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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战平成都蓉城队

津门虎队雨中拼尽全力
“天津地方史研究丛书”“天津地情资料丛书”出版

解读天津历史 6种图书首发

战平浙江队

大连人队继续保持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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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天，广东梅州持续大雨，本
赛季中超联赛梅州赛区第4轮，天津津
门虎队与成都蓉城队的比赛，就是在紧
急处理了五华足球小镇9号场地的积水
之后，冒雨进行的。两队拼尽全力，踢
了一场艰难的比赛，最终1:1战平。

综合考虑球员们的身体情况和本
场比赛的需要，较之上一轮与北京国
安队的比赛，津门虎队本场比赛又进
行了比较大的首发阵容调整。比赛开
始之后，显然成都蓉城队对雨战的准
备与适应，要优于天津津门虎队，一度
占据场上主动。第17分钟，成都蓉城
队获得角球机会，外援罗慕洛将球开
出，被津门虎队后防大将安杜哈尔头
球解围后，蓉城队甘超抢第二落点射
门，虽然津门虎队门将徐嘉敏做出了
正确扑救，但是球仍然击中球门立柱

反弹入网，成都蓉城队取得领先。纵
观整个上半时，津门虎队制造出了多
个进球机会，只可惜临门一脚都没能
很好地把握，只能落后结束上半场。

经过中场休息调整，下半时开场
后，津门虎队表现出了强烈的进球欲
望，打得积极主动，在连续向成都蓉城
队发起进攻后，终于在第59分钟，由外
援罗萨左路传中，制造出“杀机”。队长
王秋明门前抢点铲射，被蓉城队门将耿
晓峰挡出后，谢维军补射又被对方后卫
挡出，王秋明二度补射，终于敲开了对
方大门，将比分扳为1:1。随后就是两队
连续的换人和艰苦的你来我往，不过1:1
的比分，一直保持到终场。

相信不少天津球迷在看到戴着队
长袖标的本土球员王秋明，打入扳平
比分一球时，内心都泛起涟漪。赛后，

王秋明表示，大雨的天气和积水的场地，
让津门虎队遇到了一些困难，虽然事先
已经有所准备，但是实战中仍然感觉并
不太适应，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取得进球
很不容易，拿到平局比较满意。

主教练于根伟在赛后新闻发布会
上，赞扬了队员们顽强的比赛作风，表示
虽然经历了4轮比赛之后，目前球队2平2
负还没有赢球，但是只要坚定信念，坚持
本队踢球的方式，相信首胜很快会到
来。另外于根伟也表示，接下来，球队也
会根据前几场比赛的情况，在整体打法、
处理球细节等方面，做全面的总结，让球
迷们看到球队打出更精彩的比赛，一直
是津门虎队所追求的。

6月21日17:30，天津津门虎队将在
第5轮比赛中，对阵沧州雄狮队。

本报记者 顾颖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中超联
赛第4轮进行了4场比赛。此前表现
神勇的大连人队，1：1战平浙江队后
继续保持不败，目前排名稳居积分榜
中上游。

本土教练谢晖率领的大连人队，
打出了“现象级”的表现。在备战时间
匆忙以及全华班作战的情况下，大连
人队前三轮比赛取得一胜两平的战
绩。本轮对阵三外援首发的浙江队，
孙国文上半时打入一记精彩远射，帮
助大连人队取得领先。尽管穆谢奎最
终将比分扳平，大连人队还是1：1战
平对手，继续保持不败。
大连人队被外界津津乐道的是他

们压着打的战术体系，不过谢晖表示：

“足球不是数学公式，不能简单地进行计
算。我认为球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到
对战术的完全融通，我们的战术体系还
有很多问题，需要逐步解决，特别是我们
不能把体能和战术能力分开看，二者是
相辅相成的。”

上海申花队本轮对阵河北队，取胜
是唯一目标。上半时，上海申花队完全
占据主动，但创造的机会不多，有威胁的
攻门寥寥无几。下半场开场，刘若钒替
换朱建荣上场，比赛节奏加快。这个换
人收到了奇效，曹赟定、朱辰杰和彭欣力
分别建功。补时阶段，河北队扳回一
球。最终，上海申花队3：1取胜。

另外一场比赛，山东泰山队4：0轻
松战胜长春亚泰队。

本报讯（记者 梁斌）暑期临近，为
了让青少年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
远离电子产品，磨炼战胜困难的意志，
天视体育将于7月15日组织举办坝上
草原亲子户外徒步挑战赛。
本次亲子户外徒步挑战赛主旨就

是为了让青少年走进大自然，用身心
感悟大自然，在行走中激发拼搏向上
的勇气。同时，进一步构建和谐的亲
子关系。在四天三晚的活动中，青少
年将与家长们一起徒步20公里，沿途
还有亲子跳绳、守护鸡蛋等活动，在中
国马镇参加富有民族特色的户外游乐
项目，还将有草原音乐节、烟花秀等活
动穿插其中。活动结束后，主办方将
举行结营式并给每名青少年颁发证
书。本次活动报名电话为87528290。

天视体育将启动

亲子户外徒步挑战赛

伯明翰赛 津花双线奏凯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 年

WTA250伯明翰站昨天继续进行，一
日双赛的“津花”张帅通过补赛逆转晋
级女单16强，随后携手梅尔滕斯挺进
女双8强。
张帅的女单首轮比赛因雨暂停，

昨天她通过补赛以5：7、6：3、6：3逆转
克罗地亚选手费特，将与罗马尼亚球

员鲁塞争夺8强席位，后者首轮双抢
七淘汰王蔷。女双首轮中，头号种子
张帅/梅尔滕斯以6：2、6：3轻取美国
组合哈里森/桑塔玛利亚，下轮将对阵
尼库莱斯库/鲁塞。

张帅表示：“非常开心单打能够逆转
赢回来，很高兴回到伯明翰单双打都打进
第二轮。我的搭档双打世界第一，非常
强，我们能够在第一场比赛就有如此好的
表现，我感到非常满意。”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昨日，由天
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天
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协办的“天津地
方史研究丛书”“天津地情资料丛书”
新书首发式在市档案馆举行。来自南
开大学、天津社科院的专家学者对丛
书给予好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史志工作

的重要性，要求“高度重视修史修志”，
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希望人
们“记得住乡愁”。为了不断提升城市
文化软实力，增进人们对天津历史知
识的了解，展示天津文化记忆，市档案
馆启动了“天津地方史研究丛书”“天
津地情资料丛书”资助出版工作，努力
打造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佳作。
如今，首批6种图书《清代天津府聚落
地理研究》《近代天津地区博物馆史研

究》《近代天津日本租界研究》《老天津
的旧报旧刊》《老天津的文坛往事》《天
津老商业》已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出版。

这6种图书的作者对各自研究领
域进行了深入细致考察，运用新颖独
特资料，采取严谨科学态度，通过对历
史文献的整理和挖掘，丰富了近代天
津城市租界史、文化史、商业史、报刊
史、博物馆史的研究内涵，多角度地为
读者了解天津城市历史演进过程，提
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现场，作者
们分享了创作故事和心得。南开大学
城市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侯杰教授认
为，这两套丛书的出版，在呈现天津学
术气象、文化形象方面作出很大贡献。

其中，《老天津的文坛往事》将老
天津文坛的各色人文故事及文人笔

下的老天津娓娓道来，如揭秘了严复等
人于津首倡“小说界革命”的内情，胡适
因何在津访友考“红楼”，洪深为何“隐
身”津门创作《农村三部曲》等，为读者
呈现一个与传统印象不同的现代天津
文坛。

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党委书记、
馆长阎峰接受采访时表示，盛世修史是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将专家学者
对天津历史文化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天
津地方史研究丛书”“天津地情资料丛
书”形式推出，就是担当起作为文化单
位所应担当的社会责任，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天津城市文脉，发挥地
方志“存史、育人、资政”功能，为讲好天
津故事、展现天津魅力，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助力天津文化强市
建设。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近期，评剧《革命家庭》剧组继
续投入剧目打磨工作。这台由市委
宣传部、北方演艺集团重点打造，天
津评剧院倾力创排的大型现代评
剧，彰显出伟大建党精神的情感内
涵，令人深受感动与震撼。

评剧《革命家庭》是根据“革命
母亲”陶承的口述自传《我的一家》
改编而成，讲述了革命战争年代一
个平凡女子逐步接受革命理想，和
丈夫、孩子一起投身革命事业，逐步
成长为一个意志坚定革命者的故
事。该剧出品人、领衔主演曾昭娟，
文学指导盛和煜，编剧徐新华，导演
张曼君，天津评剧院诸多实力演员
以及剧院学员班学员共同出演。

该剧创演于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在天津、北京演出多
场，还通过网络上演，向全国观众讲
述革命故事。剧中一家人忍辱负
重、舍小家成大家的故事震撼人心，
以戏曲艺术形式进行了生动的党史
学习教育。

该剧搬上舞台以来，得到专家
学者的好评。专家评价该剧历史
感、时代感、艺术感兼具，从小切口、
大视野把握党史题材，在评剧舞台
上讲述了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全

剧以剧中女主人公方承的视角为切入
点，通过一个普通的旧社会妇女成长
为一位革命者的过程，展现出这一家
人承载的价值追求，呈现出一种有信
仰的人生境界。剧中，主创们在“情”
字上谋篇布局，并充分发挥戏曲艺术
长于抒情、烛照人心的特色，将革命者
的情感表述展现得真挚、豪壮，让鲜活
跳动的人物形象生动矗立在观众面
前，把伟大建党精神丰富的情感内涵

表达得淋漓尽致，在给人艺术享受的
同时，引导观众在情感认同中获得心
灵共鸣。
这台剧目充分展示出天津评剧院

多方面的艺术实力，从剧院的中坚力
量到学员班的学员都通力协作，体现
了精品打造与人才培养的双向推动。
剧中领衔主演、天津评剧院院长曾昭
娟的表演十分出色，从唱腔到表演均
彰显了演员的艺术表现力。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昨日，2022
年文惠卡新卡办理启动。“好戏半价
日”活动也同期开启。

据介绍，今年的文惠卡补贴政策
为：金卡充值200元补贴400元；普惠卡
充值100元补贴100元，最多充值4次，
补贴上限400元；学生卡充值80元补贴
220元；郊区卡在东丽区、武清区、蓟州
区、宝坻区、西青区发行，充值150元补
贴350元。

金卡、普惠卡可按预约的时间地
点现场办理，也可以在线办理。学生
卡在天津演艺网票务大厅办理。郊
区卡在东丽区礼堂、武清区影剧院、
蓟州区鼓楼影剧院、宝坻区影剧院、

西青区旅游集散中心等各区指定地点
办理。6月16日至19日推出“好戏半价
日”活动，诸多剧目演出票享半价优惠，
观众可至天津演艺网票务大厅等指定
地点购买。

“好戏半价日”活动同期开启

2022年文惠卡新卡办理启动

天津评剧院创排 以戏曲艺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革命家庭》震撼心灵

《革命家庭》（资料照片） 摄影 姚文生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鼓楼外》第19、20
集 于钟声觉得被小船逼
迫十分压抑，对小船说出
心中的顾忌，自己不是不
想结婚，而是不想倒插门，
希望有自己的事业。小船
表示理解并且以后不会再
提结婚这件事了。小船提
出想让陈颖出局，让自己
入股，但是被于钟声拒
绝。于钟声解释自己与陈
颖的关系，但是小船并不
想听，只是通知于钟声好
好考虑之后通知自己……

天津卫视19:30

■《坐88路车回家》
第17、18集 为了照顾孩
子，黄元帅最终选择留在
市内。从此，他再也不能
穿得干净立整，戴假领子、
白手套了，而是每天都一
身油污，钻在车底下干活
儿。但他还是乐呵呵的，
高山渐渐被这个男人身上
的担当、乐观和牺牲精神
所打动，对这个家庭能帮
则帮，和孩子们的距离也
更近了……

天视2套18:15

■《老伴》第28、29
集为了不让茜文识破，晓
建谎称被派去新加坡，实
则躲在某处，等待检查报
告出来。马丙坤天天给晓
建送饭，父子二人探讨着
生命的意义。晓建躲藏
的地址被茜文的哥哥无
意中发现，怒气冲冲的茜
文找到晓建追问缘由。
但是晓建守口如瓶，只求
茜文给点时间，茜文不慎
跌落扶梯。晓建不忍再
骗茜文，以实情相告，茜
文表示愿意与晓建共渡
难关。检查报告出来，晓
建并没有患病，一家人如
释重负。但是茜文开始
怀疑晓建的病因起源，两
人矛盾再次激发……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家长
带孩子爬山是一件考验体
力的事情，还要面对随时
出现的各种问题：饿了、渴
了、突然内急又找不到卫
生间……今天案子的原告
就因为女儿就地小便的问
题，与被告发生了争吵，突
然跌落了悬崖……这到底
是怎么一回事呢？

天津6套18:00

天津卫视（101）

19:30 快乐生活剧
场：鼓楼外（19、20）

天视2套（103）

18:15剧场：坐88路
车回家（17、18）

天视3套（104）

17:30 剧场：当人心
遇上仁心（30、31）19:00
剧场：狐影(16—19)22:00
剧场:破冰行动(12、13)

天视4套（105）

21:00 剧 场 ：老 伴
（28、29）

天视5套（106）

18:55 直播:体坛新
视野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法眼20:10 男人世界21:
00 二哥说事

天津少儿（108)

19:56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探险日记》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这无疑是一次极高价值的“冒
险”。比如，毛泽东最为著名的照片要
数那张他以显得有些残破的门与土
墙为背景，头戴红军八角帽、眼睛微微
注视着左前方——而这张名为“苏维
埃的巨人”的照片，正是出自埃德加·
斯诺之手，它在1936年11月14日的
《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之后，引发了轰动，西
方媒体也开始转载，比如美国的《生活》杂志
就刊发了这张照片，从而使毛泽东为全世界
所知；现在这张照片也是陕西省志丹县保安
革命遗址的毛泽东旧居中一张显眼的照片，
后来也为中国官方所采用。后来，毛泽东在
1937年见到海伦·斯诺和这张照片后表示
“没有想到，我看起来会是这个样子”！

惊叹与满意之情溢于言表。
照片背景中残破的门与土墙，不

由得让人想起斯诺笔下对保安县的描
绘——尘土飞扬、条件艰苦的小城，数十
间草屋和铺子东倒西歪。基础设施建筑极
为简陋，“外交部招待所”是一个拥有四间
小砖房的院子；“红军大学”干脆就是由若
干个窑洞组成的；出版社也坐落在窑洞
里，许多书报是重新利用国民党散发的传
单在背面油印而成。饮食也是如此：食物
主要是小米、卷心菜和河边种植的瓜类，
猪肉、羊肉和鸡变成了少有的奢侈品……

斯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这个“南
京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的共产党
人：“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显得像林肯的
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
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

梁很高、颧骨突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
子的面孔。”更关键的是，“他毫不介意和行人
一起走”，没有一点架子；而作为一支红色军队
的领导人，他的衣食住行也如此普通：毛泽东
与夫人住的是家徒四壁的窑洞，穿的是和普通
红军战士没有任何差别的普通军装——甚至
还打上了补丁；主要的奢侈品是一顶蚊帐，“所
有的财物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吃
的是辣椒馒头，或者是酸梅甜食……

相比之下，国民政府及其官员们是怎么
样的呢？这些人极尽奢华之能事，身居高位却
仍不满足。例如，统治中国数十年的国民政府
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在他的笔下是一个彻头
彻尾的贪污犯：购买美国轰炸机时每架要求
回扣一万六千美元、扣发“工合”经费索取五
万美元回扣等；“孔家的所作所为，对中国官
场的毒害的确比任何一家都深，使整个官场
都贪污腐化”。而蒋中正——这位国民政府
的最高领导者，面对这样的贪污恶况，他没有
竭尽全力阻止，而是完完全全放纵了孔祥熙
本人及其妻子宋霭龄的贪污行为，所谓“上梁
不正下梁歪”，使得整个国民政府内部自高官
以下贪污成风、成为滋生系统性腐败的温床，
乃至于后来成为“四大家族”敛财的巨大工
具，而民众的生活民不聊生、外交政策失败，
日本入侵的阴影早已在中国的天空覆盖……

5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据清潘德舆1830年至1839年
间写的《水调歌头·游海甸和相旧园》
“昔日花堆锦绣，今日龛余香火”句来
看，慈济寺至少在嘉庆年间还有香
火。其后有两种可能：毁于1860年英
法联军的大火，或是和临风待月楼
一起被毁于1900年八国联军的大火。侯
仁之先生《燕园史话》倾向于后一种可能。

其三，现慈济寺山门上“重建慈济
寺”题额何人所为？

前引陆波的文章认为，这个门额写
法“太过奇怪”，一般佛寺门额都是“敕
赐”“敕建”，如果沾不上“敕”，便直接
叫××寺，如此以“重建”某寺为额，有悖
常理。再说，“慈济寺”从未被重建过，山
门本身也未毁，何来“重建”？还有，以蓝
色字体书写门额也极为罕见，中国内地
佛寺匾额、门额一般用金色、红色，即使
藏传佛教，门额一般也是蓝底金字，如北
京雍和宫，所以，该文“高度怀疑”这五个
字或是燕大某位对中国文化或者佛教寺
院有些知识的洋教授的创意，抑或留洋
归来的我中国博士所为？“总之，在我看
来‘重建慈济寺’如果再加个惊叹号，那
就是一句表决心的标语口号，作为寺庙
门额有些不搭调，只是表个重建寺院的
决心而已。”

其四，慈济寺为何俗称
“花神庙”，与燕南园那里的
花神庙碑有无关系？

对于第一个问题，侯仁之
先生在《燕园史话》中说：“其因

尚待考。”对于第二个问题，有文章说：“据侯仁
之考证”，慈济寺“失于大火”“只剩下两块石碑
以及未名湖南岸的山门。燕大早年大兴土木
之时，将它们移到了燕园北门的位置”。但我
们查阅了侯先生的《燕园史话》，那里只讲了
慈济寺被毁，唯余一座庙门，并未提及有花神
庙碑。那么，花神庙碑究竟是何来历呢？

花神庙碑有两通：一左一右矗立在燕南
园的北口马道旁。碑体高两米多，汉白玉石
质，为清代常见形制：赑屃（龙的九子之一）
为基座，碑顶有螭（龙的九子之一）缠绕，雕
工十分精美。端庄，伟岸，富有文化气息。

两块碑的碑文大同小异，正面有进
献给花神的祈祷词，背面是进献人的名
字。碑额均为“万古流芳”。经历岁月的磨
洗，字迹多已漶漫，但其文物价值仍存，
侯仁之先生就曾拓取碑文以作研究。

石碑一是为“花朝节记”而进献。花
朝节，俗称百花生日，是我国岁时八节中
最有诗情画意的节日之一。

清代统治者以每年农历二月
十五日为花神诞日。即日皇帝降
旨，命内务府大臣代为恭祭，定为
仪制。有时皇帝还亲临恭祭。

此碑文中记述花匠们如何
“锄云种月”、含辛茹苦地劳作。

70 为何俗称“花神庙” 88 坐老虎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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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黎明

刘鹏 著

看着张月霞受罪的样子，歪嘴
警官幸灾乐祸地问：“怎么样，这回该
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了吧？”张月霞说：
“长官，我真的不是共产党。你就行
行好吧，这人要是作孽多了，会遭报
应的。”歪嘴警官说：“你都被打成这
样了，还敢损我？我作的孽还真不少，可
不怕报应！你要是还不承认自己是共产
党，我就接着收拾你！”歪嘴警官这次没有
发火，只是阴阳怪气地说道。“我不是就不
是！你接着收拾我也不是！”张月霞低垂
着头，声音虽弱，语气却很坚决。“看来你
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那就再给你来点
厉害的，让你见识见识！”歪嘴警官说完，
喊人来把张月霞从捆绑的木桩上解下来，
又架到了老虎凳上。

张月霞知道今天审讯她的畜生们，
不会轻易地放过她，便抱着必死的决
心，不挣扎也不吵闹地任由他们摆布。
张月霞被绑到老虎凳上，歪嘴警官在动
刑之前，先对她来了一通精神恫吓：“我
告诉你王少凤，刚才那皮鞭子和木棍你
挺住了，这老虎凳你是绝对挺不过去
的。不如你现在就招供，否则等到腿断
了、脚折了，你再招了供，肯定落下个残
疾，那不是太亏了吗？你好好想想，我
说得对不对？”张月霞轻蔑地看着歪嘴
警官，说道：“我再纠正你一遍，我不叫
王少凤，我叫杜晓霞！我没啥可招的，
反正这年头我们穷老百姓也斗不过你
们，你们愿意怎么折磨就怎么折磨吧，
我这条命也不想要了！”说完，将一口气

沉入丹田，咬紧牙关，等待受刑。
歪嘴警官抬起张月霞的双脚，拿起一

块砖就放在了她的脚后跟下面，同时咧着
歪嘴问：“怎么样，很舒服吧？”张月霞膝盖关
节处一阵疼痛，她咬牙忍住。歪嘴警官拿
起第二块砖，用力抬起张月霞的双脚，又垫
在了她的脚后跟下面。疼痛逼出来的汗
水，从张月霞惨白的脸上涌出，如溪流一般
往下淌。歪嘴警官看着张月霞，嘲弄地说：
“哎呀，这小娘们儿还真挺有劲儿，比我审
过的大老爷们儿还强。好吧，我再给你加
一块砖，看你还能不能挺得住。”说完，他抓
住张月霞的双脚，猛地往上一抬，给张月霞
的脚后跟下面，又塞进了一块砖。

头部棒伤的疼痛、身上鞭伤的疼痛，
加上腿部膝盖关节和脚踝关节的疼痛，
简直像有多把钢刀在同时捅扎张月霞的
身心，但她始终咬紧牙关忍受着。看着
张月霞咬破嘴唇流出鲜血，歪嘴警官歇
斯底里地狂喊：“我让你挺！我让你忍！
看看今天咱们谁能摽过谁！”喊完，他像
疯了一样猛然抓住张月霞的双脚，用大
力气往上一抬，又在她的脚后跟下面塞
进了第4块砖。一直咬紧牙关、强忍着
剧疼的张月霞，此时再也忍不住了，她
“啊”的一声惨叫，立刻昏死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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