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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文艺志愿者
赴昌都演出

天津市2021年新年音乐会成功举办

用昂扬旋律迎接美好明天

新年钟声开启奋斗新征程

鼓楼灯光秀线上也精彩

本报讯（记者翟志鹏摄影姚文生）昨日，天
津音乐厅内灯光璀璨、气氛热烈，在辞旧迎新之
际，市民期待已久的天津市2021年新年音乐会
在此上演。带着对伟大祖国和美丽天津的无限
深情，载着对2021年的衷心祝愿，艺术家们倾情
奉献了多首精彩中外曲目，用优美的音乐为观众
们描绘了新年的美好愿景。
天津市2021年新年音乐会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导向，充分满足观众的观赏需求，创新开展
“选出您最喜欢最想听的节目”网络选曲活动。音
乐会的主要曲目均由观众投票产生，表达了人民
群众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和祝福，对新时代新生活
的激情与振奋。本场音乐会指挥之一、天津交响
乐团团长董俊杰对记者表示，观众们的选曲给演
出团队提出了挑战，连日来，全体演职人员集中时
间精力，对音乐会曲目反复排练，力争为观众送上
一场高水准的新年艺术盛宴。

本场音乐会由董俊杰、易娟子、王钧时三位
指挥家交替执棒，天津交响乐团演奏。他们展
现出各自的风采，董俊杰的指挥热情奔放、手势
丰富，易娟子的指挥优雅坚定又具有女指挥家
特有的温婉细腻，82岁高龄的王钧时指挥舒展
潇洒、富有感染力。在他们的率领下，乐团演绎
的《我的中国心》《军民鱼水情》《火车托卡塔》等
中国曲目或充满爱国热情、或极具中国韵味，引
发观众们的共鸣；《节日序曲》《圆舞曲》《春之声
圆舞曲》等西方曲目带来浓浓的新年氛围。

音乐会曲目主题丰富、形式多样。著名女高
音歌唱家迪里拜尔、我市优秀青年男高音歌唱家
王泽南一展歌喉，将《把一切献给党》《今夜无人入
睡》《我爱你，中国》等歌曲演绎得深入人心。小提
琴演奏家唐甜甜、雷声领衔演奏的《查尔达什舞
曲》散发着热情优美的旋律。交响合唱《送我一枝
玫瑰花》《祖国颂》歌声澎湃、情感丰沛。管弦乐

《红旗颂》合唱版以浓浓的爱国情怀将音乐会推向最
高潮。随后，三位指挥家分别率乐团返场演奏，送上
了《北京喜讯到边寨》《春节序曲》《拉德斯基进行
曲》，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奏响昂扬奋进的旋律。

为兼顾做好疫情防控和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
求，本场音乐会通过学习强国App的推荐频道和实
播中国频道，新华网、央广网等中央媒体网站，及百度
App、网易、搜狐、凤凰网天津、津云等网络和新媒体
平台进行了直播，将这场艺术盛宴带给更多受众，观
看直播的网友达近300万人次。很多观众在直播平
台留言表示，在音乐会上看到了自己投票的曲目，感
到这是一场真正为观众定制，又兼具丰富曲目和很高
水准的新年音乐会，祝愿这场精彩的演出带来更加美
好的2021年。据悉，学习强国App天津学习平台将
及时推出本场音乐会精彩集锦，今日天津卫视《12点
报道》栏目之后也将播出音乐会录像。

本报讯（记者 张帆 摄影 姚文生）昨晚，
“鼓楼津声”——2021鼓楼迎新年灯光秀活
动跨年专场在天视都市频道播出，并通过多
个新媒体平台同步传递跨年盛况。

伴随带着浓重乡音的叫卖声、招呼声，昔
日老城厢的热闹景象投射在鼓楼城墙上，仿
佛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往昔岁月。“天津卫三
宗宝，这鼓楼就排在第一位。您现在看到的
鼓楼是二十年前在原址重建的新鼓楼，而老
鼓楼距今也得有六百来年了。当年鼓楼的敲
钟人每天早晚两次敲钟，作为城门晨昏启闭
的信号。”在主持人绘声绘色的介绍中，整场
演出也拉开序幕。京韵大鼓青年表演艺术家
冯欣蕊的一段《丑末寅初》和城墙投影上的市
井民情相得益彰；天津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
闫文倩、万琳演唱的《贵妃醉酒》《空城计》选
段体现着这座城市深厚的戏曲底蕴；天津歌
舞剧院优秀青年演员于淼演唱的天津民歌
《画扇面》仿佛将一张民俗画卷徐徐铺开；李
亮节演唱的一段《津津有味》囊括了众多天津
美食，令人垂涎。

2020年特别且难忘，许多值得纪念的印
记也被投射到鼓楼灯光秀的内容中。全民战
“疫”、最美逆行成为2020年的流行语，在昨晚
的鼓楼灯光秀中，一位身着防护服的医护人
员背影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正是千千万
万的“逆行者”，展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作为
在各条战线上奋战的“逆行者”代表，中国工程
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也与各界
代表一起参加了鼓楼灯光秀跨年敲钟迎新的
环节。当新年钟声响起，全场演出在青年歌唱

家石广宇、白慧迪演唱的一曲《举杯吧，朋友》中落下
帷幕。

李亮节告诉记者：“有一句话叫‘家乡无美景’，
就是说本地人常会忽视身边的美景。我喜欢自驾
游，去过很多城市，咱们的鼓楼一点不输上海的城隍
庙、南京的夫子庙，很有古色古香的味道。作为天津

人，当我们认真沉淀下来时，会发现身边有很多美
好的地方，它们其实一直都在。”对于灯光秀这种
跨年形式，李亮节也表示既新鲜又有意义，“这种
跨年形式不但能让更多天津人了解自己的城市，
还能吸引外地朋友来到天津、认识天津，推动天津
的本土文化走出去。”

本报讯（记者 张帆）近日，由市文旅局、市人
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市对口支援西藏工作前
方指挥部、昌都市委宣传部主办，市群艺馆、昌都
市文化局承办的2021年昌都市元旦文艺晚会在
昌都剧院举行。
晚会由天津专业院团及部分区群文工作者

组成文化志愿演员团队和藏族同胞喜迎新年，
也为2020 年“春雨工程”天津市文化志愿行活
动画下圆满句号。市群艺馆馆长刘文艳介绍，
我市的文艺志愿者们精心策划了这台晚会，其
中不仅有天津特色的各类曲艺、杂技节目，还结
合了藏族歌舞优美辽阔、刚柔相济的风格特
点。载歌载舞的民族风情融合多元文化，力求
使藏族同胞感受到视觉和听觉的享受，感受多
样的文化魅力。
和平文化宫曲艺干部罗峰告诉记者：“文艺是

轻骑兵，曲艺是先锋队，这次我带来的快板节目是
《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回顾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发
展历程，尤其是即将迎来建党100周年，又是昌都
解放70周年，这个节目很适合。作品鼓舞士气，
充满爱党爱国情怀，极具感染力。”据介绍，“春雨
工程”天津市文化志愿行活动至今已举办11年，
每年都派出优秀的文化志愿者队伍到西部地区开
展文化交流和演出活动，演出近200场，深受当地
群众的喜爱。2020年，文化志愿者们奔赴甘肃天
水、新疆和田、西藏昌都，共演出节目19场，美术
书法笔会交流7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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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帆）在昨晚的鼓楼灯光秀
跨年活动中，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大医”张伯礼
参与了新年敲钟环节。

回顾2020年，张伯礼十分感慨：“2020年无
论从哪个方面都是不平凡的一年，跌宕起伏，到了
最后，我们中国风景独好，全国人民上下同心，共
克时艰，战胜了一切困难，不但疫情取得了阶段
性胜利，经济也实现了正增长。这一年将铭刻
在历史中，也将深深印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中。”
在战“疫”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张伯礼表
示：“现在我们也在积极总结中医药抗疫的经验，
希望能固化出一套模式和方法，砥砺再战，我们
会战斗得更好，打得更漂亮。通过这次研究我
们也更加有信心，让中医药在常见病、多发病和
重大疾病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建设健康中
国、健康天津作出我们的贡献。”

说起2021年的新年愿望，张伯礼的话语朴
实而有力，“我希望2021年我们能尽快战胜疫
情，让全国人民、世界人民的生活回归正常。乐
观一点估计，在春暖花开的时候，疫情会得到控
制，我们要集中全力总结经验，更加爱护生态环
境，更加努力做好健康中国的建设，做好我们的
本职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每个
人都是抗疫的一分子，张伯礼鼓励大家“再坚持
一下，这段时间尽量不旅游、不聚集，戴好口罩、
保持距离，勤洗手、勤通风，保持好心情，这些都
是有效的经验。”

张伯礼参与新年敲钟

2021年春天会更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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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出没之怪兽计划》（1—8）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老中医》第 4、5
集高小朴有天给诊所抓一
味急用的药，半天不归，惹
怒陆大夫，将他逐出医门，
原来高小朴是回家给瘫痪
的娘送水去了。小朴娘得
知是自己连累了儿子，大雨
天想寻死，被小朴哭着背了
回去。有人告诉小朴赵闵
堂能医好他娘的腿病。小
朴背着娘上门求医，赵闵堂
看起来问诊懈怠，配的药倒
是很有实效，还看小朴家
贫，免了诊费、药费半价，引
得夫人不悦……

天津卫视19:30
■《我们好好在一起》

第12、13集韩桂茹请客去
酒店庆祝外孙豆豆考试成
绩全校第一，却发现杜宝在
酒店当门童。韩桂茹把杜
宝拉回家斥责他为何回国
也不回家，杜宝解释自己刚
到澳洲钱就被骗光了，但是
害怕韩桂茹知道后会生气，
就借了班长的钱回了国，为
了还钱才到酒店当门童。
失望无措的韩桂茹来到夕
阳红乐园，向安国庆求教如
何教育孩子……

天视2套 18:25
■《战地腰鼓》第18—

21集集中营内，二娘和翠萍
商讨着，打算用工具剪开铁
丝网，翻过墙头逃离集中
营。二娘还联系了酸枣等几
个妇女一起行动。但翠萍坚
持要带所有人一起走，酸枣
不同意，酸枣的自私让她起
了戒心。石根等人到达县
城，铃木发现了车内的妇女
想强行带走，碰巧上衫勇出
来阻拦，并且告诉石根这些
女人必须一个都不能少，因
为五天后要运往太原……

天视3套 19:20

■《三十而已》第
15、16集 太太圈的李太
太要出让自己家的茶厂，
顾佳回家做了调研，十分
心动，找李太太说想接下
茶厂生意。李太太让她
帮忙筹办慈善拍卖。王
漫妮做晨会时推荐了一
款防静电喷雾，被新上任
的副店黛西当众反对，十
分下不来台。黛西主动
提出陪王漫妮去给贵宾
客户送衣服。钟晓芹得
知自己离婚的事情不是
钟晓阳说出去的……

天视4套 21:10
■《今日开庭》在去

年节目里，我们讲了一个
保姆跟雇主打官司的案
子，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
象。保姆乔女士起诉雇主
冯女士，要求冯女士配合
将房产进行过户，因为她
说她持有冯女士父亲的遗
嘱，老人在遗嘱里写到将
房产赠予冯女士。当时的
判决结果是法官并未支持
乔女士。虽然法院做了判
决，但这对保姆跟雇主之
间的纠纷并未到此结束。

天视6套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