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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新时代 共谱新华章
——我市文艺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文艺演出侧记

天交“轻骑兵”马不停蹄送演出

打卡天津“宝藏公园”

文庙博物馆修缮完成重新开放

“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 本报记者 张帆

昨晚，音乐慢综艺《青春有腔调》特别
节目“腔调音乐会”迎来收官，青春歌曲高
潮迭起。节目中，来自北方演艺集团的戏
曲演员陈亭表现惊艳，一曲《篇章》显示了
不俗的唱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表示

传统戏曲与流行综艺之间并无隔阂，“生活
在当下的我们就应该用当下的方式传承发
展戏曲。”

陈亭说，《青春有腔调》给她最深的印
象就是时刻洋溢的青春气息：“我的青春都
给了我钟爱的戏曲艺术，《青春有腔调》既
可以是一种声音、声腔，也可以是任何艺术

元素，寓意青春的多元表达和无限可能。参
与节目的过程轻松愉悦，有时甚至会忘记是
在录节目。”在节目中，陈亭也曾尝试将戏腔
和流行音乐元素进行融合，“我第一次录节目
是四大名著的主题，和节目组合作改编《枉凝
眉》。这个节目里我分饰两角，在创作过程
中，我也感觉到这种融合作品既符合当下年

轻人的审美，也对传播戏曲文化有所助益。”
作为戏曲演员，陈亭认为坚持传承是每

一个戏曲人的责任，“‘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
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
时代的风气’，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就要用当下
的方式传承发展戏曲，通过不断学习更新，借
鉴其他艺术剧种和流行趋势进行多元化创
作，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近传统文化，爱上戏曲
艺术。”通过参与综艺节目录制，陈亭也在戏
曲传承上有了新的认知，“戏曲不应只出现在
戏曲频道，而是要融合创新，通过大众化流行
的节目形式实现破圈突围。”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

昨晚，“礼赞新时代 共谱新华章”天津市
文艺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文
艺演出在中华剧院上演。这台演出以讲述时
代精神、中国故事、天津特色的精彩节目，抒
发了我市广大文艺工作者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无限豪情。

连日来，全市文艺界认真学习领会党的
二十大精神，用情用心投身主题创作，积极以
文艺的形式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为大力营造
浓厚的社会氛围，助力全市迅速兴起学习宣
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市委宣传
部、市文联策划组织了本场主题演出活动。
演出节目以我市近年新创作的优秀节目为
主，兼有经典作品，彰显了我市广大文艺工作
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演出在歌舞《追随》中拉开大幕，彰显了
人民群众紧紧跟随党，矢志复兴、追梦筑梦的
共同心声。连日来，我市书画工作者紧密结
合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出了一批优秀新作。
舞台上展示了由中国美协副主席、市美协主
席王书平，中国书协副主席、市书协主席张建
会，携手张福有、魏瑞江、柴博森、阚传好等画
家共同创作的巨幅新作《喜庆二十大 飞向新
辉煌》。王书平介绍，作品通过描绘不同形态
飞翔的喜鹊，加上海河、天津站、绿色生态屏
障等天津元素，寓意天津锐意进取、拼搏奋
斗，努力开创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京剧名家赵秀君携天津市青年京剧团优
秀演员带来的京歌《跟党迈进新辉煌》，以传
统艺术讴歌时代精神。演员张艳秋、张文明，
主持人苗青、刘涛共同带来的诗朗诵《昂扬奋
进新征程》慷慨激昂、催人奋进。这两部作品

均为我市文艺工作者最新创作。赵秀君介
绍，《跟党迈进新辉煌》既立足于京剧的本体
艺术，又融入了歌曲的元素。她说，作为党培
养的文艺工作者，既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歌唱，
也要在艺术上努力实现新的突破，将党的二
十大精神落到实处。

男高音歌唱家张凯演唱的《大任在肩》唱
出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
念。中国曲协副主席、市曲协主席籍薇和天
津传媒学院新近创作了梅花大鼓《延安情
思》。经典歌曲《不忘初心》《我和我的祖国》
和我市歌曲《春风十万里》《放歌青山绿水》由
青年演员唱出了浓浓的家国情怀。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副主席、市文
联主席孟广禄的京剧演唱《菩萨蛮·黄鹤楼》

《小小寰球》，唱出了共产党人的雄阔胸襟、自
信自立和斗志豪情。孟广禄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文艺工作者要爱人民、唱人民、演人
民，真正扎根在人民中，哪里有需要就去哪
里。天津文艺界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用不
断创作的优秀作品，展现我们砥砺奋进的壮
志豪情。”

舞蹈节目同样精彩纷呈。天津歌舞剧院
创作的《希望的田野》表现了新时代人民群众
的喜悦和骄傲。《大美之地》是我市文艺工作
者深入“871”重大生态工程采风创作的，演绎
了在生机盎然的绿色津沽，人民群众获得了
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环境。少儿舞蹈《光影
逐梦》、天津音乐学院舞蹈《盛世·起舞》分别
展现出当代少年儿童的朝气蓬勃。

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男高音歌唱家王
宏伟深情唱响了歌曲《把一切献给党》。王宏
伟表示，近日，天津音乐学院推出了与市音协
联合主办的“喜庆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原创
艺术歌曲展播等活动，收到良好的社会反
响。本场演出，天津音乐学院的师生均有参
与，希望师生们为文艺事业发展不断贡献青
春力量。

演出最后，歌舞《领航》以深情磅礴的艺
术力量，激荡起奋进新征程的昂扬旋律。演
出总导演张浩对记者表示，演出的总基调是
主题突出、热烈喜庆，艺术门类丰富，涵盖老
中青三代艺术家。党的二十大令全市文艺工
作者深受鼓舞，今后将继续奋发向上，讲好中
国故事、天津故事。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昨日，由天津振瀚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主办的“牵手冰丝带 一起向未来”主题摄影展和
“灯火相传”老油灯展在天津西洋美术馆举办。

历时6个月的“牵手冰丝带 一起向未来”主题摄影
比赛受到各地摄影爱好者关注，来自全国各地的作者，用
镜头将奥运盛事与群众体育紧密结合，为光与影赋予新
的内涵与生机。经专家评审，从500余件投稿作品中评
选出26个获奖作品向观众展示。
“灯火相传”老油灯展共展出百余件老油灯，包括多

种工艺造型，让观众从历史纵向上了解不同时期油灯的
特点和变迁。两个主题展展期至本月18日，观众可免费
参观。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作为“阅读天津”项目系列活
动之一，津读大讲堂第六讲“沽水乡愁·天津文学的源与
流”，昨日在津读书苑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这
是津读大讲堂开讲以来首场以天津文学为主题的分享
会，文学评论家黄桂元与作家龙一妙语连珠的对谈，吸引
了近千名读者在线互动。

城市滋养作家创作，作家勾勒城市性情。作为“阅读
天津”系列口袋书第一辑“津渡”中的一册，《沽水升乡愁》
以经典文学作品为镜像，映照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
前世今生、文脉渊源、城市风韵。

现场，该书作者黄桂元与龙一畅谈天津文学和天津
城市的发展沿革，带读者在领略津味文学独特魅力的同
时感受天津的别样城市风采。

主办方为参与活动的幸运读者送上了冯骥才津味小
说代表作——“怪世奇谈”纪念珍藏版、龙一谍战题材小
说《借枪》，希望更多人阅读天津，了解天津，爱上天津。

本报讯（记者 刘茵）历时一年的天津文庙博物馆保
护修缮工程现已完成，并于日前重新对外开放。

天津文庙始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是天津市区
目前保存完整、规模宏大的明清风格建筑群，是市级首批
文物保护单位和特殊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

据悉，文庙自上次修缮已逾十年，由于砖木结构易受
气候和环境影响，建筑出现部分残损与安全隐患。为加
强文物古建保护，天津文庙特申请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实
施修缮工程。

此次修缮工程的主要内容为：针对“德配天地”“道冠
古今”“棂星门”等7座牌楼不同状况，更换了糟朽、残损
的上架木构件、椽望、戗柱，重新铺设了瓦屋面及方砖台
基；对各建筑存在地仗开裂、油饰彩画斑驳脱落现象的部
位重新进行油饰彩绘；重新铺设了府学大成门、东配殿和
崇圣祠的破损瓦面；重新铺墁了院落破损、粉化的地砖路
面等，有效延续了文物古建筑的寿命。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
继前日在河西区惠阳里社区举办演出后，
昨日，天津交响乐团新时代“红色文艺轻
骑兵”小分队马不停蹄，将一台铜管五重
奏音乐会送进天津市社会组织党群活动
服务中心。

本场音乐会是天交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演出活动之一。依托于乐团不
同声部的演出小队，天交化整为零，以室内
乐组合的形式为基层送去红色主题演出。
昨日的音乐会上，小分队演奏了《我的中国
心》《游击队歌》《少年壮志不言愁》等节目，
既有经典的军旅曲目，也有对传统文化的

致敬。在小分队的演绎下，铜管五重奏的
音色辉煌明亮，在激昂的旋律中，观众们

感受到振奋与鼓舞，现场多次响起热烈的
掌声。

据了解，近期天交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
兵”小分队将继续走进社区、部队等基层演
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二十大
精神。同时，天交的剧场演出也即将复工，明
日，“周日音乐下午茶”系列音乐会将在天津
音乐厅重启，为观众带来“永远跟党走 奋进
新征程”系列音乐会。18日，天交将在天津
大礼堂演出“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作品交
响音乐会。20日，“周日音乐下午茶”系列音
乐会将在天津音乐厅上演“爵士博物馆”岁月
如歌主题音乐会。

传承冬奥精神 展示油灯文化

天津西洋美术馆上新两展览

本报讯（记者 张帆）在“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
入围作品中，短视频《家人们，挖到宝藏公园了！》创作者
马琳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带大家领略了很多天津人还不
曾发现的天津隐藏之美、曾经的私家园林曹家花园。

马琳说：“之前一直是全国各地‘打卡’拍短视频，
后来我发现，天津隐藏在街头巷尾的景点可真不少。
作为天津人，我决定回归家乡专注推介咱自己的景点。
这几年来，天津的变化很大，生态绿
屏、口袋公园的修建，让家门口的打卡
地越来越多，我希望能够挖掘更多的
美景，告诉天津网友咱的家乡有多
美，也告诉全国的网友，天津越来越
美丽。”

昨晚，天津京剧院在津湾大剧院演

出一台好听好看的《白蛇传》，给津门观

众带来美好的国粹艺术享受。

本报记者 刘莉莉 姚文生 摄影报道

津读大讲堂举办天津文学主题分享会

领略津味文学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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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个箩筐可装银圆数量大
概是5000块，1担就有1万块，那6担
就是6万块。按照当时的消费水平，1
块银圆可买到8斤盐或5只鸡，2块银
圆可买1只肥羊，5块银圆可买到百十
斤重的猪……

不管怎么算，这都是一笔巨款。
乔明增在洪水箐负伤后，上级指定

他为收容队师长，在玉溪留下来。到宾
家桥时，他与组织失散，所以如何处置这
些银圆，完全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只要他
有一点点贪心，完全可以将这笔巨款据
为己有，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过上土豪
般的生活。

但是，乔明增没有这么做。为安全
起见，他在新圩洪水箐一个隐秘的地方，
将6担银圆和3担枪都埋藏起来，然后继
续寻找失散的红军战士。

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乔明增寄居
在灌阳县文市玉溪村塘尾巴屯一个叫文
永遂的家里，他常给文永遂讲革命道理，
动员文永遂、文国权两兄弟参加革命，但
因两兄弟家里有一个患有眼疾的老母
亲，没法走开，未当成红军。

乔明增留在塘尾巴屯，自己开荒种
地，如种植红薯、玉米和荞麦。据说第二
年大旱，其他地都没了收成，就他的地里
有收成，于是大家叫这块地为“乔明地”，
“乔明地”与“荞麦地”读起来相似，听起
来很自然。

乔明增经常给文家兄弟讲革命故
事，和文家兄弟相处得非常融洽，不经意

间也透露了一些信息。那年大旱，再加上
瘟疫，田地颗粒无收，饿殍千里，当地百姓
扶老携幼来劝乔明增把银圆挖出来救急。
一开始，乔明增看见农民太苦了，连荞麦糊
糊都吃不上，打算挖一点银圆出来救急，后
来发现动静太大，担心保不住银圆，于是他
推说自己记不清把银圆埋在什么地方了。
没有挖成银圆，却走漏了风声，当地保安团
听说了，就派人来抓乔明增。

为了保守这个秘密，乔明增决定立刻
离开，跑回山东老家。

临走前，文永遂的妻子给乔明增做了2
斤炒米，让他在路上当干粮。

乔明增离开老家已经整整8年，为了
孝敬父母，他一直留着文嫂给的2斤炒米没
吃，自己一路乞讨，整整7个月才回到老家
乔家庄。

回到家里，乔明增惦记着那批银圆的
安全。他给文永遂写了一封信，反复嘱托
这些银圆不能挖，连续写了好几封信。

乔明增精通俄文、日文。抗日战争爆
发后，日寇入侵山东时，乔明增又一次参
军，加入了八路军大峰山独立营。不幸的
是，1940年7月16日，乔明增在吴桥战斗中
牺牲，时年27岁。

乔明增藏宝的地点成了一个谜。

8 藏宝地成了一个谜

顾椒坪说道：“归隐后，我开一小
店，衣食有着，还可借此结交过往名
士，乞其笔墨诗词。自觉其中乐趣，胜
过官场。”二人越说越投机。顾椒坪命
人拿出笔墨来，请龚自珍题诗于店。
自珍也不谦让，援笔于手，在店前的粉
壁上留下一首绝句。题诗一毕，二人重
新入座。顾椒坪命人重整杯盘，继续边
谈边饮。正在这时，忽听店外一声驴鸣，
自珍耸然动容，不禁侧耳细听。顾椒坪
笑道：“刘三来也！”说话间外边走进一
人，短衣麻鞋，正是自珍要寻访的那人，
自珍连忙起身让座。顾椒坪道：“不必客
气，他是小店常客，二位早就认识？”龚自
珍正要说话，却见那老者呵呵笑道：“老
朋友了！”说罢也不谦让，就在自珍上首
坐下。顾椒坪忙起身去为他准备杯箸茶
水。那老者笑道：“真是有缘，人生何处
不相逢。今天又要白喝足下的酒了！”

自珍接口道：“真正是找人不如等
人。上午我去丰台寻访先生，不见你的
影子。正准备去西山寻你，不想在这里
碰到先生！”那老者笑道：“足下寻我何
事？莫不是讨酒钱？”自珍道：“先生取笑
了。昨日只顾饮酒，忘了告知先生姓名，
也忘了请教先生台甫，回去后颇为后
悔。”那老者道：“相交贵在交
心。姓名本是一个记号，知与
不知，何关紧要？多少人名字
写在庚帖上，义结金兰最终却
反目成仇。远的不说，就说本
朝李光地、陈梦雷不就是最好

的例子？伍子胥过昭关的‘芦中人’不知姓
名，不是一样可共生死？先生的大名我是
早就知道的，京师人谁不知紫垣五名士之
首的龚大公子？至于我，一介草民，姓名无
足轻重。如果足下一定要问，姓刘，名钟
文，叫我刘三好了。”

自珍一听那人姓刘，不禁若有所失。
自珍停了半晌又问道：“自见足下风采，想
起一位故人，不知足下可曾认识？”

刘三道：“人海茫茫，但不知足下的故
人姓甚名谁，何方人氏？”自珍道：“说来是
我的父执。姓杨，名湛卢，镇江人。”

刘三听罢，神色凄然，忽而又平静地说
道：“在下倒是听说过一位杨湛卢，不知是
不是足下的故人。二十年前就已经死了，
足下不必再惦念他了。”

自珍听罢大失所望。但仔细品味刘
三的话，又起了疑心。他再次问道：“先生
难道真的姓刘？”刘三朗声笑道：“足下学
富五车，什么道理想不通，我姓杨、姓柳有

什么关系？譬如这门前的柳树，
先前如果有人说他是杨树，现在
不就是杨树了？再如这小店，原
来的招牌是‘兴隆客栈’，如今是
‘仁义小店’，招牌变了，还不仍
是这个小店？”

111 人生何处不相逢 66 师傅想要自己干

没想到李正弘此言一出，主管
刑侦的田副处长明确表示同意，政
委也跟着附议，还特别提出如果需
要兄弟单位协助，他可以去组织协
调。这俩人的表态有点儿让李正弘
犯嘀咕，因为按照以往惯例，政委和
田副处长除去立功受奖表彰先进，其
他事情几乎都犯顶，跟自己是战友，但
绝不在同一个战壕里，可在这件事上，
他们为什么表示支持呢？

这样想着，他把目光转到分管警卫
工作的刘副处长身上，用眼神向他示
意。刘副处长立刻明白了李正弘的意
思，那就是越是别人支持的，他就越得
跟着处长反对，反之他就得支持。可这
次是李正弘的提议，政委和田副处长竟
然附议了，这让他一时不知如何表态。
犹豫了一下，刘副处长扶了扶鼻梁子上
的眼镜说：“重启调查这件事得慎重，仅
凭一个似是而非的证据，就说以前的结
论不准确，显然有些草率。”话刚说完，
田副处长就和他杠上了，刘副处长也没
含糊立即反驳，李正弘感觉自己该表态
了。他先摆手安抚下两边的情绪，然后
说出自己的意见：“既然大家思想不统
一，那就先缓缓，各自都多搞一些调查
研究，下次处务会再议。”

姚个奇挂断李正弘的电话，独自在
书房里待了好半天，对这个结果似乎早
有预感。老伴儿推开房门叫他吃饭，令
她惊讶的是，屋子里一丝烟味儿都没
有，床上却有一套运动服和遮阳帽，还

有笔记本、放大镜、皮尺、指南针、地图，另
有一个老式警用棍。老伴儿知道，这是以
往老姚出差时的装备，假如他现在还干刑
警，配上手枪、铐子，就能精神抖擞地驰骋
千里。吃饭的时候，老伴儿特意给姚个奇
倒上一杯酒，姚个奇闷头喝完说：“这么多
年你给我倒酒的次数，掰着手指头都能数
得过来，你不就是想把我灌醉，从我嘴里
套话吗？不用你套，我主动招了。”老伴儿
笑着说：“那你就自己撂吧，收拾得这么整
齐想干吗去啊？”姚个奇说：“我离家出
走。”老伴儿笑得很灿烂：“就你还离家出
走啊，离开我你得饿死。趁着我现在心情
好，赶快说吧，一会儿我还得刷锅洗碗
呢。”姚个奇嗯了一声，从前几天叫徒弟们
复盘“9.30”案子开始，一直到他找李正弘
重启调查被委婉拒绝，最后说：“他们不调
查我就自己干！”老伴儿听完沉默片刻，她
清楚只要姚个奇下了决心的事，谁都阻拦
不住，但她还是想尝试劝劝，于是她试着
建议：“你可以让几个徒弟帮帮忙呀。”姚
个奇摇摇头：“他们都有自己的一摊工作，
找谁参与进来都不合适，还是我自己先折
腾着吧，等有了眉目再找他们跟进。”老伴
儿不再说话了，她收拾好碗筷走进厨房，
开始准备明天姚个奇出门的饭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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