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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各文艺单位和团体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线上线下共享“春日盛宴”

市作协部署开展主题创作

壮大文学队伍 讲好天津故事

经典演出“云端”亮相

天津京剧院将通过微信公众号继续推出
“炫彩青春”系列演出线上展播，5月1日、3
日、5日将分别播出《林冲夜奔》《监酒令》《竹
林记》等折子戏。天津评剧院于今日在抖音
播出《革命家庭》。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推出
优秀剧目赏析，今日在抖音播出《杜十娘》，5
月1日、4日在微信公众号分别播出《骄杨》
《金沙江畔》。天津河北梆子剧院于今日至5
月4日在抖音、快手平台播出名家新秀演出
片段。天津市曲艺团于5月4日在抖音推出
纪念骆玉笙先生专场演出。天津市杂技团将
于明日在抖音播出经典魔术剧目。
今日，天津歌舞剧院将在“直播天津”平台

推出原创当代舞剧《人民音乐家》。这部作品
取材自王莘、曹火星、施光南三位天津歌舞剧
院历史上的著名音乐家的奋斗经历，讲述他们
创作《歌唱祖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希望的田野上》等代表作品的动人故事。
天津交响乐团将为喜爱古典音乐的观众继续
奉上“空中音乐会”。明日，观众可从“直播天
津”平台欣赏到“从巴洛克风格到浪漫主义系
列音乐会（三）”。这场音乐会由德国指挥家塞
巴斯蒂安·朗—莱莘执棒，上演两部重磅交响
乐作品，分别是勃拉姆斯《F大调第三交响曲》
和布鲁克纳《A大调第六交响曲》。

精品展览致敬劳动者

日前，市文联与市摄协、市民协推出两项
线上展览，通过优秀摄影和民间文艺作品向

劳动者致敬。
“劳动者最美——天津市摄影作品网

络展”共展出我市摄影家创作的摄影作品

40幅。这些作品将镜头聚焦津城各行各业
的劳动者，记录下他们为津城建设作贡献
的劳动瞬间。展览中，观众不仅可以看到

医护人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身边群体的
工作身影，也可以跟随摄影家的镜头“走”
进工厂、码头、盐场，感受生产建设一线热
火朝天的景象。
“巧手装点幸福生活 ——天津市民间艺

术作品网络展”共展出民间文艺作品35件
（组）。参展作品大多数来自于各行各业的普
通劳动者之手。该展览的最大特点是形式丰
富，葫芦烙画《八骏图》、竹雕《百万雄师过大
江》等作品展示出民间文艺的多姿多彩，也反
映了作者们对艺术创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和对幸福生活的无限热爱。

美术佳作邀您欣赏

天津美术馆近日推出新展“致远方——蒋
长虹作品纪念展”。蒋长虹是我市油画家，
1988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生前任天津财经
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代表作有《椅》《物语系列》
等。蒋长虹一生笔耕不辍，个人风格鲜明。此
次展览展出了他的油画、丙烯画、色粉画作品
100余幅及创作手稿50余件，将持续至5月29日。
“艺路寻梦”姚铸、朱珊、宋鹏、王霞——

中国画四人联展日前在市群艺馆开展。“艺路
寻梦”是市群艺馆创立的特色展览品牌，也是
为挖掘、培育具有优秀艺术才能的青年美术
创作者搭建的展示交流平台，已先后为多位
画家举办过作品展，取得了良好社会反响。
此次展出的作品具有扎实过硬的技巧和深沉
厚重的艺术品质，充分体现出中国画独特的
神韵与艺术表现力。该展通过线上线下结合
的形式展出。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日前，市作协召开第五届主席
团、委员会扩大会议，结合扎实开展“迎盛会、铸忠诚、强
担当、创业绩”主题学习教育实践活动工作，对学习贯彻
落实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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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以真抓实
干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提出，今年市作协将在壮大文学队伍、推出精品

力作、丰富文学活动、加强公益服务等方面下真功夫硬功
夫，建设好作家和服务作家两支队伍，倾力打造《天津文
学》、文学馆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基
地三个阵地，组织好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
模四个主题创作，着力建设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
网络文学等五个专业平台，扎实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培训、学术交流、文学普及、深扎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和
“我为群众办实事”文化惠民六项活动，努力开创作协工
作和新时代天津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王倩）在团市委、市少工
委的指导下，昨日，由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天津市
少年宫）联合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南京等地机构，共同
举办的“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童心逐梦
书画艺术展在天津美术馆开幕。

本次展览共展出各地精选作品近300幅，共分为“树
理想”“爱祖国”“担责任”“勇奋斗”“练本领”“修品德”等
六大板块。老师和少年儿童用手中的画笔，以书画方式
展现出当代少年儿童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体现了广大
青少年儿童“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坚定信心，进一步营
造喜迎党的二十大的浓厚氛围。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很多作品以党史、青运史为主

题，将红色故事以充满童趣的生动形式娓娓道来；也有不
少作品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为主题，描绘中
华健儿飒爽英姿和少年儿童参与冰雪运动的场景；还有
一些作品“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或以丰富的想象力绘出
神舟十三号遨游太空的景象，或从小作者们身边的生活
取材，勾画出充满欢笑的幸福生活。参展作品形式繁多，
不仅有油画、国画、创意画、剪纸、丙烯画等美术形式，也
有笔体丰富的书法作品，特别是由六位作者以六种字体
共同书写的《少年中国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书画艺术展“童心逐梦”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前日，天津大学
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教材”
编写启动会，披露了全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
产学交叉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的最新建设
进展。
会上，天津大学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系

列教材”编辑委员会正式成立，冯骥才任主任
和系列教材总主编，首批教材《非物质文化遗
产通论》《民间文艺学教程》《传承人口述史教
程》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启动编制“非物质
文化遗产系列教材”是我国非遗学学科建设
迈出的关键一步。

该系列教材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
关领域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学工作，力求涵

盖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
的主要领域，填补非遗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
养工作中的空白。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
术研究院教研部成立教材编辑室，首批三卷
教材拟于年内完稿。

冯骥才介绍，我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非
遗大国，在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全球性共
识与行动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实践经验和
理论体系，走在了世界前列。如此庞大又缤
纷的历史文化财富，保护难度巨大，且非遗是
一种活态存在，既缺乏可资借鉴的保护经验，

其自身又在市场中易受利益的驱动和左右。
若没有一整套科学的保护标准、方法和制度，
没有相应的专业人才，非遗一旦失去本色，便
会得而复失。

2021年 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
批准通知，我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
叉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落户天津大学。这
标志着我国非遗保护人才培养进入了高层
次、专业化的新阶段，也标志着非遗保护事
业由此从“抢救性保护”进入“科学保护”的
新阶段。

本报讯（记者 张钢）经过几轮的撤档和“空降”，今年
五一档电影市场片目确定，3部新片以及4部重映片将与
观众见面。

今日上映的《出拳吧，妈妈》成为五一档的主打片
目。这部女性励志题材影片由谭卓、田雨主演，讲述人生
跌入谷底的妈妈白杨为了孩子的抚养权，在教练沈浩的
帮助下重回赛场、奋力出拳的故事。任敏、辛云来主演的
爱情片《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聚焦当下年轻人的情感问
题，讲述一对异地情侣迎接挑战的故事。美国动画片《坏
蛋联盟》改编自同名畅销漫画，讲述被通缉的“坏蛋联盟”
弃恶从善、想要做模范公民的故事。
此外，《一点就到家》《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小美人鱼

的奇幻冒险》《笨鸟大冒险》4部影片将在五一档重映。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前
晚，开心麻花喜剧作品《瞎画艺术家》在津复
排首演。
《瞎画艺术家》讲述了一个关于谎言、欲

望和救赎的故事。此次在津复排演出，由吴
江导演，开心麻花天津组签约艺人徐可、田甜
等出演。该剧情节紧凑，故事反转不断。同
时，天津组的演出还加入津味儿元素，让观众
更感亲切。

据悉，《瞎画艺术家》将在开心麻花民园
剧场持续上演至5月4日。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日前，由天津出版
传媒集团、新蕾出版社主办的“新时代的澳门
孩子 我爱你中国”——《中国的孩子》新书发
布暨主题研讨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举行。
由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曾平标、澳门作家

廖子馨联手创作的《中国的孩子》，是国内首
部以澳门孩子的国家认同和爱国情怀为主题
的报告文学。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韬奋基金

会理事长聂震宁、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高洪波
等20余位出版专家、评论家在线参会，围绕
如何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少儿主题出版的
选题策划等话题展开讨论，并对该书给予高
度评价。
两位作者在线分享了创作故事。曾平标

坦言，创作初衷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澳门孩
子的爱国故事。廖子馨介绍了澳门由来已久
的爱国主义教育传统，分享了在采访中遇到
的感人故事，并期待以此书为读者打开一扇
了解澳门的窗口，让澳门孩子的家国情怀被
更多人看到。

“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教材”编写启动

《中国的孩子》新书发布暨研讨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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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国家海洋
博物馆了解到，“神奇的东方名片——馆藏清
代外销通草水彩画特展”在“五一”假期与观
众见面。
作为“无界——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系

列第三篇，该展览今起正式对外展出，其精选
国家海洋博物馆收藏的190余幅通草水彩
画，通过“一口通商”“东方名片”“西风东绘”
三个单元，展示特殊时代背景下，中西方文化
交流和贸易往来的盛况。

“东方名片”亮相海博馆

开心麻花喜剧在津复排首演

7部影片角逐五一档

为满足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五一”假期，我市各文艺单位和团体准备了丰
富的线上线下文化活动。市民既可在手机上欣赏“云演出”“云展览”，也可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走进文化场馆，赴一场春日的艺术之约。

本报记者 翟志鹏 刘莉莉 张帆

漫画 孟宪东

孙中华慢腾腾从地上站起来：
顺利……个啥，已经停了两天水！

像晴空里响起一道霹雳，像平
湖上落下一颗炸弹。李桂林瞪大
了眼问：水呢？我走时还好好的！

追问半天，孙中华三缄其
口。李桂林把背包往地上一扔：你是
聋了哑了，还是被小鬼勾走了魂？

支支吾吾地，孙中华说：水管……
被挖了，水……被断了……

从哪儿断的？三坪。
哪个干的？
孙中华没有回答。李桂林也不等

他，拿起一把挖锄，拔腿往三坪冲。迎面
碰到陆建芬和李想，李桂林不认识似的，
横眉怒眼往外冲。陆建芬从孙中华那里
听出不妙，把李想扔给他，撒腿追了上去。

鸡窝被扒，无非棚顶掀翻、枯草横
陈、鸡毛遍地，稍加整饬又是焕然一
新。眼前，李桂林两年前带人修建的
水池被人砸得稀烂，大大小小的水泥
块散落一地；从1组背来的青石盖板
仰面躺在地上，两道裂缝形如箭镞，直
直指向两米开外一棵柳树。树不大，
径粗不过拇指，因了外物施压，加速了
老朽般佝偻着身躯。外物却不是别
的，化成灰李桂林也认得，那是前年扛
上山来的水管，有气无力地正对着他，
像有满肚子冤屈，却一个字也喊不出
来的洞口，正是两年来流进二坪村三
个寨子百余户人家的活水入口！

天在旋，山在转，风在吼，草木在

颤抖，人在努力克制，不让火山爆发。然
而，正如没有一个力量能阻止岩浆喷涌，
没有一只手臂能遮挡雨幕落下，李桂林
发出有如狮吼的一声长啸：啊——

他双手扬起锄把，像一个宁死不屈
的武士举起长枪。“D”形锄箍落下去，响
声沉闷浑浊。水池还在原来位置，却是
别人新砌，水分没有收干，外壁呈藏青色。

又一记闷响从水池上沿升起。尔后，
是砖头落地的扑通一声。败家子，我叫你
们当败家子！李桂林手中锄头一次比一
次举得高，落在水池的响声一次比一次
大。陆建芬被着了魔发了疯的李桂林吓
傻了眼。再是直性子牛脾气，再是天不怕
地不怕，再是得理不饶人，他也是伏天里
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这样动粗犯傻不顾
后果的事，李桂林以前从没有干过。由他
这么下去非惹下乱子不可，陆建芬冲上前
拉他的手，李桂林身子一闪，又一锄落了
下去：我叫你们欺负人！

陆建芬从背后抱住他的腰。李桂林
像是背着个娃娃椒，手都没闪一下：叫你
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李桂林用力一
甩，陆建芬两手一松，差点摔倒在地上。
踉跄两步后，陆建芬上足了发条般哭着
喊着，再一次不顾一切冲了上去。

109“我叫你们当败家子”

直隶总督冯英廉说和珅机敏
且善察言观色，相貌白晳而英俊，
少有大志，他日前途不可估量，遂
将孙女嫁给了他。和珅于乾隆三
十四年（1769）参加科举考试，但名
落孙山。经冯英廉推荐，以文生员
入宫承袭三等轻车都尉。乾隆三十七
年授三等侍卫，并被选为补粘杆处侍
卫。翌年做了乾隆的仪仗队侍从。

乾隆四十年十月，和珅擢为乾清
门侍卫。十一月再升为御前侍卫，并
被任命为正蓝旗满洲副都统。

此后又升任户部尚书、议政大臣、
御前大臣，又授领正白旗领侍卫内大
臣，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理藩院尚
书事，赐双眼花翎，充国史馆正总裁、吏
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等。

至嘉庆元年时，乾隆帝已经进入垂
暮之年。他上朝时命令和珅站在他和
嘉庆的旁边，因为只有和珅才能听明白
乾隆在说什么。所以每天上朝满朝文
武三跪九叩后，和珅就等同摄政。满朝
文武上奏什么，他就“听取”乾隆说话，自
己下判断，因此清人都称和珅为“二皇
帝”。而坐在一旁的嘉庆没有实权，真正
握有实权的是乾隆与和珅。

不仅如此，乾隆还把自己
最宠爱的十公主（固伦和孝公
主）下嫁给他的儿子丰绅殷德，
并且把海淀自怡园赐给他。可
见乾隆皇帝对他的宠信和倚重
之深。这样，问题就来了：乾

隆皇帝并非昏庸之人，乃一代明君，为何
被和珅蒙蔽了双眼呢？对于这个问题，众
说纷纭。有这样几点，大致是可信的。
其一，和珅确有才学，而且善于在关

键时刻显露自己的才华。他一生读书甚
多，精通满、汉、藏、蒙四种语言，谙熟四书
五经，工诗词，有《嘉乐堂诗集》传世，亦精
书法。他还对文史典籍有一定研究，宋刻
元椠，一眼即识。其藏书处“致斋”，收藏颇
丰，藏书印有“大学士章”“致斋和珅”“子子
孙孙永宝之”等。闲时常与文人学士谈文
论艺，以“骚人”自居，据说四大古典名著之
一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是因为和珅才得
以存世。关于和珅与《红楼梦》的关系，有
个“版本”是这样说的：《红楼梦》原名《石头
记》。在文字狱盛行的乾隆时代，起初被列
为禁书，只有前八十回本在文人间暗中流
传。和珅对此书情有独钟，他自觉与贾宝
玉有相似的身世，也非常欣赏其“情种”的
风流。和珅在风流方面是一把好手，他赢

得芳心的女人中不仅有民间的绝
色、皇帝的禁脔，甚至还有西洋美
女。他被赐死后，跟随他十多年
的当家宠妾长二姑，以及色艺双
绝的名妓吴卿怜、豆蔻等或投缳
自尽，或坠楼而亡。

22 和珅钟情《红楼梦》 40 除掉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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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高山顶上
陈 果著

小雨下了一夜，早上天气放
晴。张月霞要去太阳庙附近取一
份情报。唐明安说，看天气情况有
可能还要下雨，让她带上一把伞。
张月霞拿着伞刚走到门口，联络员
老孙迎了过来。张月霞把老孙让
进屋里，关上门，低声问：“老孙同志，有
任务？”老孙看着张月霞说：“是有任务，
原本这任务是行动组的，与你们交通组
无关，但现在看来得需要你参加。”听说
是行动组的任务，唐明安马上凑过来问：
“什么任务？”老孙便把谌涛叛变，带着特
务到处抓人，给党组织带来了极大危险
和损失，组织上决定除掉这个叛徒的决
定，对唐明安与张月霞说了，并交代除掉
叛徒的任务，就由他们俩去完成。

谌涛叛变后，领着特务们抓了许多
地下党员，他知道共产党不会饶过他，
所以日常行动十分小心，从不单独行
动，总是和特务们混在一起，因此要想
除掉他，是一件非常不容易，而且又十
分危险的事情。唐明安对老孙说，张月
霞是交通组，而不是行动组的，这个任
务应该由他一个人去完成，不能让张月
霞参加。老孙告诉唐明安，正因为张月
霞是交通组的，组织上才决定让她参
加，因为她认识谌涛，而唐明安却不认
识。执行这个任务有危险，唐明安不想
让张月霞担这个风险。他对老孙说，只
要把谌涛的长相、身材特点描述给他就
可以了，不需要张月霞出现。老孙说，
组织上已经决定了，不能更改。

张月霞不放心唐明安一个人去执行任
务，怕他仅凭对谌涛的长相、身材特点去认
人，会出现失误，完不成任务，于是，她当场表
态说，她服从组织决定。这样，两个人共同去
执行任务，也能相互有个接应和照顾，还能增
加完成任务的保险系数。唐明安只好同意
了。老孙临走时，告诉唐明安和张月霞，据可
靠情报，谌涛这几天晚上都要带领特务在闸
北乌镇路一带活动，他们可以伺机行动。

唐明安和张月霞装扮成挑担子卖馄饨
的小贩，天一黑就上街了，他们一边走，一
边打着竹板吆喝，串街走巷来到乌镇路时，
两个人都感觉累了，就靠在乌镇路河边的
桥栏杆前休息，眼睛同时观察乌镇路上的
行人。上海人喜欢夜生活，晚饭后出来走
店进铺地购物，到河边公园散步，一过了
晚上十一点，购物的累了，散步的乏了，又
都喜欢来碗馄饨，吃顿夜宵。所以，在上
海挑担子卖馄饨的小贩，都是通宵达旦地
营业。唐明安和张月霞在乌镇路上吆喝，
都过了夜间十二点了，也没有看到谌涛的
身影。正在着急，只见前面路上大摇大摆
地走过来几个人，一色的穿黑衣、戴礼帽，
上身斜挎着匣子枪。“你看那几个人，肯定
是力行社的特务，也许谌涛就在其中。”张
月霞小声地对唐明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