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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民创意写作活动启动

挥笔写就“乡村梦”

音史永记《祝酒歌》

一生难忘故乡情

绽放竞技与精神之美

北京冬残奥会温暖与感动常在
北京冬残奥会精彩落幕，来自世

界各地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以出色的战
绩彰显竞技之美、精神之美、生命之
美，一个个与命运抗争的身影，书写出
震撼人心的动人诗篇。赛场外，无私
奉献的保障团队是运动员们的“守望
者”，用实际行动让北京冬残奥会温暖
与感动常在，为世界注入积极的能量。
老将战胜岁月，小将意气风发。

中国残奥冰球队38岁老将于静是冬残
奥会历史上第3位参加冰球比赛的女
运动员，也是北京冬残奥会冰球项目
中的唯一一位女将。不过她从没有给
自己的人生设限，在冬残奥冰球赛场
上一次次的争抢、冲撞中，于静“巾帼不
让须眉”。冬残奥高山滑雪选手张梦
秋只有19岁，却不断刷新着中国代表
团的纪录，本届冬残奥会斩获2金5
银。这位美丽的姑娘5次站上领奖台
都有着不同发型，“麻花辫”“爱心辫”
“六小辫”，每次都让人眼前一亮，活泼
又可爱的状态，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
好。39岁的伊朗冬残奥单板滑雪选手
塞迪盖·鲁兹贝在比赛中不断摔倒，又

不断站起来，跌跌撞撞中

向着终点前进，缓慢而倔强，在540米
长的坡面回转赛道上，她是全场用时
最长的选手，但当她冲过终点时，迎接
她的是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冬残奥会不仅是残疾人运动员追

逐梦想的舞台，也是全球残疾人交流共
享、增进友谊的桥梁。冰球赛场外，中
国队运动员与捷克队运动员握手互相
致敬。残疾运动员与领滑员之间的默
契，同样书写着同赴赛场、共迎挑战的
动人诗篇。中国代表团冬残奥高山滑
雪队外籍教练卡佩里·达利奥被队员亲
切地称为“老达”。在他的帮助下，中国
队在本届冬残奥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
雪山之巅，气象服务团队追风测

雪，为赛事护航。白雪皑皑的群山间，
时常能看到气象服务团队背着仪器穿
梭、观测的身影。观测员不畏风雪、精
益求精，前往现场测量风速、风向、能

见度、积雪量、雪温、雪质等数据，全力得
到精确的现场情况。
雪山脚下，医疗保障团队妙手丹

心。医生们多次演练针对残疾人的救助
行动，更有滑雪医生在雪道飞驰，苦练3
年只为4分钟内赶到伤者身边。运动员
朱大庆在训练中摔伤，医疗保障团队立
即给予伤者冰敷、加压包扎及悬吊制动
处理，以便尽早消肿止痛。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说：“如果

运动员是一届运动会跳动的心脏，那么
志愿者就是灵魂。”作为北京冬残奥会
保障团队服务工作的中流砥柱，志愿者
的身影无处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
卢月双参与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
韩语翻译志愿服务，她说：“尊重和友善，
往往体现在细节，一句敬语、一个微笑，
都会让服务对象感受到我们的用心。”22
岁的王梓博是一名残疾人志愿者，先天患
有听力障碍的他在助听器的帮助下，成
为国家体育馆的赛事服务助理，他亲
眼见到同事将残疾人观众一次次引导
至无障碍观赛区，产生的共情让他内心
颇感温暖。 本报记者 张璐璐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赛季更迭的
转会期内，向来都会有真真假假的人
员流动传闻不断涌出。比如最近外界
盛传，天津津门虎俱乐部已经基本确
定，从上海海港俱乐部引进蔡慧康、于
睿、张卫，这几名队员也在随津门虎队
训练……而实际情况是：张卫随津门虎
队训练已经一周左右；蔡慧康在津门虎
队中试训了几天后，由于出现了一些伤
病，返回海港队疗伤；至于于睿，则根本
没有在津门虎队出现。
虽然目前的客观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鉴于中国足协昨天刚刚通知中超
各俱乐部，新赛季国内、国际转会窗
口，将于今天正式开启，至4月15日关

闭，未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其实很多事
情总在变化中。尤其对中超俱乐部而
言，国内球员班底的搭建、流程都大同小
异，无非是逐渐确定、签约、注册、对外宣
布。具体到津门虎俱乐部，对照前期重
点人员引进和年轻球员试训这两项工作
的推进状况，伴随着注册、转会窗口的开
启，球迷们近期肯定能看到相应的“官
宣”，后续人员引进信息的发布应该也比
较多。
另据了解，综合考虑疫情防控形势的

变化，以及球队很难再按之前的计划落实
热身赛等多方面因素，过去两天，身在上海
的津门虎队，正在加紧做提前结束本期集
训、返回天津的准备。 本报记者 顾颖

津门虎队计划提前结束集训返津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世
界羽联巡回赛德国公开赛昨天落幕，
中国队收获2金3银。其中，何冰娇和
陈雨菲包揽女单冠亚军，贾一凡/陈清
晨女双折桂，新组合黄雅琼/欧烜屹和
刘雨辰/欧烜屹分别夺得混双和男双
亚军。
国羽女单表现出色，在四强中占

据三席，陈雨菲和何冰娇会师决赛。
国羽上一次在德国公开赛包揽女单
冠亚军，还是 2016年时的李雪芮和
王适娴。此次交锋，何冰娇发挥更为
出色，以21：14、27：25险胜陈雨菲而
夺冠。

世界羽联巡回赛德国公开赛

中国队收获2金3银

这是李光羲参加吉祥幸福

年——天津市2020新春音乐会时

拍摄的照片。

本报讯（记者 张帆）昨天，由市文
旅局主办，市群艺馆承办，各区文化馆
（宫）协办的“我的乡村，我的梦”第七
届全民创意写作活动启动。
全民创意写作活动已举办6届，创

作了一批宣传红色传承、地域文化、环
保理念的优秀作品，同时也发掘出许

多有潜力的年轻创作骨干。今年的写
作活动以文化繁荣助力乡村振兴为主
题，结合文旅融合的理念，挖掘、宣传
天津地域文化、特色乡村和旅游目的
地，助力文化振兴和乡村旅游。活动
中的优选作品将通过举办朗诵会、制
作短视频、发表优秀作品专辑等方式，

在全国18个省区市文化馆联播平台、市
群艺馆官方网站和公众号、天津公共文
化云推介。
本次评选活动面向我市业余文学创

作者征集作品。18周岁以下作者参加未
成年人组评选。参评作品截稿日期为今
年4月20日。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

两日来，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李光
羲逝世的消息“刷屏”，引发了广大观
众的追思与怀念。作为一名曾唱响了
《祝酒歌》等代表作的歌者，以及一位
喝海河水长大的天津艺术家，他多次
将高亢醇美的歌声带给父老乡亲，家
乡的发展也始终是他的牵挂。
记者与李光羲初识于2013年年

末，当时他与于淑珍、郭淑珍、关牧村、
蒋大为、郑绪岚等天津籍歌唱家共同
回津准备2014年元旦的“乡情——海
河儿女探亲音乐会”。台风潇洒稳健、
待人和蔼亲切，是李光羲给记者留下
的第一印象。得知天津日报记者采
访，他主动打开了话匣子。1979年他

就与一批天津籍歌唱家回乡举办了一
场“探亲”音乐会，时隔三十多年再次
演出，又是与众多晚辈同台，他既激
动，又欣喜地看到了天津声乐艺术的
传承。
那场演出，李光羲演唱了代表作

《祝酒歌》，舞台上的他神采奕奕，一
曲唱毕全场掌声雷动。在后台见到
记者，他谈起了《祝酒歌》背后的故
事。《祝酒歌》本来是写给女中音的
歌，他看到后，“心里像点了一把火”，
就邀请作曲家施光南结合他的嗓音
条件重新配器。后来，李光羲参加一
个招待国宾的宴会时，向乐队表达了
唱《祝酒歌》的想法。《祝酒歌》首次亮
相便引得全场来宾起立鼓掌，后来不
论是出唱片还是上电视，这首歌都获
得了巨大成功。他对记者说：“如果
一首歌能在展现美的基础上反映出
时代和人民的心声，就具有了更深刻
的意义。”
那次演出后，李光羲又多次来津

参加活动，记者也多次采访过他。
2019年10月，李光羲来津参加“我们
的节日——翠屏金晖美秋阳”演出。
接到采访邀请后，他早早来到现场等
候记者。那次演出在南翠屏公园举
办，转天就是重阳节，在温暖的秋光
中，他主动谈起了对家乡的感情。
他说，过重阳节时，在异乡的人总是

登高望远、思念家乡。他在天津生活到
25岁，后来到北京工作。90岁时还能有
精力在重阳节之际回家乡演出，他深感
荣幸。近些年，每次回津演出，他都要
特意坐车“逛津城”，好好看一看家乡
的变化。
如果说李光羲的艺术成就是一棵

参天大树，那根基就是他早年在天津生
活的经历。“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
念桑梓”，孙犁先生的诗句，正是许多离
乡老人晚年心境的写照。2020年1月，
在天津市2020年迎新春晚会录制现场
的后台，记者最后一次采访李光羲，他
谈起了青少年时代在天津的经历：“在
我小时候，天津就是一座国际名城，我
从小就接触了很多戏曲、音乐、电影作
品，在我的人生中埋下了艺术的种子。
在天津可以听到众多音乐大师的作品
唱片，我听了足足八年，听遍了世界名
曲。后来我能考入中央歌剧院，取得一
些成绩，就是因为在天津打下的基础。
天津是声乐重镇，我的前辈、同辈、后辈
中都有从天津走出的著名歌唱家，我由
衷地感恩祖国、感恩家乡，祝愿我的家
乡越来越好。”
斯人已逝，歌声长存。李光羲既是

一位唱出人民心声的时代歌者，也是一
位心念故土的海河赤子，他用歌声立下
了一同奋进新时代的约定：“待到理想化
宏图，咱重摆美酒再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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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爸妈》第
12、13集 柳碧云有意向
陈向东透露江雪已有身
孕，陈向东表示自己愿意
接受，并会把江雪的孩子
当成自己的孩子照顾。江
梅拿到指标，得意地跟朋
友们显摆。为了让陈向东
喜欢自己，她开始脱下了
军装，学习化妆，穿上柳碧
云的贵重衣服，没想到衣
服被自行车绞烂……

天津卫视19:30

■《我叫苗金花》第
5、6集 金花去金阳食品
厂应聘，拿到了报到单，
却遭到了刘士奎的刁
难。沈发贵得知金花的
到来，派黑头给刘士奎传
话，叫他把金花挤兑到自
己身边来做贴身助理。
刘士奎巴不得事情是这
样，可好说歹说金花就是
不为所动，跟着大家一起
扛起了大麻袋……

天视2套17:55

■《永远一家人》第
6、7集 卫平帮保林找了
个保安的工作，翠凤很是
高兴。谁知保林为了维
护自己的自尊，宁愿选择
在家无所事事也不接受
卫平的帮助。一天，保林
的好友，同是下岗的二青
找来，称自己有个远房亲
戚养蛐蛐发了财。于是，
他们将信将疑地来到所
谓的“金蟋蟀养殖中心”
考察。二人被店主牛老
板忽悠。保林当即回家
哄媳妇要钱，翠凤死活不
给。保林向秀丽伸手，秀
丽无奈之下说服卫平借了
他3000元。保林买了蛐
蛐，做起了发财梦……

天视4套21:00

■《艺品藏拍》林先
生带来了朋友前不久淘到
的一枚天启通宝，天启年
号就一定是明熹宗的专属
吗？一枚没入钱谱的光背
大钱，是不是不靠谱的臆
造品呢？究竟是捡到宝，
还是“拔了草”？来听听专
家是怎么说的。一幅落款
毛晋的书法作品，引发全
场争论，经过专家鉴定，这
幅作品的质地和笔墨字
迹，居然和时代特征相吻
合！究竟这件藏品是不是
极其罕见的珍贵文物？

天津2套1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