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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读大讲堂“同庆丰收说年画”

带领读者阅读年画里的天津
海内外票友会聚“云剧场”尽展国粹魅力

“和平杯”诞生新一届“十大名票”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昨日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阅读天津”项目系列活动之津读大讲堂的第三讲“同
庆丰收说年画”在津读书苑开讲，并通过天津出版传媒
集团视频号、津读书苑视频号、天津杨柳青画社视频号
直播。
《年画绘百态》是“阅读天津”系列口袋书第一辑“津

渡”中的一册，也是第一辑中唯一介绍我市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的图书。该书以杨柳青木版年画这一活态
传承的民间美术为切口，以此解读天津人在适应环境、
因地制宜的不断创造中形成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
活方式和情感样式。

该书作者张玲分享了创作心得和幕后故事，天津社
科院研究员张春生、天津博物馆历史研究部副研究馆员
宋杨、天津杨柳青画社副社长杨文，分别从地缘条件下
的开发利用、与时代同步的宣教功能、追本溯源的创新
能力三个角度，带领读者阅读年画里的天津，并与网友
实时互动。

天津杨柳青画社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还在现场展
示了刻版与印制工艺，让人们近距离感受杨柳青木版年
画的魅力。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昨日，长篇小说《盐民游击
队》（上、下）研讨会暨滨海新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
时代文学实践基地和职业道德教育与文学社会服务示
范基地揭牌仪式在天津长芦汉沽盐场举行。

活动由市作协、天津长芦汉沽盐场主办，天津人民
出版社、市作协创联部、天津长芦汉沽盐场盐业文化旅
游公司、天津文学馆、滨海新区作协承办，旨在弘扬老一
辈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永葆初心、勤奋创作的崇高
品质，激励广大写作者用手中的笔，热情讴歌党和人民，
讲好中国故事、天津故事。

已故老作家崔椿蕃是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的优
秀代表，长芦汉沽盐场是他的出生地和生活地。崔椿蕃
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以独特的盐业题材，为
天津文坛赢得声誉。蒋子龙曾评价：“他是新中国用文
艺形式描写盐工生活的第一人。”
《盐民游击队》上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1973年出版

后曾引发强烈反响，发行量高达80万册；下部以解放战
争为背景，去年曾在《天津日报》连载。今年5月，天津人
民出版社将上、下两部合卷出版。整部小说描绘了渤海
湾畔百里盐滩的历史风云、生活变化、人物命运，用心血
之笔讴歌了盐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进行
的殊死搏斗、为迎接新中国诞生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
浴血奋战。

会上，崔椿蕃次子崔祖育讲述了父亲的创作初
衷、采写过程中的艰辛往事等。肖克凡、闫立飞、宋曙
光、刘卫东等嘉宾认为，《盐民游击队》（上、下）是一部
反映百里盐滩波澜壮阔历史画卷的文学作品，具有较
高的思想和创作水准，是一部民族解放的史诗。作品
中不但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气息，还充满了天津本
土元素。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昨日，由市文联、市民间文
艺家协会主办的“庆丰收”农民画作品网络展在线上
推出。

此次展览共展出我市农民画创作者的作品26幅，
包括《百花齐放贺祖国》《村边生意忙》《第一书记到我
家》《风吹麦浪》等。参展作品紧紧围绕“庆丰收·迎盛
会”主题，以丰富的题材、多元的视角、生动的内容，描
绘在迎庆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农民们一心向党、
喜获丰收、共同致力于乡村振兴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图
景。展览正在“天津文艺界”官网展出。

本报讯（记者 张帆）随着第十六届
“和平杯”京剧票友邀请赛决赛结束，备受
海内外京剧爱好者关注的中国京剧“十大
名票”和“港澳台及海外十大名票”于昨日
正式揭晓。

本届“和平杯”决赛于9月8日在爱奇艺
网站、京剧艺术网、和平杯官微平台上同时
上线开赛。据统计，截至9月21日11时，“云
上”观众已经超过43万人次。按照组委会
制定的评选规则，担任本次决赛的评委由
10名专家评委（占选手得分的60%）和50名
大众评委（占选手得分的40%）相结合组
成。决赛结果显示，评出的中国京剧“十大
名票”，全部在专家组评选的前14名和大众

评委组评选的前21名中。“港澳台及海外十
大名票”的评选中，专家组和大众组的评选
结果一致，这也充分证明评选规则的相对
科学与相对公正。

第十六届“和平杯”中国京剧“十大名
票”分别是河北省的李大伟、重庆市的李
梦元、山东省的柳玉乐、天津市的范鸿、山
东省的王月娥、浙江省的麻仙华、天津市
的邓光清、河北省的张景存、湖南省的覃
玉芬和北京市的周莉。有2名曾进入往届
的决赛，其他8名都是第一次冲进决赛圈。
69岁的范鸿是第四次进入决赛，经过12年
的不懈努力，终于圆梦“十大名票”。覃玉
芬是首位来自土家族的“十大名票”获得

者。20岁的四川美术学院学生李梦元以一
折《扈家庄》征服了评委，位居分数榜第二
名。荣获“十大名票”榜首的李大伟演唱的
奚派名剧《白帝城》韵味浓厚，近几年在舞台
上难得一见，对奚派艺术的传承发展有着
积极意义。

在获得一、二等奖的30名选手中，40岁
以下的有9名，反映了我国年轻票友的可喜
进步。

设立集体项目的评奖，是“和平杯”赛事
创新发展的举措，也促进了各地京剧票房的
建设和京剧群体演唱活动的发展。在获金
奖的10个节目中，从报送单位看，有4个来自
“和平杯”金牌京剧票房；从演出内容看，有8

个是《红色娘子军》《杜鹃山》《沙家浜》《红
云岗》等京剧现代戏集体表演片段。湖北
省、江西省各有两个节目上榜，反映了当地
京剧票友活动红火的面貌。由加拿大中国
戏曲艺术协会报送的梅派名剧《贵妃醉酒》
集体演唱荣获金奖，是京剧艺术在海外传承
发展的一个缩影。

决赛结果公布以后，组委会对获得海内
外“十大名票”、集体节目金奖的辅导老师颁
发“优秀辅导奖”，对进入决赛的其他个人、集
体节目的辅导老师颁发“辅导奖”；对支持本
届赛事并作出贡献的地区单位颁发“优秀组
织奖”奖牌，对作出贡献的个人颁发“个人优
秀组织工作奖”证书。

本报讯（记者 张帆）昨天，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二
季开播仪式在北京举行。

节目精选《永乐大典》《汉书》《礼记》《诗
经》《越绝书》《文心雕龙》《齐民要术》《水经
注》《说文解字》《茶经》等经典典籍，利用全
新技术，在更加广博的时间与空间维度上，
诠释出新的境界与风貌。

作为总台重点打造的大型文化类创新
节目，《典籍里的中国》采用“文化访谈+戏
剧+影视化”的表达方式，对典籍里蕴含的
思想精华和传奇故事进行情景化呈现和通
俗化解读。《典籍里的中国》第一季创下了
同类型题材节目的收视新高，全网话题阅
读量及播放量超 60 亿次，在海内外掀起
“典籍热”，吸引众多年轻人追更。新一季
节目在叙事手法等方面创新升级，让受众
真切感受到文脉千年的欣喜、墨香犹存的
沉醉。

据悉，该节目于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
综合频道（CCTV-1）首播，央视频、央视网等
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首期节目将带观众
一起解读中华典籍史上规模最大的百科全
书《永乐大典》。

《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叙事手法创新升级

今晚首期节目解读《永乐大典》

■ 本报记者 张帆

昨天正值秋分，音乐慢综艺《青春有
腔调》也以“秋天的味道”为主题展开唱
聊。节目中，津云新媒体主持人明朗一首
《风吹麦浪》极具画面感，她也分享了自己
在采访中难忘的音乐记忆。

记者：节目里你演唱了《风吹麦浪》，

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

明朗：《风吹麦浪》总会让我想到丰收
的情景和收获的喜悦。每年9月23日是中
国农民丰收节，这一天，我都会去采访，询
问农民这一年的收成怎么样？生活上有哪
些变化？对我来说，“秋天的味道”就是丰

收的喜悦，是秋天赋予生活的一种幸福感。
每当看到农民生活的变化，我心里

就会有满满的成就感。我曾经采访过一
位贫困户，亲眼目睹了他家从空无一物，
到一点点、一件件添置家当，从贫困中走
出来的过程，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还有一位新疆姑娘，她开着拖拉机在金
色的麦田里驰骋，那一脸的幸福，深深地
触动了我。

记者：在你的采访工作中，有没有一

些和音乐有关的难忘记忆？

明朗：在我的采访经历中，有一段歌
声特别难忘，这歌声来自新疆柯尔克孜族
群众。那天，我在街上采风，一段富有民

族特色的歌声吸引了我。那是一位大叔手持
柯尔克孜族古老的民族乐器“库姆孜”，用当
地语言在广场上弹唱，人群自发地聚拢过来，
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如潮涌动。

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他唱的是：“可歌
可赞新生活，感谢党的好政策，粮食多到吃
不完。”原来，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海拔
45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在祖国的最西端
以游牧为生。2019年，这里开始种植“海水
稻”。稻麦两季，养活了众多柯尔克孜族
人。对于世世代代游牧的他们来说，有个安
定的家，通过种植水稻，秋天获得丰收，孩子
们衣食无忧，在广场上嬉戏玩耍，这是多么
幸福的事啊！

唱聊中品味“秋天的味道”

第二届石榴杯征文收官

作品聚焦多彩民族文化

本报讯（记者 张帆）天津是诸多曲艺形
式发源、兴盛的地方，各种表演艺术门类齐
全。如何进一步传承传统文化？让传统文
化焕发新活力？短视频《这儿是天津卫》的
创作团队代表宋东表示，创新表达让传统文
化焕发新活力、新希望。
“在天津，曲艺是很有特色的艺术品

类。通过《这儿是天津卫》，我们想要进一步
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推动地域文化发展。”
宋东说，借助“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
的机会，能够更好地推
介天津的曲艺文化，让
更多人认识天津，爱上
天津。“创新表达的方
式方法，运用新的传播
手段和表达形式，让传
统文化焕发新活力。”

长篇小说《盐民游击队》研讨会举行

激励写作者用手中笔讲好故事

农民画作品线上展出

描绘乡村美丽图景

“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创新表达焕发曲艺活力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由国家民委所属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和中国纪实
文学研究会指导，阅文集团和天成嘉华文化
传媒主办的民族文化网络文学创作论坛暨
第二届石榴杯征文颁奖典礼日前举行，《7号
基地》《月亮在怀里》《画春光》等10部网络文
学作品获得优秀作品奖。

本届石榴杯以“籽籽同心 字字传情”为
主题。《月亮在怀里》聚焦农业扶持与乡村振
兴；科幻题材作品《7号基地》将热血玄幻的
内核与星际文明的科幻世界观相结合，书写
人类文明的探索历程；现实题材作品《谁不
说俺家乡美》讲述扶贫干部在豫西山区带领
村民种植连翘脱贫致富的故事；历史题材作
品《黜龙》围绕着“龙”的话题，用人物的成长
蜕变历程书写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

当前，民族文化已成为网络文学的重要
创作源泉，在科幻、历史、现实、都市、仙侠等不
同题材的作品中得到丰富演绎。在石榴杯征
文活动的带动下，已有苗族、畲族、彝族、蒙古
族等10多个民族的作家投身网络文学创作，
诞生了《彩云微光》《草原有座蒙古包》等优秀
作品，反映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紧密联系
和各民族在当代团结进步的社会面貌。

律师也许是真的非常忙，忙到
连接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如果
是忙别的当事人的事也还罢了，律
师可能就是在忙某位当事人的事，
却不主动去跟这位当事人沟通，哪
怕当事人问起来了，也不愿意拿出
时间来沟通。沟通不是为了“表功”，而
是律师工作的一部分，不更好地了解案
件，不能更深入地了解当事人的内心而
达成相对的一致意见，那怎么可能把案
件办得更好呢？忙碌是原因之一，但在
律师内心深处，对和当事人沟通的重视
程度可能还是不够。律师往往认为当
事人说的东西自己已经知道了，但由于
信息和地位不对等，在当事人看来他必
须要说，而且很重要。当事人有倾诉的
需要。当事人也往往担心遗漏了某一
个案件的细节，也不排除个别当事人给
律师打电话有“查岗”监督的意思。

律师还往往会想“既然把事交给
我了，你就别管了，你就瞧好吧”。但
是律师往往忽略了自己做的事情，确
实应该让当事人知道。这是当事人的
知情权，在很多法律案件或者专项法
律服务中，很多当事人拿着自己手里
沉甸甸的有数字有图表的报告甚至感
到很惊讶，原来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
情！如果这个当事人足够诚实，他甚
至还会说，早知道你做得这么好，我可
能还有更多的事情委托给你，早知道
你做得这么好，我也不会曾经想过辞
掉你。看看，这是多么大的误会！

律师一定要记住，法律服务行业，追
求公正和真理之外，律师是直接为当事
人服务的，律师要关注到当事人的需求，
这是律师的职业使然，也是双方的合同
约定。做事提前打个招呼，做好之后有
个汇报，这是日常生活处理很多事情的
法则，更别说专业性较强的法律服务。
很多法律术语和程序，律师当然都懂，法
律文件在律师这里一目了然，但律师不
能要求当事人也和自己一样清楚。况
且，当事人是拿出了服务费的人，是消费
者，很多当事人对律师的投诉其实都是
沟通不畅所致。一般来说，找到律师的
人都是遇到了麻烦的人，他们的心情和
需求可想而知。

沟通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见面谈，也
可以用其他各种方式。摆正相互的位置，
坦诚沟通。律师要和当事人在经过充分沟
通的情况下，才能作出有效的决策，沟通并
不仅仅是消弭误会和程序的需要，也是重
要决策的前提。沟通确实是个双向的事
情，不管对方是什么类型，律师自有一定之
规。对方不喜欢沟通，律师也要进行及时
的汇报，因为这是律师的职责和义务。打
不了电话就留言，不能面谈就发个邮件，告
诉当事人自己做了什么，接下来要做什么。

31 沟通不是表功

龚自珍不禁一愕，心想这人
怎么这样奇怪，哪有邀人晤见妻子
的道理？正自诧异，却听外祖父笑
着说：“复轩的夫人就是闻名遐迩
的‘女青莲’，难道你没有听说过？”

自珍闻言，瞿然一惊，连忙站
起身来，拱手对李学璜说道：“失敬！
失敬！自珍后生晚辈，竟然不知佩珊
夫人就是令正！提起尊夫人，真是久
闻大名，如春雷贯耳，自珍心仪已非一
日，只是无缘相识。今日有这等机缘
如何肯错过？待我别过外祖父，就和
内子一道随先生过府拜会尊夫人！”

自珍说罢，和段玉裁作别，知会何
吉云去了。李学璜连忙吩咐随身仆人，
去叫了一辆马车，邀请自珍夫妻一道回
府去了。这李学璜的妻子归佩珊，名茂
仪，号虞山女史，是清代有名的女诗人，
原籍常熟。父亲归朝煦，做过一任道
台。母亲姓李，名心敬，善于诗词，不幸
早已去世。她和李学璜本是姑表兄妹，
父母去世后，嫁给表兄，夫妻长期客居
苏州。归氏天姿聪慧，精于诗词，著述
极丰，其诗集《绣余小草》《绣余续草》
《再续草》乃至《五续草》风靡江南闺阁、
士林。她天姿国色、仪态端庄，为世所
仰慕，素有“女青莲”之称。自
珍说“心仪已久”并非客套，实
是肺腑之言。

当下三人乘车，时间不
长，便来到李学璜夫妻居住的
“虞山小筑”。仆人进去通禀，

不一时便见归夫人满面春风地迎出门
来。女主人果然仪态非凡，虽然年近不
惑，但风韵犹存，不着脂粉，但淡雅中却透
出端庄大方之气。自珍夫妻心中暗暗赞
叹。中午，女主人亲自下厨，做了几样时
鲜小菜，李学璜命人沽了几斤美酒，四个
人谈诗说文，边谈边饮，十分投缘。席间，
归佩珊又提起龚自珍的《明良四论》来，并
随口背诵道：“庖丁之解牛，伯牙之操琴，
羿之发羽，僚之弄丸，古之所谓神技也。
戒庖丁之刀曰：多一割亦笞汝，少一割亦
笞汝；靭伯牙之弦曰：汝今日必志于山，而
勿水之思也……”并评论说：“奇思妙想，
引喻取譬，处处切中时弊，真是难得一见
的佳作。”自珍连连逊谢说：“此乃弱冠所
作，才疏学浅，文气亦何能清妥？不过书
生空发忧时之愤罢了。夫人若再加矜宠，
自珍就无地自容了。久闻夫人诗名，何不
把大作拿出来，让晚辈一饱眼福？”

自珍说罢，归夫人笑道：“闺中消遣，难
登大雅之堂。时人谬爱，徒有虚
名罢了。不过正要请方家指正，
哪能不让贤伉俪寓目呢？”说罢就
起身离座，不一刻取出一卷《听雪
词来》。何吉云连忙接过来，放在
自珍面前，夫妻二人共同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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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竹林抬眼看看沉浸在思绪
中的姚个奇，默默拿起放在书桌底
下的香烟，抽出一支给师傅点上。
姚个奇深吸了口烟，伴着呼出来的
烟雾，缓缓地吐出一句话：“当年我
要跟着他们就好了……”
“师傅，您别这么说。”袁竹林伸手

给姚个奇掸了掸掉落裤子上的烟灰，把
烟灰缸推过去说，“您以前不是说过吗，
哪有老鹰总是张开翅膀护孩子的。再
说了，杵窝子的徒弟您也不稀得看。”

姚个奇说：“当年不是还让我给你
们封了个平海六骏吗？”袁竹林说：“您
别拿这个当真，那是因为颜伯虎给人起
外号起的，高克己为了遮掩不好听的外
号，才想让您给封个好听的名。”姚个
奇头都没抬地问道：“你知道这六骏的
来历吗？”袁竹林回答说：“知道，是唐
太宗的六个坐骑，分别是拳毛騧、什伐
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它
们都随太宗驰骋疆场，也都为他挡过
箭。”姚个奇点点头，看着照片上的成玉
坤道：“是啊，玉坤是真应了那句话，把
自己当成一面墙，挡在了前面。”

袁竹林知道师傅这句话的含义，也
知道师傅为什么翻看自己保存的尘封
已久的资料。他是在追寻记忆，而这个
记忆里，也包括现在坐在师傅面前的自
己。当时在火车上，有高克己、李正弘、
颜伯虎，还有刚调到警卫科任职的成玉
坤。姚个奇带队上车后，照例巡视一遍
便回到餐车，高克己、李正弘、颜伯虎，

还有他袁竹林都围拢在师傅身边听候调
遣。这个场合，能上蹿下跳活跃气氛的就
是颜伯虎，他最能聊也最能折腾，时不时
地说个小笑话逗师傅开心。可今天有点
儿奇怪，姚个奇从平海站一上车就紧绷着
脸，任凭颜伯虎怎么缓解气氛，他始终是
眯缝着眼不带一丝笑纹。高克己和李正
弘也察觉出师傅的变化，私下和颜伯虎议
论，是不是因为今天的旅客列车上加挂了
警卫包车，有警卫任务师傅才这么严肃？
或者是成玉坤调任到警卫科第一次出任
务，师傅有点不放心？两人的疑惑很快就
被颜伯虎打消了，用他的话说师傅姚个奇
今天上车就感觉心里不踏实，总觉得要有
事情发生，所以才板着个脸玩儿深沉。

干过刑警的人都知道，直觉这个东
西有时候很奇怪，你说这是迷信没有科
学根据，可现实偏偏就左右打脸。可你
要说完全相信，有时候也的确显得矫
情。今天，姚个奇的预感被验证了，就在
他们一队人马刚离开平海两站的时候，
姚个奇的手机急促地响起来。那个年代
手机还是个稀罕物件。电话是刑警队政
委打来的，让他在前方站下车，搭乘就近
车次返回平海，因为郭玉昕小组勘察现
场时，竟然发现了爆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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