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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交响乐团倾情奉献

“江山如此多娇”献礼伟大祖国

曲艺党课《奋进》在张园驻场演出 社区文化擂台赛精彩纷呈

两位天津作家共同创作

长篇小说《天命》出版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火热的津城暑期
演出市场昨日再添好戏。由国家一级指挥易娟子执棒的
天津交响乐团“江山如此多娇”原创作品音乐会，在天津音
乐厅精彩上演。艺术家们通过《江山如此多娇》《中国狂想
曲》《信仰》等一系列新作品，向伟大祖国献上深情的祝福。

以原创作品为主要特色

今夏复工复演以来，天交为观众们送上的音乐会多以经
典作品为主。本场音乐会则以原创作品为主要特色，均为三
年内创作的新作，其中还包括天交最新的委约作品《中国狂
想曲》《江山如此多娇》。对于观众而言，这些新作品虽然不
熟悉，但作曲家们创作的旋律却蕴含着时代的新特征，观众
们既能听懂音乐语言，也能产生耳目一新的感受。
昨日的天津音乐厅涌入了数百名观众。音乐会开场曲

是天交2020年委约作曲家方伟鹏创作的交响序曲《生命之
光》，作品以亲历者视角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抗
击新冠疫情的英雄壮举，全曲充满战斗精神。随后的交响曲
《灯塔》由天交等六支交响乐团委约作曲家王丹红创作，是
2021年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之作。作品从百年
沧桑巨变的恢弘历史画卷中提炼思想结晶，汲取艺术灵感，
将理性思辨与热血情感化为极具张力的交响乐语言，让观众
们热血沸腾。朱胜民作词、董俊杰作曲的歌曲《信仰》也在音
乐会上唱响，深情讴歌了共产党人坚定的初心与信仰。

创作百姓喜欢的作品

音乐会的重磅作品，是首次于音乐会上与观众见面的交
响序曲《中国狂想曲》与入选2022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的交响诗《江山如此多娇》，均由作曲家姜万通受天交委约创
作。前者采用中国舞曲秧歌为基本素材，包含三个主题，营造
欢乐祥和的音乐氛围，表达对祖国的赞誉和对生活的赞美之
情；后者分为五个部分，以如诗的旋律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
民取得来之不易的胜利，祖国走向繁荣昌盛的辉煌历程，凸显

“江山如此多娇”之壮美。
音乐会排演期间，作曲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姜万通也专程

来到天津，并接受了记者采访。他介绍，两首作品采取了截然
不同的风格，《中国狂想曲》像一幅水彩画，中国秧歌等民间音
乐的融入，使其成为一首轻松愉快的谐谑曲，表达了中国人民
勤劳、勇敢的品质；《江山如此多娇》像一幅大气磅礴的油画，具
有很强的画面感和艺术张力。两首作品的创作，也给姜万通带
来一些新的思考，他表示，作曲家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自信，
要在中国语言的语境下创作音乐，让老百姓听得懂、喜欢听。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昨日，由市委宣
传部主办、北方演艺集团出品、市曲艺团排演的曲艺党课
《奋进》在我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张园开启驻场演出。

曲艺党课《奋进》以“喜看新变革”“抗疫英雄赞”“追思
忆英烈”“脱贫攻坚战”“美好新生活”为节目线索，用快板、
单弦、评书、相声、京韵大鼓等丰富的艺术形式呈现了一堂
生动的曲艺党课，给观众耳目一新之感。
“新时代祖国建设是一流，港珠澳跨海的大桥新落成，

福建号国产的航母新命名……”这堂曲艺党课的开场节
目、快板《新时代中国处处新》节奏明快，通俗易懂，历数新
时代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彰显出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
团结一心共同奋斗。

单弦《大医为民》以张伯礼父子为代表，将疫情之下医
务工作者的奉献精神娓娓道来，深情歌颂了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高尚情怀。
“我们的党旗、国旗为什么是红色？”评书《为有牺牲多

壮志》用陈延年等革命先辈慷慨就义的故事作出了回答。演
员慷慨激昂、丝丝入扣的讲述，让那些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而牺牲的人民英雄一一浮现在观众眼前，令人动容。

相声《你能不说好》从衣食住行等方面描绘乡村美好景
象，在风趣幽默中呈现出脱贫攻坚取得的成绩以及生活的幸
福感。

奔流不息的海河，见证着津沽大地沧海桑田的百年巨变和
华夏儿女同舟共济的顽强拼搏。京韵大鼓《海河之光耀津城》
从天津视角书写砥砺奋进的壮丽篇章，抒发了对党和祖国的真
挚情感，听来振奋人心，也为这一堂曲艺党课画上圆满句号。

据悉，曲艺党课《奋进》在张园驻场演出的同时，“奠基岁
月”“张园往事”“光辉历程 时代画卷”——塑·画廉洁文化展
等展览也在张园同期展出。

本报讯（记者 张帆）昨天，由天津视协与海河传媒中心
文艺频道联合主办的融媒体创新节目《青春有腔调》节目研
讨会在天津数字电视大厦举行。
作为一档唱聊类创新音乐节目，《青春有腔调》融聚海河传

媒中心的全媒体资源，集结优秀主持人与明星嘉宾，共同推荐
关于青春的歌曲，分享歌曲背后温暖人心的故事。目前已播出
12期节目，参与录制的海河传媒中心主持人49人。节目充分展
示了主持人的唱聊才华，并邀请百万粉丝量的网络歌手以及天
津评剧院、河北梆子剧院的青年优秀戏曲演员跨界演绎。

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对节目的创新形式和内容给予了肯
定。市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周志
强表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音乐制作的门槛变得越来越
低，年轻人正在把听音乐变成“玩”音乐。“音乐受众的代际变
化和融媒体传播方式的流行对于传统的音乐节目制作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极好的契机。喜爱音乐、与音乐为
伴的人增加了，为综艺音乐节目拓展了新的空间。以前的听
歌时代正在走向‘看’歌时代，《青春有腔调》定位于共情、共
鸣、共享，正好适应了今天音乐发展的时代特点。”

节目每期设置不同主题，并根据
主题选取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进
行重新编曲，令观众耳目一新。市音
协副主席靳学东认为，《青春有腔调》
具有鲜明的融媒体时代特点，既符合
主流的价值观审美，又不是刻板说教，在充满青春活力的氛围
中带给观众直抵人心的感动瞬间。“节目呈现出的是一种多元
化的视听感受，在唱聊中容纳更多的情感元素。”不同风格的主
持人嘉宾轮番登场也给靳学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多才多
艺，不仅形象好，演唱表现也让人惊艳，体现了一档音乐节目应
有的品质。此外，主持人的加盟也体现了节目的本土化特点，
他们本身自带流量，对节目的推广也起到了叠加效应。”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青春有腔
调》有唱有聊，融脍炙人口、悦耳动听
的歌曲演唱和拨动心弦、深入人心的
情感思想交流于一炉，做到了歌好
听、情动人，是一档观众爱看、引发共

情的好节目。它采取老歌新唱的表现方式，老歌有共鸣，新
唱吸引人。在新唱的过程中，节目对歌曲进行重新编曲配
器，让熟悉的旋律焕发出新的风采。同时，歌者与主持人围
坐畅聊，营造出一种温馨的氛围。在运作模式上，节目依托
电视栏目，与广播、网络以及报纸联合互动，各媒体各展优
势、协同作战，实现了媒体的真正融合，是海河传媒中心一
次媒体融合的成功实践。

老歌有共鸣 新唱吸引人
——专家学者热议《青春有腔调》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两位天津作家共同创作、全
景展现中医抗疫的长篇小说《天命》，近日由百花文艺
出版社出版发行。小说中的大量人物、情节取材自真
实人物和事件，从中可以感受到天津这座城市的历史
人文气息。
由王晴川、李治邦共同创作的《天命》，以庚子年初新

冠病毒肆虐、全民奋起抗疫为大背景，展现了卫市中医
药大学总医院院长庄合超、卫市中医药大学女博士齐美
琳等中医人与西医同行排除万难、携手抗疫的故事。

小说采用双时间线叙述，在重点描绘中西医精英、
政府官员、基层服务人员、普通群众等组成的抗疫群英
谱之外，还交叉叙述了在1932年席卷华夏的霍乱大疫中，
以庄合超的爷爷为代表的中医人艰辛抗疫的故事。该
书生动描绘了几代中医人跌宕起伏的个体生活、家族命
运。他们的济世理想与善行善念贯穿叙事始终，展示了
中医医疗思想的博大精深。

两位作者都是天津本地作家，王晴川曾获新浪微博
小说大赛一等奖、最具价值IP奖，代表作《大唐辟邪司》曾
出版韩文版。李治邦是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有三部
作品荣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创作过程中，两位作者深入医院体验生活，通过采
访天津援鄂医疗队队长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请专
业人士把关小说中的中医桥段。

本报讯（记者 张帆）近日，由河西区文化和旅游局
主办，河西区文化馆承办的“西岸”第十七届社区文化擂
台赛舞蹈专场比赛在该区文化馆举行。

比赛中共有28支团队和选手参赛，舞种涵盖中国古
典舞、民族民间舞、现代舞等，按形式分为独舞、双人舞、
三人舞和群舞。
“西岸”社区文化擂台赛自举办以来，为群众文化社团

和百姓爱好者搭建了学习交流和展示才艺的平台。通过比
赛，许多优秀文艺骨干和文艺社团脱颖而出，组建起多支有
规模、有素质的文化志愿者队伍，积极参与到群众文化志愿
服务项目中，推动文化志愿服务常态化、规范化。

中青年中国画油画展将举办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为展示我市近年来中青年美
术创作成果，“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天津市首届中青
年中国画油画作品展将于今年10月在东丽区举办。
此次活动由市美协、东丽区文化旅游体育局主办，东

丽区文化馆承办，立足天津文化、突出天津特色、展现天
津精神，鼓励新创作品。活动于8月1日至31日征稿，分
为中国画、油画两个画种，主办方将遴选出优秀作品进行
线上和线下展示。

《遇见你》讲述爱情长跑故事

本报讯（记者 张钢）前日，由落落执导，李汶翰、徐
若晗主演的爱情片《遇见你》上映。

该片讲述了周灿和余骄阳从校园相遇到相伴成长
的爱情长跑故事。落落表示：“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曾
经为爱奋不顾身，最后却遗憾分手的人，但这份遗憾并
不是我们想要表达的全部。所有的爱情都是体验，没有
成功和失败之分，就算他们之后分开，那份甜蜜也会留
在记忆里，不会变质。”

在何克到达日本的时候，日
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
土，并在中国建立了伪满洲国政
府，中国华北乃至中国全境都笼
罩在巨大的危机之中。

对此，日本朋友轻描淡写，只
将其美化为日本帮助中国“文明开
化”，促进“共同繁荣”的友好之举。何
克无奈地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外表和
内在处于巨大撕裂中的国家，现代化的
技术和文明成果，并没有成功改造这个
国家狭隘的民族优越感和侵略扩张的
野心，反而成为日本制造帝国扩张的助
推器，何克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充满
了盲目爱国主义、歇斯底里的国家”。

何克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好奇，日本
侵占下的中国，真的如同日本朋友描述的
那样“幸福”吗？于是，日本之旅结束后，
何克迫不及待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

何克原本只打算在中国待上两个星
期，然后再和姑姑前往印度，最终回到英
国。在何克来到上海之前的几个月，1937
年8月13日，“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11
月12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上海沦陷。
次年2月，何克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在日军的炮火之下，上海成为一座
充满废墟和难民的城市，往日的精致不
再，街道上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难民，孩
子和乞丐围着他这个蓝眼睛的外国人
讨饭吃。失去了家园的人们只能住在
马路上，许多人哄抢街上的报纸，这张
薄薄的纸可以为他们留住仅有的温

暖。在乡村，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日军焚
毁了庄稼，用刺刀挑死了淳朴的老农，空
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饥肠辘辘的幸
存者涌入城市，他们忍饥挨饿，相继死去。

自小养尊处优的何克从未见过这样充
满焦土、瓦砾和碎片的城市，也从未亲历过
如此窘迫、卑微、心酸的生活。2月已然是早
春时节，但在这个破碎的城市，一切似乎都
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中，人们尚未从南京大
屠杀和上海沦陷的巨大阴影中缓和过来，人
人如同惊弓之鸟，成为动荡的大时代中的一
粒微尘，只能被动地随着时代起起伏伏。

此时的上海成为一座弃城，国民政府
新的权力中心已经迁到新的地方，日军也
开始集结军力向西进发。何克看着这座令
他心碎的城市，感到再无留下的必要，于
是，他重新出发，来到下一个目的地：汉口。

在汉口，何克一面担任美国合众国
际社自由撰稿记者，一面开始学习中
文。在初夏的汉口，经由美国女记者史
沫特莱介绍，何克第一次见到了他这一
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路易·艾黎，开
启了他们相伴一生的革命友谊。

从1938年春到1939年秋，何克成为一
名坚守中国战区的记者，他辗转在各个敌
占区和敌后区，见证并报道了武汉保卫战。

54 踏上中国的土地

龚丽正当晚在镇上觅一小店
住下，准备次日渡河。是夜月黑
风高，河水的拍岸咆哮之声，加上
呼呼之风声，使人觉得整个小镇
都在震颤。他辗转反侧，难以入
睡。时过夜半，忽听镇头人喊马
嘶，犬吠如豹，火光冲天。有人在镇中
狂声大呼：“白莲教杀进镇子来了！齐
寡妇杀进来了！”一时间小镇人声鼎
沸，盖过黄河涛声。破门声、呵斥声、
妇女孩子的哭叫声响成一片。

丽正心惊胆战，暗道一声“苦也”。
看来父亲的担忧不是多余的，真的遇上
白莲教了。他慌忙穿好衣服，收拾行
李。环顾室内无藏身之所，来到院里，猛
见灶外墙角有堆柴草，就慌忙钻了进
去。刚刚藏好，已经有人踹开店门。就
着火光，丽正从柴草缝隙里观看，但见来
人个个黑纱蒙面，手中拿着钢刀，凶神恶
煞一般。店主人体似筛糠，抖得说不出
话来。为首一人说道：“我们是白莲圣母
座下义军，今晚特来借粮，有银子快快拿
来，如其不然，莫怪我们手下无情。”店主
人刚说一个不字，就被其中一人钢刀架
在脖子上。老板娘见状，立刻把金银细
软都拿了出来。这伙人得了财物，呼哨
一声转身要走，丽正借着火光
看得清楚，他们甲胄号坎鲜明，
背后一个大大的“兵”字，不禁
惊疑起来。这分明是官家绿
营，哪会是揭竿而起的饥民呢？

正在这当儿，门口不知何时

来了两个道人。一个长身玉立、丰神俊朗，一
个面目清癯、刀痕隐然，十分瘦弱。丽正觉得
那面带刀伤者有点面熟，但又想不起在何处见
过。正思索间，只听那高个儿道人说道：“何方
歹徒如此猖狂，明火执仗抢劫，不怕王法吗？”
那为首的蒙面人哈哈一笑，大声说道：

“爷儿们是白莲教义军，前来放马借粮，
哪里来的野道士，不知高低，要找死吗？”
那道人鄙夷地哼了一声，反唇相讥：

“恐怕是冒牌的吧？白莲教远在襄阳，何
时到了淮阴？白莲教是褴褛饥饿之群、锄
耰棘矜之师，哪来这鲜亮整齐的号衣、亮
如秋水的钢刀？何况白莲教扯旗造反，出
来放马借粮，还怕露出庐山真面目吗？”
那道人揭破了他们的底细，蒙面客

不禁勃然大怒，一声冷笑，狂吼一声：“少
啰唆！拿命来吧！”劈头一刀向道士砍
来。只见那道人不慌不忙，手中拂尘一
挥，蒙面人的钢刀立刻脱手而飞，被卷上
了屋顶。其他几个蒙面大汉一声呼哨，

同时出手，四把钢刀一齐向老
道士砍来。只见那道人拂尘扫
了一个圆圈，荡开四把钢刀，另
一只手食指连点，几个蒙面大
汉立刻钢刀落地，泥塑木雕一
样，动弹不得。

14 蒙面人半夜抢劫 14 证明材料

外祖母摘下老花镜望着自家
外孙，竟抬手抹了把眼泪说：“我
的惠生啊，长成大小伙子啦！”原
来这就是二姨的儿子惠生。他其
貌不扬，却目光炯炯，给人很有力
量的感觉。我上前主动说了句：
“欢迎惠生表哥。”他走过来笑着
说：“怪不得我妈在家总夸你是冰糖嘴
儿，从小就懂礼貌。”我被他夸得不好
意思，便没话找话说：“我二姨好几年
没来天津啦。”不等惠生搭言，外祖母
抢先跟他说：“你妈妈这大半辈子不容
易，以后你可要好好孝敬她啊。”

惠生听了，使劲儿点头表示听从。他
蓝色棉衣的胸前印着“滦煤”二字，我知道
这是大企业工作服的标志，打心眼里羡慕
地说：“惠生表哥是工人阶级啦！”惠生立即
说：“是啊，幸亏老姨给我写了证明材料，组
织上派人查阅冀东根据地的档案，找人证
明我爹不但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倒是被
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所以民政局给我安
排了工作，被分配到煤矿当了工人。”

外祖母好像很高兴，她跺脚搓手地
说：“好啊，进煤矿当工人，吃商品粮，再
不用在农村挣工分啦！”惠生一边点头，
一边打开人造革手提包，掏出几听铁皮
罐头说：“我从心里感激老姨，要是她不
给我写证明材料，我这辈子就是国民党
保安大队长的儿子，哪里会有今天的好
光景！”惠生说着，眼睛里闪出了泪光，
“我妈告诉我说，老姨写这份证明材料，
等于给自己抹了黑，还惹得老姨父不高

兴，我是专门跑来给老姨磕头谢恩的！”
惠生如此激动，外祖母反倒满脸尴

尬，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感到这件事情
可能并不简单。外祖母听说惠生没吃午
饭，颠儿颠儿地跑进厨房去弄吃的，我趁
机跑到刘乙己家，向师傅报告最新情况。

刘乙己合拢书本闭目倾听，不时微微
点头。当我说到政府给惠生安排了工作，
他突然睁开眼睛：“我对这桩事情有所判
断：一，惠生亲爹田文佐不是国民党反动
派，他的真实身份有待继续考证；二，你父
亲反对你母亲给惠生出具证明材料，说明
这件事情背景复杂……”说罢，他起身背
手踱步，很像电影里旧社会的老学究。我
忍不住问道：“那三呢？”刘乙己停止踱步，
从抽屉里找出两块压缩饼干，塞进嘴里咀
嚼着：“这三嘛……这话说出来有些残忍，
不知你能不能承受？”我怕他噎着，忙端起
茶杯递给他：“你还没吃午饭啊？”

刘乙己说这种压缩饼干，是部队内部
清仓处理的。我焦急地等待他说出“三”，
并不关心什么军用物资的保质期。刘乙
己却不想往下说了：“你现在年龄还小，不
能理解丈夫无法容忍妻子哪类事情。比
如，你母亲给惠生出具了证明材料，肯定
使你父亲落到了难堪被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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