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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品轮番上演 展现城市艺术新品味

中国艺术节将在津举办四大主题活动
本报北京专电（记者 刘莉莉）昨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三

届中国艺术节新闻发布会上，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了艺术节期间天津地区的主要活动及亮点。
据介绍，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的举办是近年来天津市舞

台艺术创作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的一次高规格的汇报和检
阅，将我市迎庆党的二十大各项活动推向高潮。艺术节期间
将在天津举办四大主题活动，包括“文华奖”评奖（戏曲类）、
“群星奖”评奖（戏剧、曲艺）、全国演艺及文创产品博览会和
优秀书法篆刻展览。
艺术节期间在津举办的活动呈现四个特点。一是守正

创新，红色题材与现实主义佳作轮番上演。本次入选“文华
奖”评奖（戏曲类）剧目既有为庆祝建党百年、迎庆党的二十
大等重大时间节点新创的红色题材剧目，又有为反映时代精
神和现实生活创作的现实题材作品。剧种门类包含京剧、评

剧、昆曲、黄梅戏、豫剧、川剧、越剧、黔剧等，紧扣时代、关注
现实、传承经典、焕发生机，为戏迷朋友奉上异彩纷呈的文艺
盛宴。
二是文化惠民，群众文艺是人气“主角”。“群星奖”评

奖（戏剧、曲艺）活动计划在天津滨海演艺中心举办，广大群
众不但有机会欣赏到来自全国的优秀戏剧、曲艺作品，同
时还精心安排10场走进百姓身边的高水平群众文艺演出，
搭建跨地区群众文化交流展示平台，充分展现各地民俗风
情、文化特色的融合。
三是书写时代，展示民族新气象。“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

全国优秀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将集中展示300余件优秀书法
和篆刻作品，围绕迎庆党的二十大这一主题，以历代经典诗
文为内容，讴歌我们的祖国、民族和文化，集中展示当代书法
艺术的悠久传统，塑造新时代书法形象，书写新时代书法精

神的丰硕成果。
四是共享盛会，打造城市艺术新品味。在全国演艺及文

创产品博览会上，观众可以身临其境感受来自全国各地的精
美文创、精彩演艺和非遗绝活。此外还将同期举办天津市第
七届市民文化艺术节、2022年天津市名家经典惠民演出季、
“邂逅·天津”创意城市发展计划等重点文化惠民活动。

9月 2日至 4日，全国演艺及文创产品博览会将在天
津举办。4家局属院团以及北方演艺集团旗下院团将带
来优秀作品进行展示。本届文华大奖天津参评剧目评剧
《革命家庭》和京剧《楝树花》也将亮相。汇集天津最高水
平的文创产品进行集中展示，既有精美传统非遗产品，也
有新潮创意伴手礼，还将推出与国家图书馆等国字号文
创单位以天津 IP 为元素的文创产品，倾力打造“天津有
礼”文创品牌和系列产品。

昨晚，津门舞台迎来多场精彩演出，再度点亮市民的艺术生活——

炎炎夏日，剧场又“热”起来了
开栏语 舞台重启，大幕拉开。火热的夏季，剧场回归

市民的艺术生活。倾听古典音乐里“命运”的澎湃之声，

欣赏戏曲、曲艺中传统艺术的魅力，感受话剧、舞剧中跌

宕起伏的悲喜人生……自今日起，本报推出“畅享津夏艺

术盛宴”专栏，在炎炎夏日为您送来艺术的清凉与芬芳。

■ 本报记者 张帆

昨晚，音乐慢综艺《青春有腔调》迎来“‘不堪回首’
的青涩记忆”主题，三位腔调达人与节目嘉宾罗中旭一
起，用歌声与观众分享难以忘却的青春记忆。节目中，
主持人子骞对于青春记忆中的遗憾也表达了独到见解，
并表示每个青春故事的背后都有一首难忘的“主题曲”。

记者：这期节目的主题“‘不堪回首’的青涩记忆”引发

了很多观众的“回忆杀”，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个主题？

子骞：我们说，总有许多的遗憾是关于青春的。在
这里，“不堪回首”是加引号的，毕竟在青春的日子里，我
们都用力呼吸过、用力做过梦，曾经青春的我们，也有着
用不完的精力，肆意挥洒汗水与激情，当然也有过遗憾，
有过伤心甚至决绝。
我们的节目叫做《青春有腔调》，主线自然就是“青

春”。“‘不堪回首’的青涩记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
一份一去不复返的宝贵回忆，当我们在“唱聊”这个话题引
发大家共鸣的时候，很快就能把嘉宾和观众带回到自己的
青春世界中。也许当初的青涩，恰恰是现在记忆中的美
好，由此更能产生很好的化学反应。用青春话题伴随特定
的主题音乐，也正好在音乐作品的欣赏和再创作中紧扣了
节目的中心主旨。

记者：《青春有腔调》每期节目都通过音乐来解读青

春话题，是不是所有与青春有关的记忆都有一首属于自

己的“主题曲”？

子骞：音乐评论家柏辽兹曾说过，“对于伟大的音乐
来说，只有一种真正的特性，那就是感情。”在我看来，对
于每个人的青涩记忆当然都会有一首甚至于多首记忆
深刻的歌曲。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可以说音乐是我们永
恒不变的好伙伴。上学路上的随身听，归家途中的
MP3，深夜中躺在床上听歌入眠，我们在自己人生的成长
故事中，无论发生过什么样的精彩或遇到什么样的挑
战，都会选择和爱上一首对于我们而言有着特殊意义的
歌曲。也许后来的我们并不会一直哼唱这首歌曲，但是
它的旋律一定是第一时间能够被我们想起的。这首歌
曲就这样永远地印刻在我们心里，成为漫长岁月中独属
于我们自己的音符印记。

记者：几位腔调达人的选歌各有特点，这也引申出一个

问题，对于好歌是否有标准答案？你怎么看？

子骞：对于我而言，好歌标准应该是见仁见智的。
一个优秀的音乐作品或者一首好歌当然需要很多细节
的完美配合，但对于腔调达人来讲，他们能够在节目中、
在镜头面前进行自我的全面展示已经是最棒的了。一
首好歌和一首好听的歌是有一定区别的。一首好歌有
可能不是被所有人喜欢，但它的作词作曲，甚至是一些
旋律上都会是特别经典的一个创作品。而对于一首好
听的歌来说，可能观众的感受和体验感更加重要一些。
所以，在《青春有腔调》的电视节目及广播版本中，通过
节目组台前幕后的紧密配合，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的
每一位腔调达人，不仅能够再现好歌，更能唱出一首首
好听的歌曲。

每个青春故事都有“主题曲”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昨日在武
汉演出经典剧目《状元媒》，登上第十届武汉“戏码头”中
华戏曲艺术节的舞台。
据了解，此次艺术节将有17家优秀戏曲院团带来32

场精彩演出。此次青年京剧团携两台拿手好戏《状元
媒》《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赴武汉，向当地戏迷展示
天津京剧艺术的实力。
《状元媒》的故事曲折而圆满，讲述柴郡主和杨六郎

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这出戏是张君秋先生的经典
之作，张派艺术之精品。此次演出，柴郡主由张君秋先
生亲传弟子、青年京剧团团长、“梅花奖”得主赵秀君饰
演，吕蒙正由“梅花奖”得主张克饰演，康健、马连生、李
秀成、杨光等分饰其他角色。青年京剧团高水平继承此
戏，实力演绎名剧，受到欢迎。
今日，该团继续在武汉演出《失·空·斩》。

青年京剧团《状元媒》亮相武汉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

自6月下旬，津城各大剧场陆续重启，每逢周末，灯火
璀璨的剧场再次成为市民享受艺术的殿堂。经过一个月
的复工复演，津城演出市场的热度逐渐恢复。昨晚，津城
多地同时迎来不同门类的艺术演出，火爆的剧场又回归到
市民的艺术生活之中。

天交音乐会剧场内外都精彩

昨日19时，天津音乐厅灯光璀璨，工作人员早已在剧
场门口就位，为前来观看“梁祝·黄河”一生必听小提琴钢
琴经典名曲独奏音乐会的观众检票、领位。自6月25日正
式复工以来，天津音乐厅已基本恢复演出常态，其中天津
交响乐团在此为市民带来了“舞狂之夜”2022音乐季开幕
音乐会、“周日音乐下午茶”系列音乐会等精彩演出，邀请
阔别已久的乐迷们回到音乐厅。
本场“梁祝·黄河”音乐会，是天交为观众打造的又一

场经典曲目室内乐演出。舞台上，天交首席、小提琴家雷
声带来的小提琴独奏《梁山伯与祝英台》，用细腻柔美的小
提琴声演绎了缠绵悱恻的“梁祝”故事，如泣如诉的琴声打
动了观众们的心；钢琴家张乐则带来了风格迥异的《黄
河》，通过“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谣”“保卫黄河”四
个乐章，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让观众从
艺术中感受民族的伟力。
昨日20时的意风区，前来乘凉散步的市民也邂逅了一

场精彩的露天音乐会。天交另一支小分队走进这里，亮相
第三届天津夜生活节启动仪式。《世界名曲联奏》《雷电波
尔卡》《送我一支玫瑰花》……在清凉的晚风中，一段段经
典的中外旋律陪伴着市民度过“艺术之夜”。

观众面临“幸福的烦恼”

剧场回归，让喜爱艺术的市民再度面临“幸福的烦
恼”。昨晚，与天津音乐厅演出同时开场的，还有天津大剧
院的两场演出。在歌剧厅，著名导演孟京辉的名作《恋爱
的犀牛》再度来津。舞台上，犀牛饲养员马路因心爱的女
邻居明明不喜欢自己，绝望中做出了为爱痴狂的举动；舞
台下，观众们从马路的故事和先锋味十足的舞台呈现里，
深刻思考爱情与生活的意义。整座剧场为同一个人物而

感动、为同一个故事而思考、为同一个话剧而探讨，这就是戏
剧艺术最迷人的所在。
远道而来的广州青年交响乐团，则在天津大剧院音乐

厅献上了一场精彩的交响音乐会。在青年指挥家景焕的率
领下，乐团奏响了法雅《三角帽》第二组曲、赵麟《度，大提
琴、笙与管弦乐队协奏曲》、王丹红古筝协奏曲《如是》、拉威
尔《达夫尼斯与克洛埃》第二组曲等中外作品。听着动人的
旋律，观众们徜徉于古今中外的艺术世界中，感受音乐艺术
经久不衰的魅力。
本周末，天津大剧院“打开艺术之门”2022暑期艺术节将

继续带来“千与千寻”宫崎骏动漫主题弦乐重奏音乐会、儿童
剧《黑猫警长之城市猎人》等演出。戏剧爱好者钱鑫说：“周末
同一时间有好几场自己喜欢的演出上演，触发了我的‘选择困
难症’。这种感觉真是久违了！”

艺术之夏让生活更美好

复工复演、恢复常态，让艺术家们每天都忙碌而幸福着。
天交团长、国家一级指挥董俊杰感慨地说，半年的分别，让演
员更加珍惜舞台、珍惜观众。乐团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用高
水平的艺术演出“填满”剧场。他介绍，一周之内，天交还将为
市民送上5场不同形式、不同主题的音乐会，既有交响诗《江

山如此多娇》首演音乐会、首届海河音乐会等演出，也有丰
富的室内乐演出。董俊杰说，乐团近期不但坚守剧场演出，
还多方面合作走进意风区和海河游船举办露天音乐会，借
剧场复工复演的东风，探索深度文旅融合，让艺术深入到市
民的生活之中。
天津歌舞剧院青年男高音张凯于7月28日参加了我市

举办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交响合唱音乐会，感受到
了观众们久违的喝彩声与掌声。当晚演出结束后，他许久
未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凯动情地说：“舞台是演员的
生命。当我回到舞台上，听到观众们的掌声，内心涌起的是
欣慰和激动。在离开舞台的半年里，我和同事们坚持停演
不停练，借这段时间提升自身的弱项。在舞台上，演员最幸
福的就是能与观众进行心灵上的沟通。剧场重启，我能做
的就是努力为观众奉献更多精彩演唱。”
“暑期里，天津的各大剧场又‘热’起来了。即将过去的

7月，对我们乐迷来说就像一个久违的盛大节日。”接受记
者采访时，艺术爱好者杨学知向记者分享着内心的喜悦。
对8月即将举办的多场重磅演出，她更是充满了期待，“作
为观众，我们由衷地感谢为了剧场顺利演出作出努力的各
界工作者。阔别剧场半年，今年的夏季对我来说注定是一
个美好的艺术之夏。”

“梁祝·黄河”音乐会 话剧《恋爱的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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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敏家》第18、19
集 陈卓跟钱峰聊起金波
的事，他不知道自己插手
会不会再引起小敏的误
会。钱峰劝他少管闲事，
只要两人没到复婚的地
步，他都不要插手。回到
家后，陈卓在佳佳面前表
现出犹豫的状态。佳佳心
急，提到家骏最近状态不
好，又提到金波跟小敏复
婚的可能。陈卓听到复婚
的事又坐不住了……

天津卫视19:30

■《亲爱的小孩》第
33、34集 谢天华回家拿
房本被谢丹发现，两人谈
心，谢丹终于不再干涉弟
弟的生活。一诺向学校辞
职，全心照顾禾禾，全班同
学都到走廊送一诺。雷军
来到酒吧，雷雯终于向他
敞开心扉，父女俩和解。
苏景伟带着花看望禾禾，
面对着孩子的疑问，苏景
伟无言以对……

天视2套18:15

■《家有一老》第20、
21集 王建平想尽快和余
立秋离婚，于是找莎莎帮
他演一场戏。本来这戏是
要演给立秋看的，谁料这
么巧，立秋在赵阿姨家做
采访，错过了这出好戏。
王建平让妮妮保守这个秘
密不要告诉妈妈立秋。可
是小孩子始终藏不住秘
密，最后还是把爸爸带了
一个漂亮阿姨回家吃饭的
事情告诉了妈妈立秋……

天视4套21:00

■《你看谁来了》本
期邀请到著名歌手李琛，
1999年一曲《窗外》走红，
极具感染力的嗓音让李琛
火遍大江南北。二十多年
时光荏苒，窗外的男孩已
为人父，他的新歌仍旧温
柔、真切，令人沉醉。

天津卫视21:20

在一位儿童医院大夫的建议
下，阳早、寒春带着小女儿到北京
附近的一个公社住了一段时间，
及平的心理状况才慢慢恢复。

工作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令
阳早和寒春十分难受，而就在这个
时候，“文革”开始了，各种大字报铺
天盖地而来。阳早和寒春受到启发，也
想通过大字报来表达自己目前的困扰，
与他们二人深有同感的韩丁妻子史克和
美国老乡安·汤珊一同参与进来。四人
先给国家外国专家局写了一封信，这封
信后来被转抄成大字报贴在友谊宾馆门
外。当时，全国都在抄大字报、贴大字
报、看大字报，大字报成了消息传播的一
个重要渠道。当几个外国人写的大字报
传出来后，人们觉得很意外，都愿意
抄。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阳早、寒春
等人的大字报很快传遍全中国。这份
大字报也传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对
其中的内容表示赞同，并给出批语：“我
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
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
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
做。如何请酌定。”这样一来，阳早和寒
春就从特殊待遇中“解放”出来了。

1972年，外交部长黄华受周总理委
托看望阳早与寒春，询问他们的工作意
愿，他们强烈要求回到生产劳动第一
线，特别是希望继续从事奶牛事业。不
久，组织安排他们从文化部门调回农业
部门，在北京南郊的红星公社从事科研

工作。阳早担任北方乳品厂革委会副主
任，寒春担任技师。夫妇二人原本想去大
西北，结果还是没能远离城市，阳早有些
失望且夸张地形容红星公社“距离天安门
广场只有抛掷一块石头那么远”。但是总
算回归了生产一线，他们又一头扎进农具
改进和技术革新之中，在公社积极推广在
草滩农场时期设计的铡草机，还研制了牵
引式青饲收割机和挤奶机。

他们的三个孩子则相继离开，由于好
奇“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先
后去了美国。老二建平选择留在美国，把
自己称为“父母的右派朋友”。小女儿及平
则与丈夫定居法国。老大阳和平在中美之
间往返30多年，但始终感到不能完全适应美
国的生活，他描述自己在美国的感受“像看
电影一样，我不过是个银幕外的观众而已”。

父亲阳早去世后，阳和平决定落叶归
根，回到中国陪伴母亲。1972年还发生了
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即美国总统尼克松
访华。这之后，中美关系快速升温，两国
开始频繁的交流活动以促进彼此了解与
互信。1975年，阳早应时任美中人民友
好协会主席韩丁之邀去美国做巡回演
讲，他在6周之内访问了25个城市，出席
讲座并接受采访，获得很大的成功。

47 回归生产一线

匏伯公宦海半生，深谙此道，免
不了时时提醒及指点。直到重阳节
来临，贺客渐渐稀少，龚家老小总
算恢复了往日正常的生活秩序。

不久京中又有消息传来，乾隆
皇帝已经准备传位给太子颙琰
了。因为他的祖父圣祖康熙皇帝的文
治武功、圣德伟略，统御天下六十一年，
为了表示谦逊和孝道，他不肯超过乃祖
的御极时间，决意退位，尽管他还龙体
康健、精力充沛。果然，到了十月，皇上
禅位给太子的明发上谕已经传到杭州，
大小臣工、士民绅商无不称颂皇帝的尧
舜圣德。但他们哪里知道，乾隆皇帝让
给儿子的已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
无异于把一个烫手的热山芋塞到儿子手
中。这一年，白莲教首领聂杰人、姚之富
在湖北枝江、宜都、襄阳发动起义，川楚
一带已经战云密布，到处有义军活动。
这一切都给新皇的登极大典罩上了一
层浓厚的阴云。江南的士子们却很少
了解这种情况，他们梦寐以求的是来
年的蟾宫折桂、金榜题名。丙辰年本
来就是大比之年，加上新皇登极一定
盛况空前。他们早已跃跃欲试了。

龚丽正和一般的士子有所不同，他
是那种聪明绝顶却又英气内敛
的人。自幼得匏伯先生朝夕训
诲，家学渊源深厚，经史百家无
所不览；后来又屡得岳翁亲传，
对段氏之学已窥其堂奥，可以
说已经身兼龚段两家之长，早

想放手一搏。这一天他和妻子商量之后，
去向父亲请命。匏伯公仍在桂隐山房批注
他的《汉书》。一部《汉书》已被他圈圈点
点批满了文迹。他当然了解儿子的心思，
自己也日夜盼望着儿子早日跃过龙门。
但是他听说北方道路不宁，对儿子只身远
游又很不放心。儿子还没有开口，父亲就
先说话了：“丽正，十年寒窗，读书人等的
就是这一天。我不会拦阻你。但听人说
川楚白莲教声势很大，路途颇不宁静。你
独自一人进京，我确实放心不下。”
“几个同年结伴，不妨事的。您老人

家放心好了。”儿子宽慰父亲说。“几个文
弱书生结伴能顶什么用？白莲教都是些
杀人越货的亡命之徒，听说尤其仇视官
宦人家的读书士子，万一遇上了怎么
办？”父亲仍然不放心地说。
“学成文武艺，售于帝王家。三年一望，

白白耽误一科，儿子实在心有不甘。”儿子坚
持自己的意见。“儿子听说，白莲教多是骑

兵，我们走水路；他们活动的地区
在川鄂边境，偏西；我们取道维扬、
淮阴、济南，偏东。距离还远着
呢！”匏伯公又说，黄河连年决溃、
改道，有些地方恐怕不通舟楫。
丽正则说，不通舟楫就弃舟登陆。

7 欲圆蟾宫折桂梦 7 满桌子美味佳肴

听到二姨的大声吆喝，妈妈似
乎忍无可忍了，手拿着自来水笔来到
楼道里说：“二姐，你还没学会小声说
话？”二姨继续高嗓响声地说：“嫚儿，
我今晚就给你吊好鸡汤，要是喝不
完，你灌到瓶子里带到农场去！”我
听到妈妈叹了口气。二姨哼哼着
皮影腔调，抬腿跑到后院宰鸡去了。外
祖母打量着楼梯间里的东西，低声寻思
着说：“小黑眼儿买这么多吃的、喝的，
要花五六十块钱吧。”二姨在后院尖声
应答：“我连雇车，总共花了五十八块
二！另有两箱玫瑰露酒，明天再雇车
取回来。”随之响起母鸡被宰的叫声。

我想起那幅山水画的主人，问外
祖母：“田文佐究竟是什么人？”外祖母
说得很轻，我却听得清清楚楚：“他是
你二姨父，解放前就死啦。”外祖母说
罢，伸手拧了拧我的耳朵说：“小子，以
后不许再跟我问这儿问那儿！”

我暗暗得意起来，认为自己有了
跟刘乙己谈论的资本。我二姨的丈夫
田文佐，新中国成立前就死了，他应当
属于历史人物吧。晚间，爸爸下班回
家，进门看见满桌子美味佳肴：冠生园
的童子鸡、稻香村的浇汁铁雀、冀州曹
记酱驴肉、玉生香的油浸带鱼、四海居
的素什锦……满脸惊诧表情。

二姨起身招呼道：“我说铁廉妹
夫！听说你跑工地很辛苦，今儿喝几
盅直沽高粱吧，暖暖身子解解乏。”爸
爸摘下眼镜，擦擦镜片说：“这山珍海

味的，我以为又在家里彩排话剧呢。”
爸爸说得没错。妈妈参加教育系统

业余话剧团演出，以前总在家里彩排角
色。自从下放农场种田，再没有舞台演
出机会了。二姨热情催促我爸落座。妈
妈换了件蓝色夏卫衣，没有大红运动衫
那么耀眼了。她神色平静地对爸爸说：
“铁廉，你还是先洗手、换衣服吧。”

我看到爸爸笑了，这种笑容如果老师
要求课堂写作文，我觉得应该写作苦笑。
爸爸洗手洗脸换了件衣裳，挨着妈妈坐
下。一张圆桌我左边坐着外祖母，右边是
二姨。她给外祖母酒杯里斟满直沽高粱
酒，说：“您酒量大，记得我出阁喜宴，您喝了
半斤老白干儿。”外祖母有些尴尬，伸出筷子
给我夹了只浇汁铁雀。我知道铁雀是麻雀
做的，属于四害之一，吃了没事儿。二姨伸手
给爸爸斟酒：“铁廉，你不要放不开！”爸爸抬头
望着妈妈。妈妈重复二姨的话说：“是啊，你
不要放不开。”我趁机嚼掉浇汁铁雀，迅速夹
了酱牛肉和童子鸡。想起《吃水不忘挖井
人》的课文，我咀嚼着鸡肉说：“二姨，谢谢您
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妈妈向我投来目光：
“别光顾自己吃，也给你姥姥夹夹菜。”这时，
二姨跟外祖母和爸爸碰了杯：“我没想到钱
维城这么值钱，怪不得他姓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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