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盘山——包森建立盘山抗日根据地》���������	�������	
����u���	�v���

��������������
��������	���
��������������a����a

����a����
������������
�����	�������

�����a���a���a���a���a���a���
���
������������� �	�����������
	����� �������������
���������������� ���������������

用画笔绘出天津红色往事
——访油画《红色盘山——包森建立盘山抗日根据地》作者万栩

“双服务”系列报道

西青区付村综合文化中心成为村民学习知识、拓展爱好的课堂和舞台——

文化中心连着幸福生活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近年来，我市广大美术工作者积
极挖掘天津本土红色资源，推出了一
批讲述天津红色故事的优秀美术作
品。在我市近日入藏中国共产党历
史展览馆的7件美术作品中，天津职
业大学教授万栩创作的油画《红色盘
山——包森建立盘山抗日根据地》，正
是用深情的笔触再现了发生在蓟州盘
山的红色往事。
位于天津蓟州区的盘山是一片革

命的热土。1940年，冀东军区副司令
员包森带队挺进盘山，开辟和壮大了
盘山抗日根据地。1942年，包森在战
斗中不幸牺牲，在秀美的盘山留下了
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近年，为
丰富党史题材创作，挖掘本土红色资
源，市美协多次组织美术家小分队赴
蓟州区采风，其中就包括盘山烈士陵
园。采风时，万栩被发生在盘山抗日
根据地的英雄壮举深深感动，他想以
此为题材创作一幅作品，用画笔再现
这段天津本土的红色故事。
油画《红色盘山——包森建立盘

山抗日根据地》，给观者留下的第一印
象就是人物形象与优美景色的结合。
万栩告诉记者，作品场景选择了盘山
的一个山沟，同时他把天成寺、挂月
峰、长城等元素错落有致地安排进画
面。画面中的人物多达数十个，相貌、
服装不尽相同。他在创作时参考了大
量的历史照片和老电影，在人物的服
装、道具上尽力还原当时的历史事

实。在光线设计上，万栩最初打算采
用顺光，但总觉得人物的氛围和立体
感不够。参考了很多老电影对英雄人
物的塑造手法后，他精心设计了侧逆
光以烘托包森等人的英雄形象，也使
整幅作品的色彩更加饱满。
万栩对记者说：“盘山抗日根据

地发生了很多感人的事迹，像包森同
志的战斗、莲花峰七勇士的牺牲等，

希望这段历史能为更多天津人所熟
知。”谈到此次创作的收获，万栩表示，
这是他创作的人物形象最多的一件作
品，为了让人物的形象、人物之间的位
置关系以及男女老少的比例等趋于合
理，他反反复复打磨了很长时间，直到
交稿前夕还在修改。他向记者透露，目
前正在构思一部以华北地区民兵为主
要人物形象的作品。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社区广场上，张贴着百姓身边榜
样的先进事迹；综合文化中心有书
法、音乐、科普活动室；农家书屋里，
精心挑选的纸质书籍和电子书资源
让读者目不暇接……这，就是西青区
精武镇付村村民的文化生活。在近日
揭晓的第九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
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评选中，该村综
合文化中心获“县级文化馆、图书馆、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先进集体”称号。
付村是全国文明村，也是我市首

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级试点之
一。在付村综合文化中心及周边的付
村志愿服务广场，记者感受最深的是
付村在百姓中评选优秀典型、树立身
边榜样的“创意”。广场的文化长廊
上，张贴着付村评选出的道德模范、五
好家庭、优秀员工及优秀团体的先进
事迹，村民上下班途中或是遛弯时，都

能看到街坊邻里为大家奉献的感人故
事。在综合文化中心内，工作人员设
置了多面展示墙，贴上村里文化活动
的照片。付村党总支委员李春萍对记
者说，来自身边的一个个典型，经常是
村民讨论的热点话题，在全村形成了
向上向善的浓厚氛围，极大调动了村
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这就是身
边榜样的力量。
付村目前有太极队、舞蹈队、扇

子队等多支群众文化队伍，还与天津
师范大学等周边学府合作，邀请高校
教师、学子来到村里，为村民举办讲
座、辅导、教学等文化活动。一座小
小的综合文化中心，成为百姓学习知
识、拓展爱好的课堂和舞台。采访期
间，记者恰遇正在书法室内练习书法
的村民陈相林，得知记者来意，老人
主动打开了话匣子：“我今年 73 岁
了，非常喜欢书法。自从有了这座综
合文化中心，我就一直在这里练写
字，上午、下午各练两个小时，这儿就

像我的书房一样，以前这可是想都不敢
想的‘待遇’！”
生动诙谐的付村“四朵金花”三句

半，唱出村民心声的歌曲《这样的好生
活》……在2021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
活动中，付村作为示范点之一精彩亮相，
村民们用一个个创意十足又情真意切的
节目打动了全国各地的网友观众。获评
我市“特色书屋书吧”的付村农家书屋，
具有图片展现、实物展示、场景再现等板
块的民俗馆，可在电视端和手机端及时
获取村里资讯的智慧平台……文化，早
已融入付村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2021
年，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主题，付村开展了线上线下读书活动30
余次，举办大型文艺晚会2台，通过朗
读、歌唱、舞蹈等形式，村民们自豪地表
达着内心丰盈的幸福感、获得感，描绘着
美丽乡村幸福的小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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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揽男子障碍追逐UL级金银铜牌

中国冬残奥单板滑雪队爆发
本报北京3月7日电（特派记者

张璐璐）今天，北京2022冬残奥会进
入第3个比赛日争夺，中国体育代表
团斩获1金4银4铜，以7金8银10铜
战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中国
冬残奥单板滑雪队在云顶滑雪公园异
军突起，纪立家、王鹏耀、朱永钢包揽
了男子障碍追逐UL级比赛金、银、铜
牌，刷新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终点处
同时飘舞3面五星红旗的“名场面”。
在中国队包揽“金容融”的男子障

碍追逐UL级比赛中，纪立家、朱永
钢、王鹏耀和张义琦在半决赛中包揽
了晋级决赛的所有名额，为中国队提
前锁定全部奖牌。最终，19岁小将纪
立家摘得金牌，滑到终点的他将整个
身体扑在雪地上很久，再站起身时已
是热泪盈眶。“像做梦一样，感觉之前
战胜所有困难和挫折都值了。”他说。
在随后进行的冬残奥单板滑雪男子障
碍追逐LL1级决赛中，中国选手武中
伟摘得铜牌。
在冬残奥高山滑雪项目争夺中，

中国队今日虽然没有金牌入账，不过

32岁的朱大庆夺得女子全能（视障）
项目银牌，这是她在北京冬残奥会上
收获的第3枚奖牌；19岁的张梦秋夺
得女子全能（站姿）项目银牌，也拿下
其在北京冬残奥会上的第3枚奖牌；
刘思彤收获女子全能（坐姿）比赛铜

牌。在冬残奥越野滑雪比赛中，中国选
手蔡佳云、邱铭洋分获男子长距离（传统
技术）站姿组银牌和铜牌。
此外，平昌冬残奥会冠军、中国轮椅

冰壶队今天一日双赛，上午以9：4力克
韩国队，晚间以7：4战胜瑞士队。

本报讯（记者 顾颖）继春节前官
宣了球员巴顿加盟之后，昨天，天津
津门虎俱乐部发布了新赛季的“第二
宣”——公告从即日起，郑斌加盟，担
任技术总监、青训总监。公告中明
确表示，希望郑斌的到来，能“为天

津足球培养更多后备人才”。这个
安排，其实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
号，表明步入新赛季，津门虎俱乐

部的工作重点，将不仅围绕着一线队
的搭建和推进，同时也将逐步完善梯
队建设。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WTA250里
昂站昨天在法国落幕，“津花”张帅以3：
6、6：3、6：4逆转乌克兰新秀雅斯特雷姆
斯卡，时隔四年再次夺得WTA巡回赛
女单冠军，也是生涯第三个巡回赛女单
冠军，最新世界排名将升至第41位。
本站过后，张帅将直接转战美

国。提前买好机票的她，每赢一轮改
签一次，就这样一路改签到了夺冠。
张帅成为2019年圣何塞夺冠的郑赛
赛之后，首位来自中国的巡回赛女单

冠军，这是她在境外夺得的首个WTA
单打冠军。在金花单打冠军排名榜
上，张帅仅次于拥有9冠（2个大满贯）
的李娜和 4冠的郑洁，位列第 3位。
WTA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张帅排名
提升23位升至第41位。
赛后，张帅在朋友圈借用《曾经我

也想过一了百了》的歌词表达自己的

心情，并表示岁月虽然蹉跎，理想永远年
轻。单打提升排名，双打拿到大满贯冠
军的目标都已实现，已经33岁的张帅坦
言：“现在可以选一些自己喜欢的赛事，
可以尽情在场上享受自己的发挥，这使
得我可以在球场上享受每一刻。我还没
有想要退役，我还在努力，希望看到自己
究竟有多少潜力。”

天津先行者男篮三连胜
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天，CBA常规赛继续进行，天

津先行者男篮以113：98战胜东道主广州男篮，获得第三
阶段联赛三连胜的同时，还送给对手三连败。
天津男篮本场对阵广州队，双方实力相当。但让人

惊讶的是，直到第三节结束，天津队还在以93：75大比分
领先，而末节广州龙狮奋起反追，始终没有放弃，天津队
在极力防守下，最终以113：98拿到一场关键的胜利。本
场比赛天津队再次赢在了三分球上，仅这一项就赢了对
方36分。本场比赛结束后，天津先行者男篮以14胜暂列
第13名，和第11、12名只差一个胜场。

“津花”再夺巡回赛女单冠军

津门虎新赛季“第二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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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辰大海》第38、
39集 林仕集团开股东大
会，托尼踌躇满志地准备
登上董事长的位置，却被
林晨生打断。朱丽叶告
诉简爱，自己已经跟林恒
之取消了婚约，决定去美
国发展。简爱回到家，李
一鸣已经收拾好东西，说
起婚礼时感受到简爱的
迷茫和犹豫，选择了成全
简爱，让她一直幸福快
乐。文馨去找简爱问李
一鸣离开的原因，斥责简
爱。梁冰也问简爱到底
爱谁，简爱没有回答。文
馨下定决心，去简爱办公
室打开了简爱的电脑。
海关找上简爱，以简爱外
贸涉嫌走私带走简爱。
阿娇知道事情闹大了，去
找文馨质问……

天津卫视19:30

■《岁月如金》第
26—28集 石德宝写信告
诉石方圆，她的生母叫钱
海虹，刘桂花是她的养
母。石德宝告诉她，如果
石方圆想寻找生父，他愿
意陪她一起找。柏铃与婆
婆担心石德宝的工作，她
们计划让石德宝继承父亲
的手艺，走街串巷给人修
理老家具……

天视2套18:25

■《下辈子还做我老
爸》第25、26集 陆远山和
沙驼谈当年的事，子诚听
见心里五味杂陈，逐渐原
谅了许琴和王强当年的所
作所为。子诚感恩生母田
美娜，向王强索要户口本，
想改姓为田。老夏失联，
高云还不上餐馆的装修
钱。王强不愿子诚改姓
田，却控制不住感情说出
了更让子诚伤心的话。陆
文静与子诚相互依靠，将
网站建起来……

天视4套21:00

■《艺品藏拍》年轻
的姑娘小王带来了一幅
朋友家珍藏的精美“绣
品”，上面大大的“寿”字
中还有八仙的图案。没
想到专家一鉴定，这根本
不是“绣品”，那它到底是
什么？又有没有价值
呢？说到仕女图，明代画
家仇英当数画仕女的大
家，本期的最后一件藏品
就是一幅仇英的仕女
图。持宝人对这幅画抱
有很高的期待，究竟它是
不是仇英的真迹？它的
背后又有什么玄机呢？

天视2套2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