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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传世经典 留住时代记忆
——追忆著名词作家乔羽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昨日，著名词作家乔羽在京逝世，享年
95岁。文艺界人士和众多喜爱他的观众
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哀思。《我的祖国》
《让我们荡起双桨》《思念》《难忘今宵》《爱
我中华》《人说山西好风光》……乔羽以满
怀深情的笔触留下了一首首传世经典，在
新中国音乐史上铸成了一座丰碑。昨日，
记者采访了我市词作家朱胜民，他向记者
回忆起与乔羽交往的点点滴滴，也谈起乔
羽在艺术创作上留下的精神财富。
朱胜民回忆，他第一次见到乔羽是在

1987年。当时，乔羽来津讲课。朱胜民
说，乔老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健谈、热情，
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妙语连珠，对青年文艺
工作者爱护有加。当时，乔羽说，一位词作
者，如果自己心中无美，歌词怎么会美呢？
朱胜民感慨地说：“看‘乔老爷’的歌词，能
体会到他一直观察美、欣赏美，对美有一种
深深的情怀。”在乔羽的歌词中，美用以赞
颂伟大祖国，用以放歌美好生活，用以回忆
金色童年，这种“美”唤起的是人内心最质
朴的情感，具有穿越时代的力量。
一次参加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议，乔

羽的一番话让朱胜民记忆犹新。当时，乔
羽说，歌词很短小，谁都能写，现在写歌词

的人多了，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这是好现
象。但是因为短小，歌词也最难写，创作者
要在不足百字的篇幅里创造一个完美的大
千世界，创造出丰富的情感并让人感动。
朱胜民说：“这番话让我享用一生。在中国
词作家中，‘乔老爷’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作
为晚辈，我要永远学习他。”
在乔羽留下的丰厚艺术遗产中，朱胜

民感触尤深的是他作品中体现出的人民
性。朱胜民告诉记者，曾有人问乔羽如何
看待专业词作家与业余词作家的差别，乔
羽用标志性的山东话笑着回答道：“差不
多吧！”朱胜民说：“这个回答有深度、有
高度，又很俏皮。在‘乔老爷’眼中，专业
和业余没有高下之分，要用作品说话。
这个理念也恰恰贯穿在他的创作中。他
从小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他的歌词都
是大白话。认真研究以后，发现他的功
力太深了。”朱胜民举例说，央视春晚歌
曲《难忘今宵》的最后一句是“共祝愿，祖
国好”，这短短的六个字写出了这样一幅
画面：除夕之夜，劳作了一年的人们阖家
团圆，吃着热乎乎的年夜饭，畅想着新的
一年祖国好、家庭好。他说：“这个愿望朴
实、真实，不是喊口号，又特别契合此时此
地此景此人。”
乔羽的艺术创作紧紧跟随着新中国的

发展历程，不同年代出生的人，都有乔羽创作
的作品相伴。他一次次以艺术家的视角敏锐
捕捉到时代发展的气息，“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
推开波浪”“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等一段段

浑然天成又直击人心的歌词，已在一代代国
人的咏唱中百炼成金。朱胜民说：“他的作品
让人感到都是由衷之言。在思想上和艺术
上，他的作品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已经成为
国人永久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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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主题航班昨首航

今起恢复机动车尾号限行

高自考今起网上报名

天津市第二耀华中学今秋投用

中考结束 预计7月6日发布成绩

乔羽（左）与朱胜民（右）。 照片由朱胜民提供

本报讯 截至2022年6月20日，我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4254件，其中：滨
海新区2590件，和平区413件，河东区824件，河西区817件，南
开区940件，河北区646件，红桥区340件，东丽区731件，西青
区868件，津南区927件，北辰区1028件，武清区858件，宝坻区
924件，宁河区631件，静海区960件，蓟州区702件，海河教育
园区36件，市水务局7件，市城市管理委6件，市交通运输委2
件，市国资委1件，市生态环境局3件。群众信访举报具体问题
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天津日报》《今晚报》和天津广
播的新媒体、北方网、天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目
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为科学精准严防疫情反弹，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再次更新近期区域排查管控范围，涉及的相关人员
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

此次调整新增具有2022年6月5日（含）以来途经吉林省
吉林市昌邑区，具有2022年6月12日（含）以来途经辽宁省丹
东市东港市的来津及返津人员实施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核验制度，抵津后24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出
具前减少出行，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得前往商场、市场
等公共场所，加强个人防护。抵津前14日内具有旅居史，实
施抵津后7天居家隔离（同户同室）。

新增具有2022年6月1日（含）以来途经内蒙古自治区锡
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的来津及返津人员实施48小时内核酸
阴性证明核验制度，抵津后24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
测结果出具前减少出行，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得前往
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加强个人防护。抵津前14日内具有
旅居史，实施抵津后14天居家隔离（同户同室）。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6月21日
起，我市恢复实施机动车尾号限行及外埠、区域号牌小客车高
峰限行措施。

本轮限行依据之前相关规定，按车牌尾号工作日（因法定
节假日放假调休而调整为上班的星期六、星期日除外）区域限
行的机动车号牌（含临时号牌）尾号为：自2022年5月9日至
2022年7月3日，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号牌尾号分别
为3和8、4和9、5和0、1和6、2和7（机动车号牌尾号为英文字
母的按0号管理）。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022年6
月19日0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无新增本土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天津
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于10月22日至25日举行，考生可登
录招考资讯网办理相关事项。网上报名从今日12时开始至
27日17时结束。考生在报名报考同时可上网查询4月实践
课程考核成绩，并办理转并档申请及免考申请等。报名报考
期间，申请上半年毕业的考生需核对考生个人信息，如信息错
误可申请更改，逾期不再办理。申请上半年毕业的考生，需于
7月12日12时至14日17时登录招考资讯网办理毕业申请。

据了解，原定于10月22日、23日的考试课程及时间安排不
变，原4月考试笔试课程安排平移至10月24日和25日进行，与
10月22日或23日相同的课程不再重复安排，使用教材和考试
大纲均保持不变。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经市教委同意，天津市第二耀华中
学正式成立。今年秋季学期，学校将迎来初一和高一年级首
届新生。

天津市第二耀华中学坐落于东丽区登州南路，是一所高
起点、高标准、高品质的区属公办完中校，也是可寄宿学校。
学校依托和平区教育整体优势，教师团队由和平区择优选调
的骨干教师、耀华中学本部优秀教师、面向全国招聘的高层次
人才组成。

学校占地167亩，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拥有4幢连体式教
学楼，内设标准化多媒体教室、信息技术教室、大型图书馆；设施
完备的艺术教室、形体教室；标准的田径场、足球场、篮球场、网
球场。学校建有1幢男生宿舍楼、1幢女生宿舍楼、1幢教工宿舍
楼、1幢膳食中心，可为有住宿需求的师生解决现实难题。

本报讯（记者 万红 摄影 张磊）昨天，
一架天津航空世界智能大会主题飞机亮相
天津滨海机场，传递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
“智能新时代：数字赋能 智赢未来”的主
题。下午，这架主题航班从天津滨海机场

顺利首航飞往江西宜春。
走进天津航空世界智能大会主题飞机，机

舱内座椅靠枕及行李架上都张贴有本届世界
智能大会主题内容。旅客王先生正好搭乘这
架主题航班从天津前往宜春，他告诉记者：“航

班很有特色，通过机上的活动对世界智能大会
有了了解。这样一场世界级的盛会能在家乡
天津举办，我感到自豪。”

作为全国首家与世界智能大会合作的
航空公司，天津航空也在积极探索航空公司
的数字化、智能化创新，自主研发AOC语音
调度系统。目前已开通覆盖天津、西安、上
海等39座城市的电子登机牌，每年3.7万人
次使用。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为期3天的天津市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顺利结束。按照中考评卷安排，今起将陆续开展机读
评卷和扫描采集卷面信息，分科目在评卷点进行网上评阅。
中考成绩预计7月6日发布，考生填报志愿时间为7月7日至
7月12日12时。

今年是我市中考改革落地之年，面临防疫任务重、考试科
目多、考试时间长等多重挑战。全市各区、各部门坚持以考生
为中心，认真履职、狠抓落实、全力以赴做好考试组织和服务
工作。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确保全体考生和考试工作人
员健康安全。严格考点分类管理，专门设置重置考点，确保涉
疫考生应考尽考。抓牢保密管理，严肃考风考纪，严密防范考
试作弊，坚决维护考试公平公正。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发布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第18号通告。根据当前疫情形
势，我市仍面临境外输入和国内本土疫情
外溢至我市的叠加风险，疫情防控形势依
然严峻。为进一步强化疫情监测预警，加
强本土疫情隐患排查，及时发现隐匿感染
和传播风险，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6月
21日在全市范围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第一，6月21日19时起，凡是居住在
我市的群众，在当时居住地保持原地相对
静止，按照各区防控指挥部的统筹部署和
街道（镇）、社区（村）的组织安排，有序到
指定地点进行核酸检测，不落一户、不漏
一人。核酸结果出来前要继续保持相对
静止。上班上学、外出就医、采购生活必
需品等必要出行人员，要保持“两点一

线”，原则上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第二，各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均安排了一

定数量的补漏采样点位，请因特殊原因未能
及时参加核酸检测的群众，关注各区公告，
及时到补漏采样点采样。凡是在规定时间
内未参加核酸检测的群众，健康码调整为
“橙码”，待完成核酸检测且结果呈阴性后转
为“绿码”。

第三，全市各级机关、各级各类企事业
单位要保证群众按时在居住地或工作地参
加全员核酸检测。各区各行业要强化核酸
结果运用，坚决落实核酸检测证明查验职
责，督促群众按要求主动参加筛查。各区防
控指挥部负责制定本区核酸检测筛查具体
实施方案，严格落实责任，完善保障措施，提
高工作效率，真正做到“应检尽检”。

第四，对于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48小时

内人员，暂不安排参加此次核酸检测，各区提
前做好备案统计，妥善安排后续检测。对于
疫情防控、核酸采样检测和城市运行保障相
关工作人员，各区做好安排，保障工作出行。

第五，特别告知：
请广大群众积极主动配合各采样点工作

人员做好样本采集工作，不恐慌、不造谣、不信
谣、不传谣，对拒不配合、不支持、涉嫌故意逃避
核酸检测，扰乱秩序，瞒报、谎报、伪造信息的人
员，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追究法律责任。

请广大群众根据社区（村）、网格员、网格
小组长的组织安排，携带个人信息登记二维
码、身份证、外籍身份证明等有效证件，分时
段有序前往指定采样点进行采样。

参加采样期间，请群众做好个人防护，全
程佩戴口罩，保持一米以上距离，防止发生交
叉感染。夜晚筛查，注意照顾好老人、孩子。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

今日19时起全市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百年老站北
京丰台站开通运营。作为亚洲最大铁路
枢纽客站，改建后的北京丰台站将安排京
广高速铁路及京沪、京九普速铁路等多条
线路的列车始发终到作业，运营初期安排
旅客列车120列。其中，约10列列车涉及
天津，服务旅客便捷出行。

北京丰台站涉及天津的列车具体包
括：长沙—北京丰台—天津Z205/8次、天
津—北京丰台—长沙Z206/7次、天津—北
京丰台—宝鸡T58/5 次、宝鸡—北京丰
台—天津T56/7次、天津—北京丰台—兰
州西K888/5次、兰州西—北京丰台—天津
K886/7次等。

北京丰台站开通运营

约10列列车涉及天津

天津口岸30条措施实施“满月”

进出口通关效率全国居前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记者从昨日天
津海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关促
进外贸保稳提质30条措施实施一个月以
来，在保畅通、拓市场、稳主体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今年5月，天津口岸进出口达
1840亿元，同比增长26.6%。其中，出口
1001.8亿元，增长49.6%；进口838.2亿元，
增长7%。当月天津口岸进出口通关效率
也位居全国海运口岸前列。

前不久，一家果蔬有限公司16.4吨新
鲜水果在天津港装船出口海外。在武清
海关的支持下，这批水果利用了鲜活易腐
农食产品属地海关查检绿色通道，从报关
报检到装箱上船仅用时两小时。

据悉，设立进出口鲜活易腐农食产
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是天津海关促进外
贸保稳提质30条措施中的内容。对于出
境活动物、水产品、冰鲜肉类制品，进境
蔬菜、水果等鲜活易腐农食产品，海关部
门采用优先查验和“5+2”预约查验模式，
加快各作业环节衔接，压缩出口通关时
间。该项措施推出以来，天津海关已快
速验放鲜活易腐农食产品28批次。

除此之外，天津海关对665票、1152万
吨进口矿产品、原油等实施了“先放后检”；
对2.4万辆进口汽车综合运用“提前申报+附
条件提离+预约上线检测”的改革措施，车辆
提离口岸时间至少压缩两天。同时，海关还
联合相关部门和单位统筹海、陆、空、邮多种
运输方式，进一步提升集疏运作业效率。

“越来越多香港青年融入大湾区奋斗逐梦”
2018年 10月 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广东考察期间，来到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同前海建设者代表共
话沧桑巨变，在前海创业的香港青年代表
郭玮强也在其中。近日，新华社记者走访
了郭玮强，一起来听他讲述受到总书记鼓
励后的创业经历——

就在见证前海发展历程的标志“前海
石”边，我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当时我
有点紧张，普通话也不是很好，磕磕巴巴
地介绍了自己。总书记亲切地握着我的
手，询问了我的详细情况。这让我感受到
总书记的亲和力，更感受到总书记对我们
香港青年的那份特别的关爱。

习近平总书记对在场的人说，要“深
化深港合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作为在前海创业的香港青年，我感到非常

振奋，大湾区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自己
选择在这里创业真是选对了。

我是个“90后”，从小就对创新创业感
兴趣。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时，我开始投
入到“防丢系统”的研发，希望利用低功耗
蓝牙等技术，进行物品的安防管理。为了
让创新想法落地生根，2016年我选择来到
深圳前海创业，入驻深港青年梦工场。我
的“创新梦”从这里起航。

前海有活跃的风险投资环境，我们获
得了首轮300万元的融资，还享受到了人
才住房、补贴等支持，公司发展逐步走向
正轨。

之前我们努力创新创业，是为了实现自
己的目标。当面聆听了总书记的教导，我多
了一份使命感，觉得不单是为自己，也是为
更多香港青年做示范，希望自己像一束光、
一个火苗，能带动身边的同龄人在粤港澳大
湾区创新创业。

从那时起，我更加坚定了科技创新的信
心。我和伙伴们的创业项目“随身宝”，就是
让随身物品智能化。我们研发能直立开箱的
智能行李箱，可以在托运时定位，还具有可充
电、防丢失、智能称重、指纹解锁等功能。

写算法、打代码、看电路图、制作开发
板……经过一次次反复试验、技术升级，我

们终于做到了！现在我们申请了20多项专
利，并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推出了4
款不同产品，2021年销售额超千万元，公司
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我来前海已经快6年了，这里每天都在
发生新的变化，我真切感受到“特区中的特
区”的改革创新精神，感受到粤港澳大湾区的
蓬勃朝气。更重要的是，这里许多政策是为
港澳青年量身定做的，从环境良好的办公场
地到“拎包入住”的人才公寓，从创业帮扶政
策到法务、税务等讲座辅导，一系列政策支持
让更多创业青年的梦想从这里起飞。

我想告诉总书记，越来越多香港青年融
入大湾区奋斗逐梦。从“来了就是深圳人”到
“大家都是湾区人”，大家在这里创业就业、居
住生活，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之中。 新华社深圳6月20日电

总书记和人民心贴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