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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明日19:30，天津交响乐团“空中音
乐会”将在“直播天津”平台推出音乐党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带领观众感受信仰的力量。

音乐党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于2021年3月首次
推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这堂音乐党课以
“讲解人”讲解党史知识和交响合唱音乐会相结合的形式，精
选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音乐作品，回顾中国共产党带领人
民走过的辉煌百年路，得到我市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关注与好
评。该音乐党课由国家一级指挥董俊杰执棒，天津交响乐团
演奏，天津交响乐团合唱团担纲演唱，我市及全国众多优秀歌
唱家参与，演出阵容约200人，将奏响《南湖的船 党的摇篮》
《我的祖国》《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新时代》等音乐作品。

本报讯（记者 张钢）日前，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候选
名单揭晓，投票也正式开启。《长津湖》《你好，李焕英》《悬崖之
上》《狙击手》等15部影片入选影片奖名单，吴京、易烊千玺、
贾玲、张小斐等入围男女主角奖候选名单。

根据章程规定，中国电影家协会委托中国电影发行放映
协会属下骨干影院经理共100人和本届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
会理事共同组成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初选委员会，投票评
选出候选影片，经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组委会确认，产生
本届百花奖15部候选影片。

据介绍，从即日起至7月10日为观众投票阶段。此阶段
结束后，将由组委会指定的选票统计中心统计观众投票结果，
评选出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各奖项的提名者。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记者自市评剧白派剧团获悉，该团
目前正紧锣密鼓组织排练，为观众献上戏曲盛宴。

本月15日至17日、20日至23日，将上演新创编的革命历
史剧《骄杨》。6月19日将演出《烧骨记》。此剧为评剧爱（莲
君）派代表剧目，此次排演，剧本经重新改编，突出了为国尽忠
和敬老孝亲的主题，颂扬了中华传统美德。该剧由赵德明改
编、导演，辅导教师金倩，冯荣玲、孙庆军主演。

6月24日将演出《红珊瑚》。该剧讲述了一个军民鱼水情
深的故事。此剧曾由评剧爱派第二代传人莲小君上演，此次
排演，剧本经加工提炼，强化了戏剧冲突和人物性格的塑造，
富于时代气息。该剧由赵德明加工改编，赵德明、李建民导
演，全部由青年演员担纲主演。

天交明日带来“云端”音乐党课

大众电影百花奖候选名单揭晓

评剧白派剧团献上戏曲盛宴

本报讯（记者 张帆）今天是第六个“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由市文化和旅游局（市
文物局）主办的天津市2021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主题活动在线上持续开展。今年
的活动内容丰富、互动性强，集中展现我市
文保事业发展的各项成就。
“我是天津‘文物守护人’”基层文物保

护工作者风采展示活动，选取常年坚守一线
的基层文博工作者，将他们的事迹制成视
频，在津云客户端、津抖云短视频客户端集
中宣传，弘扬文物工作者恪尽职守的道德情
操、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鼓励社会组织、志
愿者和其他行业人员参与和支持文物工作，
共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
近年来，我市强调要把历史文化遗迹视

为城市之“宝”，先后组织推动实施黄崖关长
城龙凤岭段、千像寺造像、梁启超旧居、文
庙、独流木桥等文物修缮工程，文物保护状
况进一步改善。市文保中心选取千像寺、北
疆博物院、天尊阁、戏剧博物馆等4处文物保
护单位，通过津云平台以视频方式进行成果
展示，在交流普及文物保护经验的同时，号
召更多市民关注我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在遗产日活动期间，追寻“红色足
迹”——市民推介喜爱的革命文物主题旅游

线路活动很受欢迎，该活动从我市各类革命
遗址、遗迹、纪念馆中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
的单位，设定“伟人风范·光耀千秋”“英勇决
战·走向胜利”“海河沿岸·记忆流淌”“红色
曙光·印象天津”“抗战烽火·英雄蓟州”“峥
嵘记忆·美丽滨城”等6条候选革命文物主题

旅游线路，制作成移动端页面，市民可选择喜
爱的革命文物主题旅游线路进行投票。

活动期间，来自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考
古部的考古队员将通过视频录制的方式，向
市民汇报近两年来我市在太子陵旧石器地
点、元宝岛明清墓地、李咀明清家族墓地等考

古工作中取得的最新成果，让大家在“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期间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考古工
作，了解我市文物考古工作的最新动态。近
年来，我市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组
织实施大运河文化资源调查、石窟寺石刻资
源调查。启动十四仓遗址前期调查与综合研
究项目。蓟州朝阳洞旧石器遗址考古发掘取
得重要发现，填补了天津地区旧石器时代洞
穴遗址考古的空白。近期完成的蓟州太子陵
旧石器地点考古，文化堆积最厚处达到5.5
米，并在5个连续地层堆积中出土石制品标本
158件，是目前天津考古发现文化堆积最厚、
连续地层序列最多、出土石制品标本最丰富
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综合以往进行的区域系
统调查和发掘成果，初步构建起天津地区距
今10万年以来旧石器文化编年序列。
此外，我市文博类全媒体（新媒体）发展

成果将在活动期间发布。全市各区文物部门
和文博场馆也将举办“学条例、重保护、守传
承——天津市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线上展
览”“梦想之志、力量之源——文化名人与名
作”“红色遗址遗迹 等你来打卡”“文遗云工
坊——彩陶钵体验修复活动”“梁思成发现独
乐寺90周年纪念展览”等丰富多彩的百余项
宣传活动。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活动丰富

连接现代生活 绽放迷人光彩

非遗传承人与相声演员在“非遗购物节”直播间推介产品。

本报讯（记者 刘茵）大沽口炮台遗址博
物馆今日推出4场线上活动，为观众献上文
化大餐。

该馆宣讲员将通过线上媒体推出“云
宣讲——让文化遗产融入美好生活”，宣讲
滨海新区 15处文物保护单位。“滨城不可
移动文物微展览”，带领大家发现滨城不一

样的美。
为提升全民文物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

该馆日前推出“云普法——千年文物表情包”
活动，以9尊形态各异的网红陶俑文物为载
体媒介，对公众进行普法宣传。“修缮的力量”
活动将重点展示近年来滨海新区开展的文物
修缮工程。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由津南区文化和
旅游局、津南区文联主办的津南区“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展演活动暨第五届非遗普查成果
展，今日在线上开启。

据介绍，此次有40余项津南区非遗项目
参展，还有风筝制作技艺（天津风筝魏制作技

艺）、杨柳青木版年画、巧妹红妆绳艺、汇蚨源
吉祥手工布艺技艺助力参展，共展示各类作
品近400件。其中的麦秸画、面塑、竹编、剪
纸等，兼具美观与实用，力求让非遗融入现代
生活。同时还有河北梆子、评剧、古琴、高跷
等项目表演，也将陆续在线上推出。

■ 本报记者 张帆

“美味又健康”“看馋了”“传统技艺博大
精深”……昨日，第三届天津“非遗购物节”
线上开幕，非遗传承人与相声演员共同在直
播间进行特色产品推介，诙谐幽默的讲解和
互动引得网友踊跃互动，纷纷下单。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理念不断深入，传

统非遗也在频频“触网”之后焕发了新的生机。
独流镇“永兴德”绿豆潮糕制作技艺第

五代传承人卢学刚告诉记者：“我们的绿豆
潮糕都是现做现卖，保质期只有7天左右，过
去售卖一直在线下实体店，每天做30份左
右。”2020年，卢学刚第一次参加“非遗购物
节”，见识到“互联网+”的“威力”，“当时在直
播中就有很多人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询问
产品和购买方式，销售面也拓宽了。后来每
届购物节我们都参与，销售额也翻了一番。”
虽然保质期短，但开辟线上渠道后，“永兴
德”绿豆潮糕凭借真材实料还是俘获了大批
“吃货”。“现在我们也开始尝试线上销售和
推广，不但建立了微信客户群，也开通了外
卖服务。”卢学刚说。
王氏手绘盘丝传统服饰制作技艺第四

代传承人郁从霞利用传统技艺开展高级传
统服饰订制，收获了一批忠实“粉丝”。由于
服饰订制耗工费时，平时她主要以线下业务
为主，但对于传统非遗的线上渠道拓展十分
看重。“我从事的技艺主要是将手绘与盘丝
相结合，应用于传统服饰和服装制作。我已
连续三次参加‘非遗购物节’，每次反响都特
别好，让很多人了解了这门技艺，这种效果
是线下实体店难以达到的。通过一两次直
播可能没办法马上转化成收益，但优秀的技
艺能在观众的心里‘种草’，这种潜移默化的
影响既弘扬了传统文化，也让我们的技艺有

了被认识、被喜爱的可能。很多手艺人平时
专注于技艺研究和产品制作，很少有对外交
流、展示的机会和时间，线上渠道让传承人
和大众有了交流可能，也让非遗项目的知名
度得到了很大提升。”

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钱玲表示，天津
“非遗购物节”已连续举办三届，目的就是让
更多非遗好物走进百姓生活，让百姓了解非
遗知识和非遗产品。“我们在前期积极组织
动员的基础上，最终选取了近百个非遗项目
参与到本届‘非遗购物节’中，也邀请了很多
非遗传承人带着产品走进直播间，宣传非遗
知识、展示非遗产品。现在有很多‘80后’‘90
后’的传承人，他们既了解当下的时尚，又掌
握了传统的非遗技艺，他们尝试将两者结
合，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
天津商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师、国家

级创业导师张波认为，非遗项目和互联网相
结合已成一种趋势，但形式不应停留在技艺
的生硬照搬上。“互联网营销解决的主要问
题是渠道问题，‘互联网+非遗’不应仅仅是
利用互联网进行传播，而是将非遗与互联网
的新内涵相结合，让非遗产品能满足用户某
个层次的需求，进而实现非遗的唤醒和振
兴。我曾经指导过一个基于扎染技艺制作
手机壳的项目，它的核心卖点就是扎染技艺
的随机特性，满足了年轻用户追求个性、追
求唯一的需求。让非遗的文化属性和人们
的文化需求相匹配，给了非遗重新回归当代
生活的可能。非遗中包含的田园文化、工匠
精神等，在今天与人们的生活再次发生联
系。因此，‘互联网+非遗’的基本逻辑就是
深度挖掘非遗的文化基因，并将其与当代用
户的某类需求相匹配，进而寻求生动的表达
形式，以产品为文化载体，将这种文化基因
传播给广大用户，获取用户共鸣。”

第三届天津“非遗购物节”线上开幕

传统非遗“触网”增活力

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

4场活动尽显文物魅力

津南区推出非遗普查成果展

天津图书大厦推出“喜迎二十大”主题出版物展，集中展

示了20余种重点党史学习教育用书和近3000个品种的党政类

书籍。 本报记者 仇宇浩

漫画 孟宪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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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与杨华老师联合写的文
章《“中国诗词大会”弥补了叶嘉莹
先生的遗憾》中，详细介绍了“百人
一首纸牌”游戏。在江户时代初
期，《百人一首》中的诗歌被写在了
纸牌上，成为新年期间年轻人和孩
子们最喜欢的游戏之一，并流传至今。
这种纸牌游戏在和式房间的榻榻米上
进行。纸牌一套有两组，每组100张。
一组是专门供人吟诵的，上面印有作者
的肖像画和名字，还有诗歌的“上句”；
另一组是专供参与游戏竞赛的人寻找
的，全铺在榻榻米上，上面只写有诗歌
的“下句”。

游戏时，吟诵者说出上句后，参赛
的人就要在这 100 张纸牌中快速、准确
地找出与该上句所对应的下句，最后以
在100张纸牌中抢到最多的为胜。百
人一首纸牌游戏要求参赛者熟悉这一
百首和歌，需要一定的和歌文化功底，
并且还考验人的听力、记忆力、反应力，
等等，可以说是一种既有趣又有难度的
益智游戏。更重要的是，通过游戏，提
高了人们对古典诗歌的兴趣，于潜移默
化中习得了古典文化的情趣与智慧。

每年七月，全日本歌牌协会都会举
办“全国高中小仓百人一首选拔赛”，翌
年一月上旬（即日本现行历法的“正
月”），在滋贺县大津市的近江神宫举办
男子决赛的“百人一首名人战”和女子
决赛的“百人一首女王战”，日本放送协
会（NHK）的卫星台届时也会进行现场

直播。据资料显示，将“百人一首”赛事定
在“正月”，大约始于十九世纪末，最早记
述见于明治三十年至明治三十五年《读卖
新闻》连载的尾崎红叶的小说《金色夜
叉》，在物质生活和娱乐生活还很匮乏的
时代，“正月赛事”也成为未婚男女相识的
场所。

关于“百人一首”，叶先生在《谈古典
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中
还说道：

……这种游戏到目前在日本仍很流

行。我曾经询问过好几位日本友人，他们

都说在学生时代曾参加过此种背诵和歌

的游戏，而且那时背诵过的歌往往终生不

忘。在与日本的对比之下，我实在为我们

这个曾经以诗自豪的古老的中国感到惭

愧。我们在过年的节日中所流行的室内

游戏，乃是麻将、扑克、掷骰子，也许现在

还该加上电子游戏，却没有一项如日本之

“百人一首”的寓文化教育于娱乐的，足以

培养青少年对祖国诗歌传统之学习兴趣

的游戏项目。

我认为，《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
特质与吟诵之传统》在叶先生诸多讲谈诗
词的论文中，是极为重要的一篇，该文系
统地论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美感特质。

35 “百人一首”游戏

在燕大短暂的生命途程中，从
这里走出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如著
名学者费孝通、吴阶平、侯仁之、周
汝昌、林焘；著名外交家黄华、周南；
著名艺术家孙道临、黄宗洛、黄宗江
等。原先体斋、健斋北边还有个形
制完全不同的全斋，那是新中国成立后
为解决在燕大上学的海外华侨子女住房
问题由教育部出资盖的。2005年前后，
已被拆除重建，成为北大国际数学中心
的办公场所。

当年燕大女生宿舍所在地为我们今
天常说的静园六院。其实，燕大初建时，
只有四个院落，即现在的一、二、四、五院，
三、六院是1952年按原来的图纸加建
的。燕大女生宿舍即是早先建的四个
院。静园四院，处于南北中轴线的南端，
四个生活单元，两两分居于中轴线两
侧。每个生活单元与湖畔男生宿舍一样
为三合院式的品字格局，同时整体又以
“二体”为主轴形成一个大的品字形结
构。这四个近乎方形的小院，从整体上
又都敞向女生宿舍区南北纵长的公共活
动空间（现在的静园），而小院本身又有
短墙和小巧别致的门楼所隔，形成完全
闭合的庭院。杨虎、翟淑华、李文文《静
园六院》一文认为，其贴切的尺
度，隐蔽的环境，安全而宁静，
给人以“庭院深深”的感觉，似
乎“更像是古代富贵人家千金
小姐的绣楼”。

这些院落，均为东西向，院

内各有两间南北向厢房，中间以正房相
连。房间为老式砖木结构，雕梁画栋，古色
古香，每座院门都有紫藤萝花架。每年五
月，紫花缀满门楼，典雅优美而富有情致，而
院内高大的乔木和布满墙壁的爬山虎又赋
予小院以四季不息的生命力。
作为生活单元，楼房虽然较男生宿舍

要朴素得多，但内里的陈设却一点也不逊
色，每个院落还都有一个小食堂，自己动手，
大家一起吃饭。还有一个很大的阅览室，
里面有很多中英文报纸、杂志。在这四个
院落里，还各有各的种植式样：马樱、迎春、
紫藤、丁香……许多燕大校友一生都记着
这小院里的风景。这里显然要比男生宿舍
有情趣得多，所以，当时戏称“男生住楼，女
生住院”。那时还有一个说法：“男校有水，
女校有山。”说的是男生宿舍临湖，可观湖光
塔影，而四院这边小院外还有“大院”，即当
时的公共活动空间，今天的“静园”。那时的
“大院”是一个花园，周围有松墙，里面有松

柏、花木、藤萝架和假山，还有石
人、石马等散落文物，是一个非常
美丽、幽静而又富有诗意的地
方。静园四院当时因封闭性而被
男生称为“紫禁宫”，但每年也有
“开放”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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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唐明安的解释，南汝箕
说：“哦，原来是这样。我错怪你
了。”唐明安立刻问了一句：“那您同
意我回上海了？”南汝箕没有立刻
回答，只是默默地往前走。两个人
又走了一段路，南汝箕心情沉重地
说：“据江苏省委的消息，在你离开上海
不久，张月霞同志就被敌人逮捕了。”就
在唐明安听完他的话显出惊愕之际，南
汝箕又说了一句：“不过她在敌人面前，
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目前敌
人只是把她按照一般的政治犯关押在
国民党苏州反省院，生命没有危险，组织
上正在想办法营救。”唐明安说：“那我不
就更得回上海了？”

听到张月霞在上海被敌人逮捕，一
股心火上蹿，撞得唐明安的脑袋嗡嗡直
响，他加重语气，对南汝箕急急地说了这
么一句。“自从你和张月霞除掉了叛徒谌
涛后，上海的敌人就更加疯狂地对我们
共产党人进行搜捕，组织上已经转移了
很多人。江苏省委也已经转往安全地
区，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再回上海了。”听
完南汝箕的话，唐明安又甩了一句：“那
月霞怎么办？”南汝箕严肃地问：“什么叫
月霞怎么办？你回到上海，月霞同志就
能从敌人监狱中放出来吗？”唐明安回
答：“不能啊！”南汝箕说：“这不就得了。
唐明安同志，你冷静一下，我们都是共产
党员，在为党的事业而奋斗，要奋斗就会
有牺牲！你前一段时间在国民党特务
的审讯室里，不也抱定了牺牲的决心

吗？多少同志被捕后英勇不屈。当然，我
这样讲并非是无情，只是现在我们的地下
斗争，正处在非常艰险的时期，你回去也不
能保证不被敌人发现而身陷囹圄。到那时
月霞同志没有被救出狱，你又深陷其中，岂
不是给党组织造成了更大的损失？你仔细
想一想，我讲得对不对。”

经过南汝箕的耐心开导，唐明安冷静
下来。他对南汝箕表示不要求回上海了，
下一步工作听从组织安排。“这才是一个共
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南汝箕对唐明安赞赏
地说了一句，然后又告诉他说，那次在你的
掩护下，开会的同志们都安全转移后，我们
又找了一个隐秘的地方，把会议继续开
完。现在，稷世恒等同志已经在河北蓟县
的深山，组建了“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
军”，正在进行艰苦的训练。按照稷世恒同
志的心愿和这支部队的需要，组织上决定
让你到这支部队中任职。“组织的决定，我
坚决服从！”唐明安表态后，又问南汝箕自
己什么时候动身？南汝箕告诉他，明天一
早有几名同志与他一同启程。

第二天，南汝箕与唐明安告别时，再次
告诉他，请他放心，自己会经常和江苏省委
联系，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营救张月霞同志
出狱。晨曦中，两位战友挥手告别。

人民出版社

我与姑母叶嘉莹

叶言材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