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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和平杯”京剧票友邀请赛启动

传承中华国粹 讴歌时代华章

“如梦令”音乐会传递国乐之美

本报讯（记者 张帆）昨天，由市委宣传
部、市文化和旅游局、和平区政府联合举办
的第十六届“和平杯”京剧票友邀请赛正式
启动，此次大赛以“传承中华国粹，讴歌时
代华章”为主题，再一次搭建起海内外京剧
票友联谊的交流平台。
“和平杯”京剧票友邀请赛自1991年

创办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15届成人票友
赛、8届少儿票友赛。赛事覆盖全国，影响
海外，累计5万余名京剧票友参与活动。
活动累计评选出150名“中国京剧十大名
票”、20名“港澳台及海外十大名票”、80名
“中国京剧十小名票”,在海内外产生重大
影响。中央电视台“空中剧院”连续15年
对“和平杯”的汇报演出进行录播。2020
年、2021年，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
和广大京剧票友的需求，“和平杯”组委会
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了线上比赛，中华国粹
艺术“腾云而起”，引起海内外京剧票友界
强烈反响。
本届活动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凡17周岁（2005年8月1日以前

出生）至80周岁(1942年 8月 1日以后出
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非戏剧专业演员、
身体健康的票友，不论国籍、地区、民族、性
别，均可报名参赛。原专业戏剧演员，如报

名参赛，须离开专业院团3年以上；京剧院校
在校学生及从专业京剧院团正常离退休的京
剧演员谢绝参赛。参赛选手均须彩唱京剧传
统戏、新编历史戏或现代戏中的一个片段。

演唱时间不少于6分钟，不超过12分钟。报
送参赛的录像，必须在2021年8月后录制，采
取同期录像、录音的方法。组委会组织复赛
评委会，通过观看录像视频形式评选，产生
60名左右国内选手、若干名港澳台及海外选
手、部分团体节目进入决赛。

大赛拟于8月下旬在爱奇艺、中国京剧
艺术网、“和平杯”官微平台上同时进行“云决
赛”，并组织专家、票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线
上评选，评出“十大名票”“双十佳票友”“优秀
票友”，以及第三届“港澳台及海外十大名票”
“优秀票友”。和平区公证处将监督整个比赛
和评选过程。
同时，在疫情防控形势允许、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报请有关部门批准后，大赛拟于10
月在中国大戏院举办纪念“和平杯”创办三十
周年暨第十六届“和平杯”颁奖京剧晚会，邀
请中央电视台“空中剧院”进行录播。赛事期
间，还将视疫情防控形势的发展，实时组织
“和平杯”创办三十周年研讨会，组织京剧名
家、名票进社区、下基层开展公益演出活动，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今明19:30，天
津歌舞剧院、天津交响乐团将通过“直播天
津”平台，为喜爱艺术的市民带来两台精彩
线上演出。
今日上演的是天津歌舞剧院芭蕾舞团

的首部原创剧目，也是其代表作——原创
芭蕾舞剧《精卫》。该剧问世至今已20余
载，其间历经修改、润色，成为一部在主题
和艺术上高度成熟的精品芭蕾舞剧。舞剧
取材自家喻户晓的“精卫填海”故事，以丰

富的民族文化元素和中西合璧的芭蕾艺术精
彩演绎了“精卫填海”的精神内涵，表现了中
华民族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伟大品格。
明日，天津交响乐团将通过“贝多芬双二

音乐会”，奏响贝多芬《第二钢琴协奏曲》《第
二交响曲》两部名作。音乐会由活跃于欧洲

舞台的瑞士指挥家米沙·达迈夫执棒。这两
部作品均是贝多芬创作前期的作品，观众可
以从《第二钢琴协奏曲》中感受他对旋律和配
器的精准打磨，在《第二交响曲》中感受到他
事业蒸蒸日上之际乐观进取的情绪。音乐会
还将上演李崇望作品《英雄的太行》。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文并摄）昨
晚，“如梦令·国风情境音乐会”在津首
演，为观众带来一场美轮美奂的国风音
乐之旅。
“如梦令·国风情境音乐会”是北方

演艺集团事业拓展中心旗下音乐品牌
“鸾凤”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制作人徐筱
涵说：“创排这台演出可谓一次大胆的尝
试、奇妙的碰撞。我们希望将音乐性与
故事性融合，改变传统赏乐模式。演出
团队集合了来自不同院团乃至不同领域
的艺术人才，民乐演奏家、戏曲演员、戏
剧导演、青年画家会聚一堂，一起破圈、
融合、发展、再造，用属于年轻人的情感

表达方式传达国乐之美。”
演出中，在犹如水墨画般的舞台环境

中，乐手们衣袂飘飘而来。伴随着一首首曲
目，观众也走进一位伶人的故事：她与一位
文武双全的青年一见倾心。考期将至，青年
临别时许诺他日来娶。哪知有敌来犯，青年
仗剑戎马，杀敌殉国。也许在另一个天地，
有情人终将重逢，携手纵情山水间……
《依兰的爱情故事》《相思赋予谁》《十

面埋伏》《梨花颂》等作品经过重新编曲，逐

一演绎。乐曲中，笛子、古筝、琵琶、二胡等
诸多乐器相辅相成，伶人时而随缠绵的曲
调摇曳身姿，时而随跌宕的鼓声狂舞水
袖。故事中的青年则由一位乐手扮演。整
台演出音乐与故事、传统与现代相得益彰，
给观者带来美的享受。

徐筱涵表示，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吸引
更多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走进剧场，了解、
喜爱传统文化，也推动传统文化与当代时
尚接轨，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播。

■ 本报记者 刘茵

立夏一过，雪糕重回大众视野，尤其是景区的文创雪糕，

又将迎来“网红时刻”。自问世以来，文创雪糕从未停止过“内

卷”，它们依托景区特色，“复刻”出各式各样的热门景点、文

物、花卉、潮玩等，如三星堆的青铜面具雪糕、敦煌莫高窟的九

层楼雪糕等。据统计，全国各类文创雪糕已有数百种。这些

文创雪糕高度还原了所复刻的建筑、景点、文物等造型，细节

逼真生动，制作精巧，其别具一格的造型，让文创雪糕具有与

其他雪糕不同的社交属性，成为许多游客在景区游玩的标

配。游客在“打卡”的同时，也提高了旅游增值体验。文创雪

糕不仅拉近了人们与景点、文物的距离，也让古老的历史显得

更加“接地气”。

不过今年，文创雪糕有些“遇冷”。虽然其种类越来越多，

口味越来越丰富，造型越来越别致，但其价格也水涨船高，让

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有网友盘点发现，文创雪糕一般15

元起步，20元、30元乃至40多元的比比皆是，过高的价格让不

少人连呼“在景区买支文创雪糕打卡发朋友圈的成本提高

了”，网络上也不乏“雪糕为何越卖越贵”“失去雪糕自由”等声

音，甚至有“网红雪糕价格贵得有多离谱”的相关话题冲上热

搜，足见人们对文创雪糕价格过高的“耿耿于怀”。

因为创意带来的附加值，加上制作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

文创雪糕高于普通雪糕价格情有可原，但如果仅有创意，质量

却难以匹配，游客自然不愿买账。网友们纷纷吐槽：就卖个造

型，其实味道很普通；用料一般，一口冰碴……文创雪糕在“卷”

创意、“卷”造型的同时，也要“卷”一下价格和质量。只有价格

亲民、价质相符，才能真正实现文创雪糕传递文化的作用。

文创雪糕归根结底还是雪糕，如果一味追求高价，而忽略

了质量和消费者的承受力，那么它的生命力就会大打折扣。

文创雪糕不能简单追求形态上的二次复刻，更要让其成为凝

聚文化价值和感情的产物。只有这样，文创雪糕的路才会越

走越远。

文创雪糕，好看还要实惠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日前，天津美术学院推出“从丝绸
之路到万里茶道古建文明建筑创意画卷”线上展览，展出该校
环境与建筑艺术学院学子创作的古建筑长卷。

此次展览立足于学子们的专业课程，将中国古建筑文化
的传承与创新衍生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讴歌新时代的大
国工匠精神。展览主要展出以路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
万里茶道、茶马古道沿线重要城镇为内容的长轴画卷，也不乏
学子们以美术手段精心“复原”的古建筑作品，对中华古建筑
文化做了有效挖掘和展示。

本报讯（记者 张帆）在“你好，天津”网
络短视频大赛参赛作品《生态城VLOG：智
能走进生活》中，网友张宁记录了一个女孩
在中新生态城的“智慧时光”。

近年来，天津的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
展，张宁眼见着智慧元素融入生产生活的
各领域：公园里可以给手机无线充电，小
区里有高空抛物监测，交通信号灯会自
动调节时长，图书馆里有智能盘点机器
人……他邀请住在中新生态城智慧小区
的朋友出镜，从她的居住生活体验开始，
展现中新生态城的智慧场景。张宁说：
“这些年中新生态城的变化翻天覆地，它
就像一个‘样板间’，展示着我们的未来
智慧生活图景。我要
多拍摄这样的作品，能
让网上更多的朋友看
到天津除了有深厚的
文化底蕴之外，还是一
座智慧之城。”

乐享智慧生活

你好，天津——说变化晒幸福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日前，德法艺术歌曲视听音乐会在
津湾大剧院小剧场举办，我市女中音名家王硌与多位学生联
袂献唱了众多经典声乐作品。
王硌现任天津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曾获“天津市文艺新

星”等荣誉，至今举办20余场独唱音乐会。王硌的演唱感情
真挚、技巧娴熟，嗓音具有金属般的质感，她的学生也在国内
外声乐比赛中屡获佳绩。音乐会上，王硌与学生们演唱了多
首德法艺术歌曲，音乐会还特别设计了中国歌曲环节。

本报讯（记者 张钢）由环球影业拍摄
的爱情喜剧片《巨星嫁到》昨日登陆影城与
观众见面。该片由詹妮弗·洛佩兹主演，讲
述了一位歌手从痛苦中重新振作起来，继
续生活的励志故事。
片中，屡获全美音乐大奖、专辑总销量

超过7500万张的詹妮弗·洛佩兹一展歌
喉，大秀舞姿。对于出演这部充满音乐元
素的影片，她表示：“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情，我要将我喜爱的浪漫喜剧故事和我的
表演、我的舞蹈、我的歌声结合在一起。”

据出品方介绍，片中有9首原创歌曲，
每首歌都映射了主人公在成长路上的故
事，律动十足的乐曲将带给观众亲临演唱
会的沉浸享受。

电影《巨星嫁到》上映

南开学子读书演讲展风采

“云端”音乐会周末精彩继续
德法艺术歌曲音乐会举办

古建筑长卷讴歌工匠精神

文 化 时 评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 姜凝）近日，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布
了第三届大学生读书演讲风采展示活动评审结果，南开大学
本科生张宁的演讲作品《信仰》榜上有名。

本次活动共收到全国高校择优推荐的投稿作品98部，经
过初审、复审、研议、确认等环节，最终评选出入展作品20部，
其中包括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2020级本科生张宁的演讲作
品《信仰》（指导教师张丽、刘堃）。这也是张宁在获得南开大
学和天津市“悦读之星”一等奖后再次取得佳绩。

大爷，加油！！！
大爷，唱得好。

嗓子真好。

好听。

大爷是冠军。

漫画 孟宪东

当时这些在全国属于首创，
引来了不少大学的外事部门前来
参观、取经。据说后来北师大借
鉴此经验，建起了“京师大厦”。

逄处长除了出差的时间以
外，差不多都是在办公室里度
过。我每次回南开的时候，一定会与
他共进早餐，晚上都会在他的办公室
聆听他对南开的畅想……他为南开大
学，真可谓是“鞠躬尽瘁”。至今，每当
我走到南开大学的“接待区”，仿佛看
到他那忘我工作的身影。

1979年的南开大学还没有“外事
处”，只有留学生办公室，那时逄诵丰先
生任校长办公室的副主任，负责对外交
流工作。随着外事工作逐渐增多，1980
年4月，南开大学组建外事处，他先被
任命为副处长（处长由校办主任石玉敏
兼任），负责具体日常工作，后又在
1983年5月被任命为处长。自从叶先
生第一次到南开以来，他就参与了接
待，一直到他退休，可以说直到去世，他
对叶先生都敬重有加。

1990年，叶先生已从加拿大的大
学退休，受邀去某地讲学。10月下
旬，我从日本飞往上海，与叶先生和台
湾淡江大学的林玫仪老师会合。我们
先去拜访了施蛰存先生，然后同乘火
车前往江西上饶，出席在上饶师专（现
上饶师范学院）召开的“纪念辛弃疾诞
辰850周年学术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的学术气氛和中青年

研究者们的好学热情，引发了姑母对于未
来长期回国执教的有关思考。11月初我
来到南开，在跟逄处长见面时谈及了此事。

南开大学原本有一个“对外汉语教
学中心”，只是专门为各系外国留学生教
授中国话的地方，没有自己的学生。1989
年年初，我到南开时向逄处长介绍：现在
的外国学生到中国留学，是想既学汉语
又学中国文化，这个“中国文化”里包含了
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民俗
等，而这些都是要在以“学汉语”为轴心来
展开的，不需要太专太深，而是一种综合
性的……

没想到我这么随便聊天儿的一番
话，令逄处长往心里去了，他立刻就找了
中文系主任郝世峰老师和历史系主任刘
泽华老师商量。当年这两个系比较难搞
“创收”，在南开大学各系中是“最穷”的两
个系，而外事处的“汉教中心”经济效益不
错，比较富裕，逄处长甚至想以汉教中心
兼并这两个系，这样可以给这两个系的老
师们增加一些收入。又因为当时招收留
学生是以美金计算收费，所以他还想：多
招就能为学校多创汇，创汇多了，学校的
领导和老师们才能有外汇经费出国交
流。他的这些想法，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7 想法多的逄处长

朗润园中所，奕后来撤去
假山，重建三进院落，成为岛上主
体建筑。其中二进院五间，硬山厅
堂为全园正堂，上悬“乐道书屋”
“正谊书屋”匾额。西所分三进院，
南为倒座房，内有正房三间。最后
一进院进深较大，其北建有三间歇山花
厅，前出三间歇山抱厦，造型独特。春
和园时期名为“益思堂”。东所东南侧，
有四角方亭一座，其上“涵碧亭”匾额为
奕手书。在园中，此亭地位突出，园
主人常在此眺望西山，沉思冥想。此亭
后毁，今复建一亭于其旧址。

朗润园建筑并不豪华，但享受的恩
宠却远胜别的赐园。园中匾额除奕
自书外，均为自雍正到光绪诸帝及慈禧
太后所赐。其中，“咏恩阁”“幽赏轩”为
雍正御笔，可能是春和园旧物，也可能
移自别处；“致福轩”为嘉庆帝所题。为
园中赐匾最多的是奕的哥哥咸丰
帝。奕在《朗润园记》中多次谈到咸
丰帝的隆恩：朗润园改造完成时，“是岁
仲秋复蒙皇帝临幸，御书易园额曰‘朗
润’，宸翰昭垂，所以训迪余之拙陋之心
者，至深远矣”“又赐额曰‘池水共心月
同明’，斋曰‘明道’，轩曰‘棣华’，曰‘萃
赏’”“园之正室为堂五楹，额
曰‘乐道书屋’，曰‘正谊’，皆
宣宗成皇帝御书所赐也”。一
个园子能有这么多帝王御题，
颇为难得。可惜如今仅剩嘉
庆帝御笔“致福轩”一匾了。

当年恭亲王于朝政倾轧之余在此园
居，与山水花鸟为伴，以使胸襟得以暂时
的舒缓，故舒衡哲《鸣鹤园》一书称其在北
京西北隅建立了一个“想象的王国”。他
自己也相当的沉醉，曾在其《朗润园记》中
不无得意地写道：“是园也，临清溪，面层
山，树木葱茏，既静以深，荷池环绕，竹径清
幽。乐蕃植则有灌木丛花，青翠交加也；学
耕耔则有田畦蔬圃，量雨较晴也。松风水
月，入襟怀而妙道自生也；仙露甘膏，常浥润
而俗虑自涤也。研经史以淑情，习武备以
较射。或怡悦于斯，或歌咏于斯，而于乐山
乐水之旨，其稍有合也……仰观俯察，风月
之清朗，林池之秀润，遇目赏心，亦有以惬夫
恬澹之襟怀也欤，抑余因之有感矣。”

可惜，1860年浩劫以后，园子虽然
基本保住了，园居的闲静却一去不复返
了。国运日衰，朝廷政务缠身的奕，不
得不在城内长住，直到生命的最后三年，
才能经常到朗润园寻找慰藉。

尽管如此，朗润园还是依
然保留着清新的面貌。所以，
20世纪 30年代美国记者多萝
西·格雷厄姆有幸在园中漫步
时，仍然能够享受到“视觉和精
神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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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黎明

刘鹏 著

稷世恒话语刚落，就听到啪的
一声枪响，紧接着从灌木丛中跑出
来一个光着膀子的男孩儿，他的肩
膀中弹，血顺着伤口往外流。“哥
哥，你受伤了！”小男孩儿见状惊呼
一声，向着哥哥猛跑过去。唐明安
拔出手枪，弯下腰，借着灌木丛的掩护
向上跑。这时，就看到从上面跑下来一
个身穿中式服装、手握短枪的人。“八
嘎！”唐明安猛然出现在那个人面前，并
冲着他骂了一句。那个人被唐明安吓
了一跳，一边往后退，一边用日语说：
“别误会，别误会，自己人。”唐明安用日
语说：“自己人不按《塘沽协定》，在长
城那边的驻地待着，到这边来干什
么？”听到唐明安一直在用日语说话，
那个人便镇静下来，他把手枪插回腰
间，告诉唐明安，说他是日军佐田大队
侦绘队的队员，为了制定下一步的进
攻计划，佐田大队长派他们前来侦察
长城这边的地形并绘制地图。说完，
他问唐明安是哪部分的？唐明安就说
自己是军部特高课的，在执行秘密任
务，然后又问：“你们侦察地形，绘制地
图，为什么要杀放羊的小孩儿呢？”日
本人说：“我们的行动是绝密的，为了
不暴露目标，临行时，佐田大队长吩
咐，沿途凡是碰到中国人，不论男女老
少，一律杀掉，不留活口。”唐明安听
完，在心中骂了一句：“狗杂种小日
本！你们也太残忍了！”

稷世恒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条，给

小男孩儿的哥哥包扎完伤口，不见了唐明安
的踪影，心中惦记，他告诉两个孩子，赶快找
上羊赶回家。然后，他就提着枪寻找唐明
安，越过了一片灌木丛，又绕过了一些树木，
看到唐明安在与一个农民打扮的人说话，
他喊了一声。听到喊声，那个日本人立刻
惊悚地举起枪，冲着稷世恒喊：“什么地干
活？”唐明安伸手把他的枪压了下来，用日
语说：“你别一惊一乍的，他是和我一起执
行任务的岗吉少尉。”日本人感到疑惑，问：
“岗吉少尉怎么是个老头子？”唐明安说：“你
脑子怎么进水啦？那不是执行任务化的装
吗？”日本人这才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

稷世恒看到日本人朝自己举起的
枪，被唐明安按了下去，而且两个人还用
日语说得很热闹，虽然听不明白，但也猜
到唐明安已经用什么办法取得了日本人
的信任，便也把枪收了起来，站在唐明安
身后听他和日本人继续说话。唐明安连
说带笑地同这个日军侦绘队员聊了一阵
儿，突然指着他的身后，以十分惊恐的表
情大喊了一声：“注意身后！”日本人急速
转过头去，就在这一瞬间，唐明安的匕首
猛然从他的后背刺了进去，稷世恒快步
上前又补了一刀，日军侦绘队队员的身
体晃了晃，便倒在了灌木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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