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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乐观迎难而上精神引发共鸣

工业题材剧重回观众视野

书香天津·云课堂第七期开讲

10部新片本月上映

镜头里看美丽“滨城”

■ 本报记者 张帆

由周梅森编剧，秦昊、万茜、张萌、田雨
等主演的现实题材剧《大博弈》，于今晚在东
方卫视开播。该剧讲述了一家濒临破产的
百年老机械厂重焕新生打入国际市场的故
事，同时将稀缺的工业题材电视剧再次拉回
到观众视野。
《大博弈》以北方机械厂即将倒闭，孙和

平在老书记求援之下出任“末代厂长”为开
场。孙和平是头脑灵活、“卧薪尝胆”的新任
厂长，在为机械厂谋出路的过程中，深谙资
本运作规则并擅长从中借力的刘必定，进退
有度、运筹帷幄的国企掌舵人杨柳，都是他
所求助的对象。无论如何温情的开场，立场

不同的他们，在平静水面之下都在进行一场
场刺激惊险的博弈。该剧编剧周梅森的作
品素来以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为内核，多年来
社会观察、创作经验的累积，使得他对人物
的复杂性、经济大局的现实性刻画入微。《大
博弈》即是以现实笔触深刻揭示中国重型装
备制造行业在整合历程中遭遇困境后的突
围与思考。

近年来，书写社会现实成为影视创作主
旋律，各类题材佳作不断涌现，工业题材剧也
出现回暖迹象：以三线建设为背景的电视剧
《火红年代》全景式展现建设者们响应号召走
进大山深谷，建设新中国工业体系；《逐梦蓝
天》讲述三代航空人的故事，再现了中国航空
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沸腾人生》

用30年跨度生动展现了我国汽车工业在时
代大潮中突破困境、涅槃重生的坎坷历程；
《麓山之歌》以我国装备制造业为表现主体，
史诗般呈现了“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华
丽转身……

这些作品通过扎实剧本、鲜活人物和
现实风格，将青春叙事和家国叙事、现实困
难和未来憧憬、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有机结
合，是在稀缺且重要的工业题材上挖了一
口“深井”，也为工业题材的艺术创作带来
启示。

时下，如何打破与年轻观众之间的语
境壁垒，已经成为重大题材电视剧要面对
的一道必答题。综观近期热播的多部工业
题材剧，不同时代的青年工人主动走进偏

远山乡，以积极乐观的时代精神迎难而上也
引发了当代年轻观众的共鸣。这些情境鲜
活、人物传神的电视剧写活了工人的精气
神，也让劳动光荣成为时代强音。正如著名
文艺评论家仲呈祥所说：“优质工业题材剧
不仅为工业战线唱出了一首‘精神之歌’，也
为没有从事过重工业工作的普通观众唱出
了一首‘艺术之歌’，这对今后推动工业题材
创作繁荣是大有益处的。”中国广播电视社
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则认为，“对工
业题材的艺术开掘打破了创作者对工业题
材的畏惧感和误解，也打开了现实的广度和
呈现生活的深度，为观众呈现了充满熟悉
的陌生感、充满惊奇的意外感、充满意料当
中的惊喜收获。”

■ 本报记者 张帆

昨晚，《青春有腔调》户外“腔调音乐
会”迎来第二期，新生代唱作歌手胡莎莎率
领的女队与著名原创音乐人王宝率领的男
队欢乐开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女队队
长胡莎莎畅谈参与节目的感受，并希望能
够创作更多优秀的原创音乐。

记者：参与录制《青春有腔调》有何

感受？

胡莎莎：能够参加《青春有腔调》感觉
很开心。身为一名天津籍的歌手，特别高
兴自己的家乡有这样一档积极向上，又能
让歌手有很大发挥空间的音乐综艺。无论
是否参与录制，每期节目我都会看。节目
从选曲到舞美设计，以及综艺感的呈现，都
传递出浓浓的、温暖向上的正能量。

记者：户外音乐会的形式与其他音乐

综艺形式有何不同？

胡莎莎：户外音乐会给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它的浪漫氛围，尤其是在天津这样一座
美丽的城市。我们录制所在地天津海河传媒
中心梅江院区有很美的外景，配合灯光效果
呈现的视觉感受堪称惊艳，璀璨且震撼。

记者：作为队长，在节目中会不会有压力？

胡莎莎：我其实是毫无压力的，因为这
个节目的氛围轻松欢乐。我们团队的成员
都是爱唱歌的青春美少女，有的活泼，有的
爱搞怪，大家给观众带来视觉和听觉上的
享受。

记者：作为新生代的音乐创作人，你希望

通过什么样的作品打动听众？

胡莎莎：我认为好的音乐没必要刻意去
区分它的风格。大家对我比较熟悉的作品都
是演唱影视歌曲。我出自京剧世家，特别希
望我的音乐里能融入国粹京剧艺术。中国音
乐里有太多的瑰宝等待我们挖掘，包括民族
音乐和我从小学习的京剧、昆曲等。我希望
和大家一起努力，将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献
给听众。

本报讯（记者 张钢）日前，片方宣布《扫
黑行动》将于本月11日上映。截至目前，已
有10部影片定档本月与观众见面。

青春爱情片《我的遗憾与你有关》以及秦
晔执导的都市爱情片《小丑奇缘》率先在本月
初上映。下周末，被业界看好的《扫黑行动》将
在银幕亮相。该片根据中央政法委提供的真
实案件改编，周一围、王劲松、曾志伟等主演。
故事讲述了女大学生离奇坠楼，刚调任到岗的
刑侦支队副队长成锐被副局长杜于林安排追
查隐情，他发现案件与黑势力犯罪有关，最终，

警方将隐藏在黑暗中的罪恶一扫而尽。
继《反贪风暴》系列后，《扫黑行动》导演

林德禄以精彩的叙事手法和独特的美学风
格，为观众呈现最新的扫黑大战。他表示：
“这部影片与我过往作品最大的不同，就是这
个故事打击的势力更强大、案件更复杂、冲突
更激烈、拍摄难度更大，希望用作品致敬一线
的扫黑英雄们。”

此外，徐承华执导的《陪你在全世界长
大》以及动画片《青蛙王子历险记2》、奇幻片
《天之书》等也在下周末上映。

曹茜茜执导的现实题材作品《您好，北
京》将于本月18日上映，片中三位主人公都
是“北漂一族”，他们为了实现各自的梦想，在
北京不断奋斗，故事展现了他们勇敢追逐梦
想的过程。同日上映的《让这首歌作证》以抗
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为背景，讲述曹火星
先生创作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
艰辛历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劳苦大众、
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主题，是一部传承红色基
因、讴歌岁月征程、展示党的辉煌历程的生动
教材。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感悟思想伟力，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全民阅读活
动办公室、武清区委宣传部、天津广播电视台承办的书香
天津·云课堂第七期，日前在武清区陈咀镇庞庄村农家书
屋开讲。
本期云课堂以访谈形式进行，通过主持人和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的提问，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健
讲解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特征，以及如何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需要把握哪些原则。此外，还结合庞庄村实
践讲解了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何加快推进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如何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年轻干部应该如何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等。
现场互动热烈，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扎实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津沽大地落地生根结出硕果。

两台线上音乐会周末上演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本周末，天津歌舞剧院、天津

交响乐团准备了两台线上音乐会，带领观众分别感受威
尔第、贝多芬两位音乐大师的作品。

今日，天津歌舞剧院“云·舞台”系列剧（节）目展播上
演“威尔第之夜”纪念朱塞佩·威尔第逝世120周年歌剧
GALA交响音乐会。威尔第是西方歌剧史上重要的作曲
家，他的一系列歌剧作品久演不衰。本场音乐会以“GA-
LA”形式为观众带来威尔第创作的9部歌剧中的经典乐曲
和咏叹调，包括《命运之力》《麦克白》《弄臣》《游吟诗人》
等，由天津歌舞剧院交响乐团与该院声乐演员共同呈现。

明日，天津交响乐团“空中音乐会”推出“永恒的贝多
芬”交响音乐会。作为在中国乐迷中最具影响力的作曲
家之一，贝多芬以其卓越的成就和坚韧的品格而享有“乐
圣”的美誉。贝多芬在不同的音乐体裁中均有代表作品，
本场音乐会将演出他的一部序曲、一部协奏曲、一部交响
曲，分别是《艾格蒙特序曲》《三重奏协奏曲》及《第七交响
曲》。从这三部作品中，观众可以领略到贝多芬不同创作
时期艺术风格的迥异。

弦乐琴声颂曲艺传承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昨晚，市曲艺团推出的“弦乐

琴声颂传承——于欣华三弦艺术演奏会”以线上直播的
形式同观众见面。

于欣华是市曲艺团国家二级演奏员，著名三弦演奏
家、曲艺音乐家张子修的弟子。她1986年进入中国北方
曲艺学校，先由三弦名宿韩德荣授课，后师从张子修。进
入市曲艺团后，得三弦名家韩宝利指导，以及赵学义、张
秋萍、刘春爱、姚雪芬等艺术名家的帮助，熟练掌握了多
个曲种的伴奏技法，为几代鼓曲演唱家担任伴奏，担任主
弦伴奏的节目屡获国家级奖项。

3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于欣华遵循传统、乐于钻研、
精于技法，在伴奏中注重烘托曲目的情绪、情节以及角色
的艺术形象，起到烘云托月的艺术效果。此次演出中，于
欣华展示了刘、白、骆三派京韵大鼓以及梅花大鼓、铁片
大鼓、河南坠子的伴奏技艺，配合籍薇、王莉、冯欣蕊等名
家带来的精彩演唱，收获了诸多点赞。于欣华还表演了
三弦独奏《夜深沉》，恩师张子修为其伴奏。于欣华的学
生也参与演出，师徒三代同台献艺，展示出曲艺艺术薪火
相传之势。

本报讯（记者 张帆）在“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
的入围作品《东疆黄金海岸》中，创作者于江鹏用无人机
的镜头，聚焦优美的海岸线、松软的沙滩和嬉戏的儿童，
展现了天津多姿多彩的海滨风光。

身为“90后”的于江鹏每天都在
见证着家乡这片土地的发展。“现在东
疆湾的沙子比以前更细腻，水上项目
也更多了，还有新修建的沿海公园、妈
祖文化园、海洋博物馆等，现在的‘滨
城’基础设施完善，更加宜居。”

“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今年是著名社会
学家费孝通诞辰 112 周年，由领读文化策
划、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函八种十二卷
《费孝通经典作品集》，全面呈现费孝通的精
神世界。
《费孝通经典作品集》从费孝通550余

万字的著作中精选出朴素易懂、阅读零门
槛的文字，涵盖随笔、札记、讲义、学术等，
涉及农村农民、世界观察、学术方法论、文
化反思等多个层面。其中既有《江村经
济》《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生育制度》有
关中国乡村经济与社会文化结构特质的经
典论述，也有异域行走记录《重访英伦》和
《美国与美国人》，从跨文化与比较人类学
的视野对西方民族与世界进行观察剖析；
既有《社会调查自白》这样凝练一生的治学
门径与创新方法，也有晚年富有中国文人
特色、融生活与职业为一体的自由书写
《杂写集》。

费孝通的各类文章深入浅出，意远言简，
趣味盎然。他在书中阐发了众多对历史、文
化、人生、家庭等诸多方面的独到见解。阅读
费孝通，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社会的乡土底
色，理解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
展、崛起的底层逻辑与范式，探求适合中国文
化与社会传统的现代化之路。

《费孝通经典作品集》出版

带您读懂乡土中国

《让这首歌作证》剧照 《陪你在全世界长大》剧照

盛夏，湘江静静流淌。
渔夫在水面抛下浮网，捞起活

蹦乱跳的鱼儿。车沿湘江走一段，
便一头钻进越城岭。但见山色空
蒙、满目青翠，峡谷飘浮着淡淡的云
雾，一个个“红军村”藏匿在大山的
褶皱里，稻田、橘园、竹海环绕……

桂北的河，桂北的山。
这片红色热土，淬炼了共产党人的理

想信念，成就了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
诗，它记录的不仅仅是一段磨难，还记载
着一群革命者的执着与坚韧。

湘水泱泱，红军之风。
青山苍苍，山高水长。
我痴痴地聆听着湘江水，在它的韵

律变奏中，我感受到人与大自然相互依
存的亲和力；我静静地凝望着越城岭，
在它的伟岸身姿中，我感受到人与大自
然相互对抗的竞争力。2004年7月8
日，界首镇上街102号。踏着木梯上
楼，刘发祥拿出一个牛皮纸包，双手颤
颤巍巍地解开牛皮纸包上的红布带，露
出一堆发黄的书报、信件和照片等，然后
他小心翼翼地把一张反复折叠的纸片抽
了出来。“1934年11月，我给红军带了路，
架了浮桥，红军朱排长给我写了这个证
明，嘱托我好好保管，说等革命胜利了，
这件东西对我有用。”

刘发祥身材高瘦，有些佝偻，耳朵
有些背，尽管这一年他已经有89岁高
龄，但身体仍然硬朗。刘发祥戴上老花
眼镜，一字一句认真地朗读起来——

红军证明

刘发祥青年同志给我们红军做了巳

（四）件大事证明：

第一帮我们红军在界首江边架了二路

木桥，第二带我们红军在光华铺打了一胜

仗，感谢刘发祥同志，第三带我红军上长征

大道过五福关胜利到洛（落）江，第四同我们

红军一路宣传，在关顶（帝）庙开大会宣传群

众干革命。朱排长写。请发祥同志放好。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月二十六日条

这是一张珍贵的“红军证明”复印件。
刘发祥说：“原件在1976年7月被一所

大学负责搞研究的人借走了，打了一张借
条。”老人直叹气：“朱排长再三嘱托我，一定
要好好收藏，等革命成功……可惜还是没
有保管好。”刘发祥出生于民国四年（1915
年），湘江战役发生时，他已经19岁。讲起
红军过湘江，刘发祥清楚地记得红军“是
1934年农历十月二十三日早上到的界
首”。就在早些天，国民党全县县长来到了
界首，说红军“共产共妻”、抓丁当兵，动员青
壮年全部躲到山中，只留下老人看家。19
岁的刘发祥因为脚被蛇咬伤，又不放心奶奶
独自在家，便留在镇子上。红军来到镇上，
街道上空无一人，朱排长带着几个红军战士
一家家敲门，敲了好几家都没动静。

1 穿越时空的嘱托

龚自珍同时赋诗一首赠给在座
的朋友们。吟罢，自珍平静地对朋友
说：“这首诗是我最后的一首诗了，各
位前辈作个心念吧，从此我要戒诗
了。”朋友们不知就里，相顾愕然。问
他原因时，他指着江沅道：“铁君先生
知道。”大家又问江沅时，江沅但笑不语。

龚自珍苏州之游以后回到上海，写
成了《戒诗五章》。他明白地告诉人们，
戒诗是为了泯灭胸中激情，求得心理平
衡。因为诗情在夜深人静之时常常突
然涌上心头，如源泉喷射，使自己肝肠欲
裂，流泪不止。只有不写诗了，内心的冲
动没有了，也就不再痛心流泪了。说穿
了，他是想通过戒诗逃避现实。

可是，他能逃避得了吗？诗，他能
戒得了吗？

这一年嘉庆帝驾崩，次子旻宁继
位，改元道光。

道光元年辛巳（1821）正月，龚自珍
进京就任内阁中书。这是一个从七品
小官，地位略高于笔帖式。到任后，他被
分配到汉票签处。汉票签处有侍读二
人，中书二十七人，笔帖式若干。主要职
掌有三项：一是拟缮汉文票签，把接收的
满本房来的“通本”和“部本”，校阅汉文
本，检查票签式样，拟写汉文
草签。有应两拟者，则拟双
签，有时还要附“说帖”，大学
士阅定以后，再缮正签。二是
记载汉文档案。除与满票签
处合记丝纶簿以外，将内外官

奏准施行及交部议复的章奏，别录一册，叫
“外记簿”或“别样档”。三是撰拟“御制”文
字。凡制诏、诰、敕及祭告祝文与谥号、封
号等御制文字，均由汉票签处撰拟，大学士
圈定后再进呈。恰巧国史馆要修《清一统
志》，又调自珍任校对官，这是自珍到任后
的第一份具体工作，他做得十分认真。在
此之前，程同文修撰《会典》，其中理藩院部
分及青海、西藏各图曾请自珍校理。这是
龚自珍研究“东南西北之学”的开端。当
时，边境多事，研究西北边疆地理是一门新
学问，程、龚于此并负盛名。让自珍担任修
《清一统志》校对官，正是出于这种原因。
自珍发现旧典中错误、缺漏之处很多，于是
不顾职微位卑，上书国史馆总裁，论述西北
部落源流，世系风俗，山川形势，订正《清一
统志》十八处错误。这封书信引经据典，足
足写了五千多字。当时任国史馆总裁的是
体仁阁大学士卢荫溥，他多次听蒋攸铦、穆
彰阿等人讲龚自珍如何恃才傲物，目中无

人，狂妄自大。去年曾经有人把
龚自珍的两首诗抄给他看，一首
是《读〈公孙弘传〉》，一首是《咏
马》，都是借古讽今，讥讽身居高
位者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反而是
下层小官多有建树。

104 就任从七品小官 59 请君入瓮

嫌疑人使劲儿挣了挣双手说：
“给我打开啊，我吃不了啊。”颜伯虎
恍然大悟般满处找了半天，无奈地摊
开双手说：“没找到钥匙，要不你等
等，等他们回来我再给你打开。你先
说说，我这个牛肉汤面闻着怎么样？”
嫌疑人忙不迭地点头：“有味道，闻着就
香。”颜伯虎问：“你进火车站之前吃饭
了吗？他们说你喝酒了，大清早起来你
喝什么酒啊？估计是冤枉你了。我能
给你做个鉴定，如果血液中没有酒精含
量，就证明他们说错了。你想做个鉴定
吗？”嫌疑人摇摇头说：“我不做鉴定。”
颜伯虎说：“不疼，就是抽点血。”嫌疑人
说：“我喝酒了。”颜伯虎说：“这我就不
明白了，大清早你就喝酒，你有酒瘾
吗？”嫌疑人说：“我下夜班，想睡觉才喝
点儿酒。”颜伯虎说：“你下夜班喝酒想
睡觉，怎么跑到车站来了呢，这都不挨
着啊。”嫌疑人说：“怎么不挨着啊？”颜
伯虎说：“你睡觉应该回家呀，跑到火车
站干嘛呢？”

嫌疑人说：“是他告诉我坐火车能
回家，我才来的车站。”

这句话让监控室里的高克己和老
陈，立即敏感起来，老陈条件反射似的
抓住话筒想告诉颜伯虎，要马上做出反
应，揪住这句话追问下去。高克己急忙
按住老陈的手，伸手指了指耳朵，示意
颜伯虎没有戴耳机，然后把手往下压了
压，让他相信颜伯虎会及时跟进的。出
乎意料的是，颜伯虎好像没听到这句话

一样，仍旧继续和嫌疑人交谈：“火车站进
站需要买票，你肯定是没有票闯进来的
吧？”“我有票，他给我的火车票。”“你有票
怎么还跑到火车头上去了呢？”“他说有人
拦着就是刁难不让我走，我就得自己开火
车回去。”“可是你不会开火车啊？”“我会，
他能教我开火车。”这时，颜伯虎往前凑近
了些问：“怎么教你开啊？”嫌疑人也向前
探了探身子说：“发微信告诉我怎么开
的。”颜伯虎语速加快了：“怎么教的，打
字、语音，还是视频？”嫌疑人回答：“语音
直接说啊。”颜伯虎突然问道：“他是你爸
爸吗？”嫌疑人不假思索地答道：“他不是
我爸爸！”“他是谁？！”“我们工厂里的徐师
傅。”“你手机里有他的照片吗？”“有，可手
机在你们那呀。”

监控室里的人们听完这番讯问，都
像打了鸡血似的亢奋起来，颜伯虎看似
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讯问，可每一句话
都勾着嫌疑人的行为轨迹，嫌疑人在他
的代入下，说出了劫车经过却浑然不觉，
而且还故意露出破绽，让嫌疑人反驳，在
反驳中使对方说出了隐匿在背后的指使
人。颜伯虎甚至都不问嫌疑人的姓氏、
籍贯等常规性问题，直接将嫌疑人带入
了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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