 张
璐璐）今天，北京2022冬残奥会拉开战
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比赛首日展现出
极佳的竞技状态，斩获2金3银3铜。其
中，中国残奥冬季两项冰雪健儿捷报频
传，两枚金牌全部出自于该项目选手，刘
子旭为中国代表团夺得首枚金牌，这也
是中国残疾人选手获得的冬残奥会首枚
雪上项目金牌和首枚个人项目金牌。此
外，开幕式旗手郭雨洁再添1金。相较于
上一届平昌冬残奥会中国代表团仅拿下
的1枚金牌的成绩，中国残疾人冰雪健儿
以惊人的速度超越了历史。

今天的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项

中心内，共进行了残奥冬季两项男女短
距离（坐姿）、（站姿）和（视障）6个小项
的比赛，中国队在该项目上拿下2金1银
2铜。在上午进行的男子短距离（坐姿）
比赛中，刘子旭以18分51秒50的成绩夺
冠，另一位中国选手刘梦涛获得铜牌。
在女子短距离（站姿）比赛中，郭雨洁以
总成绩20分32秒60夺冠，为中国代表团
再添1金，赵志清获得铜牌。还有10天
就将满18周岁的郭雨洁笑称，这枚金牌
是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单怡霖在
女子短距离（坐姿）中摘银。

在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
飞燕”上，中国残奥高山滑雪选手同样

战绩不俗，比赛首日斩获2银1铜。朱大庆
在高山滑雪女子滑降（视力障碍组）比赛
中以1分21秒75的成绩夺得银牌，这是中
国代表团在北京冬残奥会上获得的首枚
奖牌。随后进行的残奥会高山滑雪女子
滑降（站姿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梦秋夺
得银牌。在残奥高山滑雪女子滑降（坐姿
组）比赛中，刘思彤摘得铜牌。

此外，北京冬残奥会轮椅冰壶循环
赛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揭幕，中国
队在首轮争夺中以3:7不敌加拿大队，无
缘开门红。在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行
的残奥冰球小组赛中，中国队以7:0大胜
斯洛伐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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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辰大海》第34、
35集 林仕集团的股票异
常，是托尼在暗中行动，
林恒之决定把集团的真
假消息都放出去。简爱
的大客户破产了，一时间
简爱的公司雪上加霜。
简爱找到加工厂，把消息
告诉他们，并想办法处理
商品。工人因为欠薪讨
账，简爱决定接下债务。
李一鸣不同意简爱的决
定，两人起了争执，最终
决定投票表决……

天津卫视19:30

■《岁月如金》第
20—22集 齐少菲路上假
装撞人真偷手机，干起了
行窃的勾当。齐少菲告诉
柏铃要和她一起住，柏铃
听后热泪盈眶。齐少菲与
石德宝和柏铃说话态度恶
劣，张口闭口就是钱。咖
啡馆里，罗小马告诉李北
方公司的职位一直为他留
着，李北方则表示自己不
会回公司。罗小马仍旧试
图挽回这段感情，李北方
则劝罗小马好聚好散……

天视2套18:25

■《下辈子还做我老
爸》第21、22集 陆文静偷
听到父母谈话，得知小娜
和子诚居然都是自己继父
陆远山的亲生孩子。小娜
与陆文静谈心，告诉她陆
远山当年的所作所为。沙
驼去找子诚，路上遇见陆
远山，陆远山禁止他去找
子诚。陆远山将许琴送往
疗养院进行治疗……

天视4套21:00

■《非你莫属》本期
推出特别企划之“职言不
讳”。两对倾诉人不为求
职而来，而是希望帮助他
们解决职场矛盾。调解
团由主持人和 5位企业
家组成，他们分析倾诉人
的职场问题，现场答疑解
惑。调解团能否为倾诉
人送上满意的答案，调解
能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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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开庭》张君
伟本想借钱投资大赚一
笔，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张
君伟无法按时归还欠款，
此时，王子强便以索债为
名，带着人对张君伟进行
威逼恐吓，并多次扰乱公
共秩序。最终王子强被公
安机关带走。

天视6套18:00回报包含的东西可就多了，谁
又敢说这里边不包括转正？不过这
句话她不敢再和李桂林讲，即使话
到嘴边关不住，她也只说朝前看，往
前走，如果一条路可以走到黑，那我
们看看最黑能黑成什么样。要说夫
妻俩早在山上扎下了根也是不错的，只
是那时就像是棵小树，浅浅的根须浅浅
地埋在土层下，风一吹就摇摇晃晃。但
是现在，小树完成了成为大树的二次生
长，将根须向下、再向下，将自己的生命
与脚下土地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汉源来的李老师和陆老师，教书用
心对人又好，不仅喂知识，而且给药吃！
很多人和很多事构成的一句话在风中
飘，这句话又像蒲公英家族随风飘飞的
羽絮，有的融进了天空的云朵，有的着落
于广袤的大地。这一来可惹了麻烦，山
下田坪村和附近布依村、乃乃包村甚至
峡谷对面汉源县一些乡村的家长听说
后，纷纷托人或亲自找过来问，自家娃娃
能不能到二坪读书。山下孩子到山上读
书，和城里娃娃到农村上学一样不可思
议。这问题太新鲜了，问的人和被问的
人都感到新鲜。站在夫妇俩的立场上，
两个人教四个班已是超负荷工作，再管
“闲事”，岂不是自讨苦吃？可他们哪好
拒绝人家，这是敬酒，哪有不喝之理。答
应下来却是麻烦的开始。几岁的娃娃在
天梯上来来回回谁能放心，但即使他们
都借住在二坪亲戚家，每周回去一次，安
全也是大问题。夫妻俩把接送娃娃上下

天梯主动揽了下来。事情看得到开头却看
不到结尾，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
两个人带着一群娃，拉着大的背着小的，上
也上得气喘吁吁，下也下得汗水涔涔。

这是2005年 3月里的一天。放学
后，陆建芬做饭，李威写作业，李桂林坐在
屋檐下，把出生不到半年的李想搂在怀
中亲了又亲。爷儿俩正闹得欢呢，呷呷
尔日兴冲冲跑过来，李老师，你要当官了！

呷呷尔日的家和学校只隔着两户人。
李桂林上山时，呷呷尔日已 20岁。他不止
一次对李桂林说，你要是早几年来，我也不
至于才读3册书（方言，三学期之意）。没在
李桂林教室里上过一节课的呷呷尔日却一
直把李桂林当自己的老师看，听说了什么
稀奇古怪的事他会第一个讲给李桂林听，
有不明白的事和理，他也喜欢找李老师帮
着捋一捋。正因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李
桂林才觉得今天的呷呷尔日好生奇怪。他
感到莫名其妙，那些话什么意思？

见李桂林一脸茫然，呷呷尔日更激
动了，我亲耳听他们说的——你要当人
大代表了！村民推选李桂林做乡人大代
表，已经张榜公布。见呷呷尔日激动得
手舞足蹈，李桂林乐了：人大代表不是
官，说了算的才是官。

55 有了好名声

被誉为“长流不息的活水”的
五铢钱，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具
有特殊的重要性。在2009北京
国际邮票钱币博览会纪念银币图
案中，中国钱币的代表即是五铢
钱，外国钱币则选用了著名的波
斯帝国萨珊王朝银币。

五铢钱铸行了七百余年，经历了
无数次政权更迭，版式自然极为繁多，
而且有些相关版式之间很难区分。大
如西汉五铢与东汉五铢之间如何区
分；南朝陈五铢与隋五铢之间如何区
分；小如两汉时期各朝铸行的五铢之
间如何区分，再如一些鸡目五铢、剪边
五铢、无文五铢究竟属于哪个时期铸
造的，等等。这些问题在钱币收藏界
和研究界或难以明晰，或暂无共识。

从汉初开始，统治者一直在寻找一
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货币制度。经过
数十次重要变革，这种货币制度终于在
汉武帝铸行五铢钱并确定上林三官五铢
为标准官炉钱之后得以确立。有学者评
价说：“在货币流通规律面前，不可一世的
汉武帝低下了高昂的头颅。”而马克思的
观点更为精准：“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
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
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
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
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
已。”由此看来，尊重社会经济
发展规律，并努力建立与之相
适应的货币制度的汉武帝刘彻，

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统治者之一。
“五铢”字形、内外郭、面背纹及轻重大

小的变化，形成各个时期不同的五铢钱版
式。西汉五铢钱包括郡国五铢、赤仄五铢、
上林三官五铢、宣帝五铢等。东汉五铢钱包
括更始五铢、铸铁五铢、灵帝四出五铢、董卓
小五铢等。东汉以后直到隋代，很多朝代也
铸行过五铢钱。此外，还有面文四个字的五
铢钱，如蜀汉所铸大面额的虚值货币“直百
五铢”，再如北魏所铸年号钱“太和五铢”“永
安五铢”，以及北齐所铸年号钱“常平五铢”等。

五铢钱的收藏与研究是一门大学
问。古钱收藏入门者，经常会遇到一些与
五铢钱有关的名词，需要弄懂。如“剪边
五铢”，又称“錾边五铢”或“剪轮五铢”，指
外轮连同部分钱肉被裁剪或錾切掉的五
铢钱；而五铢钱被錾去钱心后所剩边环，
则被称为“綖环五铢”。錾切的目的，是把
一枚钱当两枚钱用。再如“鸡目五铢”，也
称“鹅眼钱”，因其形小而得名。另如“公

式女钱”，是一种无外轮的五铢
钱，因属官铸，是谓“公式”，因其
轻小薄弱，故称“女钱”。

五铢钱之外，历史上还出
现过六铢钱、四铢钱、三铢钱和
二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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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高山顶上
陈 果著

双庆顺便跟宝明说，按咱楼
村老习惯，孩子过十二晌，要送喜
馒头，我已经在镇上馒头房订了
一百个喜馒头，你说我怎么个发
法？宝明说，我建议你再多订两
百个，不能再分你姓李他姓于
的。楼村的喜事，全体楼村人都应该
分享快乐。双庆点点头。

宝明走后，于世林跟双庆说，咱答
应人家过了十二晌就改名，那就在十二
晌这天把喜馒头送出去。双庆点头答
应，好，我马上跟馒头房打招呼，顺便买
几张红纸。送喜馒头是楼村的老习俗，
不管穷家富家，只要生了孩子过小满
月，都要给各家各户送喜馒头，为的是
图个老例儿嚼灾，喜馒头被人们吃了，
意思就是这孩子一生的各种灾都被人
嚼完了，就平安了。因此，人们把送喜
馒头这个习俗看得很重。

十二晌这天，双庆家一派喜气洋洋，
小孩们围着桌子剥糖块、嗑瓜子；大人们
喝茶、抽烟、侃大山，女客们关切地去看
望刚过十二晌的孩子和陈晓敏，又是问
长问短又是祝贺。亲戚们纷纷带着礼品
来了，孩子姥姥送来的最丰盛：虎头鞋、
长命锁，姥姥亲自给孩子穿上衣服。这
是孩子第一次穿衣服，裤子、袜子、鞋子一
应俱全，头上还戴了一顶用手帕扎成的小
帽子，胸前戴上长命小银锁，专门请来理
发师给孩子剃了胎头。虎为百兽之王，
穿虎头鞋祛病避邪。双庆心说，孩子过
十二晌就这么热闹，仅次于娶媳妇儿啊。

双庆早早到镇上馒头房去取预定的三
百个馒头，让人家给馒头顶上都点了五福
点儿。弄到家以后，姐姐指挥几个妇女一
起忙活，把红纸裁成一个个方块，然后用红
纸把馒头裹好。太阳升起来之后，双庆去
找于世林询问送喜馒头的规矩。于世林摆
摆手，这还问我，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不
分姓于还是姓李，家家送。双庆又问，过去
是隔着墙头往院里扔，现在都是防盗门啊，
怎么扔？也不能一家一户地敲门啊，送喜
馒头要悄悄地送，不能直接送到人手里。于
世林嘬了下牙花，去买三百个小红塑料袋，
一个袋子装一个馒头，挂在防盗门门把儿
上。双庆乐了，嘿，还是爹有好招儿。

于是，双庆把喜馒头分别装进红色
塑料袋，一家一个，几个门洞下来，累得
双庆呼呼直喘。就在他站在大院里歇口
气的时候，突然眼前一晃，一个红色的东
西从对面楼的窗户里扔出来，正好落在
他脚下，一看，是喜馒头。双庆登时心里
就来了火，他想骂街，想上楼去找那家，
看看是谁家，就在他犹豫的时候，就听刚
才的窗口有人说话，没品相的东西，至于
这么缺德吗？生个孩子起名还这么损。
双庆看清楚了，说话的正是李家喜的儿
媳妇。双庆皱着眉，心里一时没了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