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慧眼识珍使枯木重生 分享乐趣希望更多老年人一起传承文化

根石为伴 唱响最美夕阳红

慧眼识珍 枯木重生

丹 凤 朝 阳 、十 八 罗 汉 、八 戒 抢

亲……走进靳文生位于工农村一处居

民区内的工作室，林林总总的根石作品

映入眼帘，名人字画等藏品掩映其中。

墙上“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证书上，“第

一个收藏根石与名人书画组合展”的字

眼，一言而盖之。

“这是十九大之后我将自己收藏的

根石书画总结集纳，不久前刚出版的，

作为重阳节礼物捐赠，希望和大家一起

分享、传承。”靳老郑重地将他的新作

《靳文生根雕艺术》交给记者，见心愿了

却了，才将自己与根石为伴的老年乐趣

和记者娓娓道来。

“刚开始感觉有点儿乱，形象很多，

经过反复观察思考，我发现一根像是一

个人，上边是个帽子，另一根如果可以

做成一个脸的话，是不是可以做成两个

跳舞的老年人？”他拿起最近的一件新

作《共舞》，告诉记者，这是用老伴从路

边捡回来的两根月季花根，凿坯打磨、

修光雕刻而成。

记者留意到，原本杂乱无章的两根普

通花根并没有过多刻意雕琢的痕迹，犹如

两位翩翩共舞的老人跃然广场，简直就是

滨海新区老年人的真实生活再现。

根石为伴 乐活晚年

78岁的靳老1995年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民

间工艺美术家”称号，2010年携带再造

根雕作品《十八罗汉》夺目世博会……

在大家眼中，他是响当当的民间艺术

家，当属艺术圈里的一份子。而在他心

中，自己就是一个曾从医从教四十年的

退休医生，一位喜爱根石文化的普通老

人。“很早就爱好根石，歪打正着获了不

少奖，我是个大夫，算不上艺术家。”采

访中，他反反复复向记者强调着这句

话。他告诉记者，自己最喜欢的一件作

品就是《难得糊涂》。“每次遇到不开心

的事，看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小人

儿，一切都化为云烟。”

“慧根载道传文化，灵石悟禅修身

心。”“结缘根石抒已意，物我两忘自修

身。”就如他书中的自序所写的一样，靳

老虽不自诩为“大家”，但却喜欢和志同

道合的朋友一起探讨、分享和交流。多

年来，也有不少人出高价要买下他收藏

的作品，都被他一一回绝。而遇到随缘

的人，他却毫不吝啬地无偿赠予。

“这些作品虽然有的价值不菲，但

我从没把它们当成物质财产。”靳老告

诉记者，“希望和大家分享我的晚年乐

趣，能反映出新区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生

活状态。自然界的宝藏无穷无尽，也希

望激起更多老年人的兴趣和爱好，大家

在玩乐中一起传承文化、传播正能量。”

在与根石为伴的岁月中，除了堪称知音

的老伴儿，他也收获了不少志同道合的

好友，一起拾得晚年的一份无穷乐趣，

携手唱响新区最美的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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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张智）自“十一”假期结

束后，冷空气和暖高压就开始打起了拉锯

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斗得不亦乐乎。这可

苦了还没过够夏天的我们，外套是脱了穿，

穿了又脱，温暖的天气没有留住，感冒却赶

上了几波。据气象部门预报，这个周末，冷

空气的势头将有所减弱，最高气温将重回

20℃，不过眼下昼夜温差已愈加明显，早晚

依旧凉意十足。

本周新区先后经历轻雾、降雨、大风天

气，气温反复升降。18日经历了一轮冷空气

的洗礼后，新区气温稳步回升，午后最高气

温已达18℃，阳光灿烂，暖意融融。然而，随

着冷空气减弱，静稳天气的持续，空气质量

也明显下降。据滨海新区气象台预报，19日

至22日，新区天气持续晴好，最高气温将一

路回升至20℃，轻度霾过程也将重现。

日前，开发区中小学生运动会在

开发区第一体育场举行。本届运动会

上，开发区7所中小学的400余人次参

与了200米跑、跳高、跳远等70个比赛

项目的角逐，700 余名师生在现场为

运动员加油。

大型团体操表演成为运动会一大

亮点。开发区国际学校的《神采飞扬》、

开发区一中的《青春排球》、开发区一小

的《起航》、开发区二中的《舞动梦想》等

团体操节目悉数亮相，惊艳全场。

文/记者 许卉 图/记者 贾成龙

青春飞扬青春飞扬

■ 时报记者 杜红梅 摄影报道

“我想和大家说，自然界蕴藏着无
穷无尽的美和艺术，需要我们用发现美
的眼睛不断去挖掘。”重阳节之际，家住
新区的靳文生老人致电本报热线，称希
望将自己在中、美两国发行的新作《靳
文生根雕艺术》无偿捐赠给滨海新区图
书馆，借此和新区的老年朋友一起分享
自己与根石为伴的快乐晚年生活。

新区美景频“出镜”

在《杨光的快乐生活》第十部中，演员

杨议塑造了一名中医大夫，龙达温泉城环

境优雅、空气宜人，整个酒店被大量亚热

带雨林植物围绕，雨林养生环境与剧中故

事情节相得益彰，成为主角杨光工作时的

主要取景地。片方对龙达温泉城的别致

景观、良好环境也颇为赞赏。

不仅是龙达温泉城，新区不少美景

频频出现在荧幕中。日前，电影《尼泊尔

奇遇记》的摄制组在北塘古镇内取景拍

摄，该片由杨议执导，樊少皇、丁海峰等

实力演员主演。北塘古镇作为滨海新区

内唯一保留原始城镇肌理的古城镇，集

文化、旅游于一体。北塘自身的人文历

史、特色艺术深受游客的喜爱，再加之客

栈、茶楼、异国餐厅等商家的加入，使古

镇更具包容性。青砖灰瓦、曲径通幽的

特色城楼、熙攘热闹的古镇街市……北

塘古镇独有的风采和魅力在镜头中更加

显得生机勃勃。

与北塘古镇一街之隔的滨海-中关

村科技园，高端创新要素聚集，致力于打

造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一流科技研发及成

果转化示范园区，它也经常出现在都市

题材的影视剧中。由吴奇隆和刘诗诗主

演的电视剧《步步惊情》、由张亮和舒畅

出演的《我的早更女友》，以及曾在央视

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多少爱可以重来》均

在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取景拍摄。

于家堡成取景“热点”

市民王先生说：“前不久，我路过于家

堡金融区，看到一个剧组在拍摄影片，有

不少外国演员，还有车辆也布置成外国车

牌，商务区里非常干净、漂亮，我真觉得自

己置身在国外。”于家堡位于滨海新区的

核心地带，于家堡金融区内现代化设施一

应俱全，兼具国际化服务功能，高楼林立、

绿地宽阔，海河岸边风景绚丽，楼宇相互

掩映，天际线气势恢宏。

天津一恒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

事长孔祥鲲表示，以往剧组来天津拍摄首

先想到五大道。现在，高楼耸立、现代高

端的于家堡、泰达MSD都备受剧组的青

睐，平均每个月都会有一个剧组到于家堡

金融区取景。

滨海新区的发展和影视作品一起走

进千家万户，近年来不少剧组来到滨海新

区取景拍摄，中新天津生态城、方特欢乐

世界、响螺湾、东方公主号也经常成为剧

组拍摄的取景地。滨海新区具有丰富的

历史文化资源，生态宜居，融合金融、休

闲、娱乐、文化等功能为一体，能够为影视

业提供有利外景基地。

天然“片场”占优势

孔祥鲲认为，近年来滨海新区不断提

升的自然生态环境，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

位置成为影视拍摄取景地的不二选择，快

捷畅通的交通环境也给影视人提供了非常

便利的条件。“如果约北京的影视平台洽谈

合作，我早上七点上高铁，一个小时就能到

北京，十点左右见面，下午还能再约朋友见

面，五点多返程。这一天一个来回，节奏

快、效率高。”孔祥鲲说，“同样合作方来新

区考察、拍摄也很方便，一天的时间就够

了，地域相连、双城互动促进双方的合作。”

天津德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鱼坞众创空间创始人姜一表示，影视产业

需要科技、金融等方面的支持，新区有良

好的创新机制作为支撑，不断加大扶持力

度，吸引影视行业的目光。姜一介绍，北

京影视市场活力强，影视拍摄通常在北京

周边就近取景，而滨海新区自然生态环境

优美，拥有天然海岸线，商务区功能完善，

城市形象现代多元，历史沉淀深厚，是一

个取景佳地。 记者 刘纯

时报讯（记者 许卉）日前，滨海新区妇联

与开发区慈善协会携手举办了“相约水镇 爱

满滨海”滨海新区女企业家助学活动，定向为

茶淀街西孟村、留庄村的困难家庭学生筹集助

学金，活动共筹集善款38800元。

本次助学活动分为一助一认捐和爱心竞

拍两部分，开发区慈善协会介绍了西孟村和留

庄村困难孩子的情况。参与活动的新区女企

业家们成功认捐了困难学生，同时通过竞拍善

品为困难学子筹集了善款。善款共计 38800

元，23个孩子全部被认捐，义拍所得还能帮助

其他困难家庭的孩子。

慈善协会工作人员表示，希望这种捐资助

学的良好风气在全社会延续，同时也希望受资

助的学生能够珍惜机会、努力学习，用优异的

成绩回报社会。

时报讯（记者 马兰）近日，乘客王女士乘

坐公交459路时不慎将同事亲手制作的床罩遗

忘在了车上。在车队管理人员积极联系和驾驶

员的精心保管下，最终物归原主。王女士经过

多方打听，日前将感谢信辗转“送”到公交车队。

据王女士回忆，10月9日17时许，她从南

海路热电公司站乘坐公交 459 路河西线回

家。在工人新村站下车时，将装有同事亲手制

作的床罩的袋子忘在了公交车上，到家后才发

觉丢了东西，情急之下赶紧拨打了公交服务热

线。最终经过车队管理人员积极联系查找，公

交司机在返程的途中将失物归还。

据公交司机邵师傅介绍，当天他到达终点

站清理车厢卫生时，发现座位上有一个袋子，

随后他把袋子交由车队处理。就在这时，当班

调度员打来电话询问有没有发现乘客遗失的

物品，并就物品进行了核对，确定就是该名乘

客遗失的。通过与乘客联系，确定了在该乘客

下车的站点汇合，最终将失物归还。

自从乘客王女士的失物找回来以后，始终

有一桩心事没有了却，那就是怎样才能感谢帮

助过自己的公交工作人员。她通过在天津公

交滨海公司做保洁的朋友打听到了车队的联

系方式。由于工作原因不能亲自去往车队送

上感谢信，10月16日，王女士通过邮箱传送表

达了对公交司机的感谢之情。

公交司机“拾金不昧”
丢物乘客寄信表谢意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17日晚，一对以色

列籍外国友人把演出用的铜镲遗失在京津城

际列车上，铁路多部门联动，18日下午在于家

堡站完璧归赵。

17日19时许，一名来自以色列的男子和

女朋友从北京乘坐京津城际到天津演出，在

天津站下车后匆匆离开。直到入住酒店后，

男子才发现所带的架子鼓上的一套多片铜镲

遗忘在了列车上。因为自己不懂汉语，他急

忙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同行的女友丽丽。丽丽

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于是马上用手机联系

上了铁路12306客服，请铁路部门工作人员帮

忙寻找遗失的镲包。正在他们寻找铜镲的时

候，列车已从天津站出发抵达于家堡站，细心

的列车长也已在巡视车厢时发现并帮忙保管

起来了一个黑色“无主”镲包。得知铜镲没有

丢失，而是被铁路工作人员妥善保管，丽丽和

男友悬着的一颗心都踏实了下来。

“他是一位架子鼓手，我们来天津是准备

18日晚上在这边演出节目，要是这组铜镲找

不到就麻烦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18日13

时许，丽丽和男友来到于家堡站领取遗失物

品，随后高高兴兴地返回市区，准备演出。

外国小伙乘车丟镲
铁路部门完璧归赵

时报讯（记者 张玮 通讯员 陈晨）近期汽

油价格一路走高，一些违法人员铤而走险，非

法储运汽油牟取利益。滨海公安大港分局一

天内连续抓获2名危险驾驶嫌疑人和1名非法

存储汽油嫌疑人，收缴汽油800余升。

10月15日15时许，民警在葛万公路上进

行盘查时，发现一辆车上载有大约30桶10升

装汽油，共计300升，驾驶人张某某被当场抓

获。15时30分许，民警在一村口附近发现一

车内有6桶20升装汽油，共计120升，车主李

某某被当场抓获。16 时许，民警对中塘镇一

院落进行突击检查，发现40桶10升装汽油，共

计400升，嫌疑人赵某某被当场抓获。

经审理，张某某、李某某二人交代，因近期

油价上涨，看到有利可图，便驾车到外地低价

购买汽油，准备运输到当地贩卖，赚取差价。

赵某某试图大量囤积汽油，以待高价时出手，

赚取非法利润。目前，赵某某等已被依法刑

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囤积汽油非法牟利
三名男子同日被抓

企业家慈善竞拍
筹集爱心助学金

出门遇剧组？
说起外地朋友对天津的了解，离

不开一部热播电视剧《杨光的快乐生
活》和那句“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
了”的经典台词。杨光健康向上的人
物形象，将天津文化在全国传播开
来。充满“津味”的主题曲一响，不少
观众都不由得跟着哼唱两句。

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已
经拍到了第十部，日前在网络平台上
线播出。而剧中有不少镜头在滨海
新区取景拍摄，龙达温泉城就是其中
一处，并在第一集惊喜亮相。

不新鲜不新鲜美景频“出镜”新区成“片场”

一剧组在于家堡拍摄影片一剧组在于家堡拍摄影片

周末持续升温
轻度霾将重现

时报讯（记者 许卉）圣诞树手工皂、圣

诞铃铛手工皂、圣诞老人手工皂……一个

名叫“白血病女孩DIY心语心愿店”的微店

里正出售着这些小商品。这是热心的同事

帮胡海英和女儿大塽开起来的微店。大塽

去年5月突患白血病，已经花了30多万元

治疗费。微店里的商品都是母女俩亲手制

作的，一来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二来

女儿也希望能够借此自食其力。

胡海英是通用半导体的员工，家住市

区，十多年来每天乘坐班车到开发区上班，

日子平静而幸福。去年“五一”，女儿患病

的消息打破了原本的生活。急性淋巴性白

血病，这个她只在新闻中听到过的病竟然

降临到了16岁的女儿身上。胡海英说，女

儿患病后中断了学业，没有参加中考，开始

了漫长的治疗。从去年起，一共24个疗程

的治疗已经完成了多半，这个月底，将要去

医院进行第19个疗程的治疗。胡海英说，

自从孩子生病，丈夫就停工全心在家照顾

孩子，家里申请了低保，治疗费差不多花了

30多万元，已经花尽了家里的积蓄。

胡海英告诉记者，女儿生病之初，单

位同事帮忙筹款捐款，给了不少帮助。去

年10 月底，她和女儿做了些手工制品，原

本是为了感谢大家，没想到，大家鼓励她

创业，售卖这些手工制品，自食其力筹集

治疗费。于是，她开始购买材料，和女儿

一起制作不同的纯天然手工皂等小物

件。最初忙着带女儿治病，同事们就帮她

打理微店。

如今，只要有时间、有订单，女儿就和

胡海英一起进行手工制作。胡海英告诉记

者，微店刚开的时候得到了社会爱心人士

的鼎力相助，大家除了购买，还从微信上帮

忙转发，订单很多，她非常感动。胡海英

说，女儿因病无法上学，但她从未放弃学

习，如今主动和妈妈一起做手工制品，希望

自食其力，帮父母减轻经济负担。

为感谢好心人而制作的小礼物
带来创业灵感

16岁白血病女孩
自食其力筹钱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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