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 摄影 孙震）昨天，
2020—2021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在天津蓟州
国家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展开第二个比赛日争
夺，来自天津冬季和水上运动中心队的王润圆
在女子500米A组决赛中，以44秒625的成绩
摘得铜牌，这是刚刚组建不久的天津短道速滑
队继在2020—2021全国短道速滑锦标赛男
女混合2000米接力项目夺得铜牌后，实现的
又一次突破。
王润圆是天津冬季和水上运动中心为

组建天津短道速滑队而从八一队引进的选
手。她昨天经过预赛、1/4决赛、半决赛的
激烈角逐后，顺利跻身女子500米A组决
赛。决赛中，第2道出发的王润圆比赛伊

始便紧紧跟随第1道出发的黑龙江省冰上
训练中心代表队的曲春雨，徐爱丽出发时
排在第三位。不过比赛中段，徐爱丽抓住
机会，从内道超越王润圆，最后时刻又从外
道超越一路领滑的曲春雨，最终以 44 秒
432的成绩夺冠，曲春雨则以44秒 568获
得银牌，王润圆排名第三。

此外，在男子500米A组决赛中，山东
省代表队的于松楠以 41秒 105 的成绩夺
冠，吉林省体育局冰上运动管理中心代表
队的武大靖和另一位山东省代表队选手李
文龙分获亚军和季军。男女混合2000米接
力决赛，由任子威、徐爱丽领衔的哈冬中心
联合代表队以2分44秒656的战绩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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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南区小站镇文化站深耕特色文化服务 两年来组织文艺演出200余场

打造“稻乡风情”小舞台做出大文章

破纪录初显峥嵘 朱祎玎瞄准北京冬奥会

伤病困扰 时德帅努力寻求改变

■本报记者张帆

清脆的锣鼓点此起彼伏，演员们吊嗓、练
功一板一眼毫不含糊——这场景并非出现在
专业院团，而是津南区小站镇文化站（中心）
里的日常一幕。作为远近闻名的特色“稻
乡”，小站镇积极进行文化服务建设，打造“稻
乡风情”文化品牌，以“京评梆”戏曲为引领，
两年多来组织策划文化演出活动200余场，
观众超10万人次。
张宝巨是银达子艺术研习社的社长，一位

地地道道的“梆子迷”。他因为操办戏曲活动与
小站镇文化站结缘。“当时镇文化中心的设施还
比较简陋，但工作人员对我们特别热情，责任心
也很强。合作了几次后，我们团队在2015年

正式入驻文化中心。”小站镇文化站站长陈同军
告诉记者，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是早期制约小站
镇文化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2018年，我们对
文化站进行了全面提升改造。目前站内设有
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戏曲活动室、舞蹈培
训室、书画活动室、天津市小站楹联书画院、综
合培训室、多功能演播大厅、演出化妆间等，能
够为镇内文化活动提供功能性支撑。”

2019年12月，“天津河北梆子剧院银达子
派艺术传习室津南分社”揭牌仪式在小站镇文
化中心举行，王少华、王英会、邱瑞德等6位梅
花奖得主与票友同台交流献艺，盛况空前。以
打造文化品牌为抓手，小站镇“以人为本”的文
化服务理念让“小”舞台做出了大文章。

小站镇的常住居民以农民为主，有了文

化站这颗“梧桐树”，如何丰富乡镇居民文化
生活，提高居民整体文化素养，还要想办法留
住像银达子艺术研习社这样的“金凤凰”。这
一点，张宝巨的感受颇深：“不管是平时排练
还是演出任务，只要我们有需求，文化中心的
工作人员都会尽量提供便利。现在我们的排
练和演出硬件条件都是一流的，也有越来越
多的专业院团和专业老师来为我们演出授
课，感觉特别有干劲。虽然我们是业余的文
艺团体，但在这里每次活动都有一种幸福感，
练着、演着都觉得舒服，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文化站的作用是以文化服务育人，小站
镇利用得天独厚的稻米文化，打造“稻乡风
情”文化品牌，吸引了来自市区各院团，以及
京、冀、辽、和江苏等省市的艺术家和名票的

关注。张宝巨告诉记者：“稻米是小站镇的名
片，以‘稻乡风情’的名义演出是每个小站人
的骄傲。现在文化中心的剧场特别抢手，‘稻
乡风情’系列的演出计划排得满满的。我们
基本上每个月只能‘抢’到一场演出机会。为
了提高‘竞争力’，2021年我们还准备复排一
出老剧目《辕门斩子》，另外我们也在筹划一
场红色经典演唱会，为建党百年献礼。”

多年的文化深耕终结硕果，日前，小站镇
文化站获“第八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
化建设先进集体”称号。对于这项荣誉，陈同
军表示既是肯定更是鞭策，小站镇将继续深
耕“稻乡风情”特色文化路线，推动“稻乡风
情”出精品节目、出模范人物，建立健全文化
队伍，面向基层，服务群众。

■本报记者翟志鹏摄影姚文生

昨日，上海昆剧团在天津大剧院上演了
汤显祖名作《临川四梦》之《紫钗记》，作为该
剧主演之一，“梅花奖”得主、闺门旦名家沈昳
丽展示出扎实自如的基本功和出众的人物塑
造能力，传神地演绎了霍小玉的艺术形象。
日前，沈昳丽在接受采访时畅谈了她眼中的
昆曲艺术。

2017年，沈昳丽凭借《紫钗记》中霍小玉
一角摘得第28届“梅花奖”。在她眼中，霍小
玉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艺术形象。她
说：“唐传奇《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是一个悲
情的人，被遗弃后含愤离世。但在汤显祖笔
下，霍小玉不管经历了多少悲欢离合，她都
‘扛’了下来，最终得到了一个完美的爱情结
局。”沈昳丽认为，汤显祖在霍小玉身上写出
了自己眼中的完美人格。她说：“以前的文人
十年寒窗是为了博取功名，报效国家、施展才
华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理想，当这条路走不通
的时候很多人会厌世、弃世，但汤显祖成了一
代文豪，从《紫钗记》的文本里可以立体地看
到他的思想和形象。”

对于大众而言，最熟悉的昆曲剧目当
数同为《临川四梦》之一的《牡丹亭》，在任
何一家昆剧团，《牡丹亭》都有着特殊地
位。沈昳丽介绍，上海昆剧团的《牡丹亭》
是《临川四梦》巡演中唯一不设固定主演
的，这出戏成了剧团的情感纽带，老中青几

代演员可以一同上阵。演出市场上，观众
们也可以看到无数版本的《牡丹亭》。沈昳
丽表示：“一个好的剧本好在哪里？就好在
它的百变，能够百变就说明生命力是旺盛
的。”她说，《牡丹亭》是一部演一辈子都不
会厌烦的戏，特别是“寻梦”一折，在这场独
角戏里，演员可以通过层层剥开的情感变
化，把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演绎出充满喜
怒哀乐、酸甜苦辣的人生况味。
近年来，除了舞台上的演出，沈昳丽也花

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举办讲座，将心爱的昆曲
艺术分享给越来越多的人。每一次登台，她
都有一种“朝圣”般的敬畏：“每一次演出《临
川四梦》，我们都是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上，拿
到观众的面前，我会想到，我们在台上唱的是
400多年前汤显祖的原词。我小时不觉得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这一句话有多么神圣，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过几百次的复演，我
心里就会油然而生一种敬畏之情。‘原来姹紫
嫣红开遍’，原来它‘开’了这么多年。”

2020—2021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次日战罢

天津王润圆女子500米摘铜

本报讯（记者 梁斌 摄影 崔跃勇）昨天下午，天津食品集
团男排见面会暨天津排球队新成员入队仪式在天津团泊体
育中心排球馆举行，全新亮相的天津男排今年力争佳绩。

在率先进行的天津排球队新成员入队仪式中，20名从原八
一队引入的天津排球队新成员入队入列，天津各支排球队用掌
声欢迎新成员的加入。20名天津排球队新成员为天津青年女排
的张怡璐、卞敏璇，天津女子沙滩排球的白冰和天津男子沙滩排
球的纪新元，天津青年男排的翟浩楠、马蔚轩、吕锦豪、张睿琦、
易腾龙、王展豪、薛智鸿、郝寿文、白浩辰、田浩池，天津男排的毛
天一、沙义杰、袁党毅、徐朋、冯博、刘昊田。

随后进行的天津男排见面会上，出战新赛季中国男排超
级联赛的天津男排在主教练蒋杰的带领下集体亮相，20名队
员具体为：1号接应罗壮、2号二传沙义杰、3号二传毛天一、4
号主攻袁党毅、5号副攻崔箫、6号自由人徐朋、7号主攻刘金
浩、8号副攻张洋、9号接应郭毅斐、10号二传邓鹏、11号主攻
芦皓、12号主攻冯博、13号副攻王翔宇、14号副攻张昕宇、15
号主攻杜海翔、16号接应翟浩楠、17号主攻刘昊田、18号自
由人易腾龙、19号主攻薛智鸿、20号自由人宋子豪。天津男
排队长毛天一在发言中表示：“我作为队长，深感肩上的责任
和使命重大，我会用心履行球队队长的职责，在平日的训练
和比赛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新的一年球队将在主教练蒋
杰的带领下，大力弘扬新时代女排精神，以优良的作风和拼
搏的斗志打好每一场比赛，用优异的成绩回馈大家的关心和
支持，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此外，中国排协官网昨天发布《关于推迟举办2020—2021
赛季中国男排超级联赛的通知》，原定于2021年1月13日
至 3 月 25 日在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举办的
2020—2021赛季中国男排超级联赛推迟举办。恢复比赛
的时间和地点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确定并另行通知。

天津排球队新成员入队仪式举行

男排今年力争佳绩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第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刻感悟华夏文明智慧，积极挖掘运河
文化的时代内涵，同时以文化力量倡导运河古迹保护、运
河文化传承，积极培养广大少年儿童的文化自信，由南开
区文化馆主办的公共文化志愿服务活动——“我家住在运
河边”主题宣传文艺演出，日前在紧邻运河沿岸的前园小
学举办。

当天，文化志愿者们带来了《运河谣》《运河人家》《话
说运河》《运河边的苦楝树》等大运河主题节目，前园小学
朗诵小组表演了《长城和运河》等，演出在全体合诵《运河
情》中落幕。整场节目将以分会场回放的形式在校内传播
推广。
据悉，“我家住在运河边”主题宣传系列活动还将

持续走进基层，以公共文化志愿服务为平台传承运河
文化。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天津作家张秋铧新书《东湖洼之
晨》近日由当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去年疫情期间，张秋铧梳理了数十年来发表的作品，又同

步创作新篇，历时近一年推出该书。他特将40年前的力作
《东湖洼之晨》纳入书中并作为书名。该书共20万字，选录了
24篇作品，内容涉及部队、医院、城市、农村、家庭等题材，展
现了南北地域风情，描写了军人、医务人员、下岗职工、市民、
农民等各色人物，语言灵动而有张力，是作家在时代行进中留
存的文学脚印，也是现实生活中观察、注释社会现象和时代发
展的脚本。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借书不用带
证、手机借阅图书、非接触式服务……泰
达图书馆近日升级上线图书馆集群管理
系统平台，部署智能化阅读基础设施，借
助“全民化”移动服务渠道，将文化服务
对接公众指尖，提供全程无接触借阅服
务，让读者的手机变成借书机，带来全新
阅读体验。

该馆内的智能自助借还一体机，
具备身份证、读者证、二维码等多种互
联网+登录认证方式，适应不同读者
使用习惯及需求。读者在微信、支付
宝中绑定证号，生成电子证二维码
后，扫一扫即可完成认证。登录后将
图书放置在设备识别区域，可一次性
完成多本图书快速自助借还。读者
在其微信公众号中完成绑定后，即可
在手机上检索、借阅、续借图书，及时
查看借阅情况、图书借阅排行榜等实
时信息。支付宝城市服务窗口的“借
阅宝”，提供图书馆场景服务，读者凭
芝麻信用，可免办卡、扫码信用借还图
书。此外，该馆还在微信端搭建活动
报名平台、积分管理平台、读者阅读大
数据分析等，读者在线即可报名参与
活动，参与完毕获取相应积分，获取个
人阅读报告等，为公众提供智慧化阅
读服务。

在日前结束的2020—2021赛季全国短
道速滑冠军赛男子1500米1/4决赛中，代表
吉林省体育局冰上运动管理中心出战的朱祎
玎在天津蓟州国家冰上训练基地冰场上以2
分9秒257的成绩打破全国纪录，成为全场
焦点。而这次的突破也给朱祎玎增添了信
心，他表示：“希望自己未来可以站在2022北
京冬奥会的冠军领奖台上。”

从小就对滑冰颇感兴趣的朱祎玎从初中
二年级开始进行专业滑冰训练，他曾在全国青
少年冠军赛上夺得男子1000米冠军。此番是
他第一次参加短道速滑成人赛，却在这个舞台
上创造了全国新纪录，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之

前在专业队训练，滑了一段时间后，感觉很不
错，然后就一步步提高自己，这次能取得这么好
的成绩确实没有想到，感觉很激动。”
比赛中，朱祎玎除了充分发挥出了自己

的实力外，他认为蓟州国家冰上训练基地的
冰场也为他发挥技战术提供了优越条件，“感
觉这个场馆冰的质量非常好，踩着比较软，没
有那么生硬，在滑行时我可以充分发挥技战
术水平，所以这次能够破全国纪录，场地质量
也起到一定作用。”
本届全国冠军赛，全新的晋级赛制让比赛

更加激烈，裁判判罚尺度也极为严格，这种情况
下，朱祎玎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认为：“以前

1/4决赛都是取小组前两名晋级，现在只取小
组第一名，二、三名还都要看整体成绩对比，使
得比赛竞争性更强。另外裁判的判罚也更为
严格，一个很小的动作都能被裁判看出来，这对
我们运动员也是提出了更高要求，我要时刻保
持清醒的头脑，不断观察。”

能够在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上刷新纪
录，对于朱祎玎的冬奥之路是个很大的鼓励，
接下来，他将积极备战北京冬奥会，他表示：
“这次在天津取得的成绩增加了我的信心，也
鼓励了我，未来希望自己可以在北京冬奥会
上为中国拿到一枚金牌。”

本报记者张璐璐

本报诸暨1月4日电（记者苏娅辉）作为
天津先行者男篮重建的核心，一直被重点培
养的时德帅之前一度顺风顺水，然而本赛季
以来状态却起起伏伏。特别是最近两场比
赛，接连在关键时刻出现罚篮两罚不中和上
篮不进的情况。问题的集中凸现，让时德帅
开始正视自己。
“发力改变了原先的习惯动作，给投篮造

成影响，打得不舒服，现在动作不连贯了。伤
病时好时坏，在场上出手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坚
决。越想努力改变这种局面，反而越着急结果
越不好。其实，关键时刻罚篮不中也在意料之

中。”从上赛季复赛阶段，跟腱炎就一直困扰着
时德帅。伤病的反反复复，使得他的训练不再
像以往那样系统。这样的情况确实有些煎熬，
但他也深知欲速则不达。

考虑到跟腱炎的影响，出于对时德帅的
保护，教练组在比赛上场时间上进行了调
整。包括每次训练时，也专门给大外援托多
罗维奇和时德帅等几位主打球员更多拉伸放
松时间。“教练的安排肯定是要从全局出发，
作为队员我应该服从安排。现在上场时间
比以前短了，有时候进入状态会比较慢。
我希望在场上能尽己所能去帮助球队，在

自己投篮命中率不好的情况下，多为队友
创造机会，包括去抢篮板等等。”
“之前比赛中已经出现了问题，这两场比

赛关键时刻两罚不中，问题集中凸现了。对
阵吉林的比赛后，也特意加练罚篮了，但这场
对北控还是出现了问题。这么长时间积累下
来的问题，没有办法一下子解决。”时德帅说，
因为自己的罚篮，让比赛出现转折，输球应该
承担责任。虽然主教练刘铁又一次将失利的
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但时德帅觉得，“不论是
教练还是队友，都没有必要为我承担责任。
毕竟是自己出现了问题，我就应该去承担这
个责任和压力，逃避解决不了问题。我会和
教练及时沟通，更好地解决我的问题，争取更
快找回好状态。”

本报讯（记者 张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剧《跨过鸭绿江》正在中央一台黄金时
间热播。

此前，展现抗美援朝的作品多为电影、纪录片，但在电视
剧荧屏上仍是空白。《跨过鸭绿江》以宏大的气势和格局填补
了这一空白。该剧极具“历史美学”，全景式、史诗般展现了艰
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热情讴歌了英雄儿女，弘扬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的伟大精神，展现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在一穷
二白、百废待兴的局势下，不畏强权霸权、敢于斗争、勇于胜利
的重大历史事件。

由于该剧全景展现了抗美援朝从最初决策到最后签
订停战协议的整个过程，整部剧调动的场景、装备、资源都
超出了同类题材作品。为了真实反映上甘岭战役的艰苦
卓绝，数百人的美术置景团队准备了一个多月。剧组甚至
专门建造了4架道具飞机，9辆坦克装甲车，1000余支各
类道具枪械，重新搭建了中南海、克里姆林宫、白宫。全体
主创历时100天，辗转北京、天津、黑龙江等省市，5个组同
时拍摄，恢弘展现东西两线5次战役，400多个场景，375
个有名字角色，4万多群演，500多人的美术置景团队，子
弹打了8万余发……《跨过鸭绿江》剧组在短时间内打赢了
一场规模宏大的拍摄攻坚战。

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唱了400年
——访上海昆剧团“梅花奖”得主沈昳丽

“我家住在运河边”文艺演出进校园

《东湖洼之晨》出版

智慧型图书馆
带来全新阅读体验

填补电视剧荧屏空白

《跨过鸭绿江》再现“抗美援朝精神”

苏亚雷斯：
我必须适应泰达踢法
本报讯（记者赵睿）日前，天津泰达巴西

前锋蒂基尼奥·苏亚雷斯接受家乡媒体专访
时表示：“我这段新履历的开端很美妙。我必
须要适应泰达的踢法。我在欧洲踢球多年，
所以在亚洲适应当地足球需要时间，但我已
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争取尽快适应。下周我
开始恢复个人训练，准备满血复活。”
当被记者请求比较中国和欧洲足球之间

的区别时，这位前波尔图前锋表示：“技战术方
面存在不同。在葡萄牙主教练更多时间在思
考下一场比赛和对手。中国大部分球队会依
赖防守反击战术。但这些都只是踢球方式上
的差异，重要的是我们要尽可能地踢好球。”对
于新赛季的展望，他说：“2020年对泰达来说太
困难了，但我们能改善局面，我们肯定会更好。”
在泰达的第一个赛季，苏亚雷斯只参加了

8场正式比赛，虽然足协杯半决赛对阵江苏苏
宁第二回合比赛中打入的那粒进球被VAR改
判无效，但却展示了他作为顶级射手的实力。
新赛季，泰达中场有艾哈迈多夫穿针引线，天津
球迷对这名巴西前锋有了新的期待。
另据了解，泰达主教练王宝山已向俱乐

部递交了一份引援大名单，主要是补强防守
端，元旦过后，俱乐部方面将开始着手队伍新
赛季构建工作。不久前，河南建业后防大将
韩轩合同到期，成为自由身，他通过个人微博
向建业以及球迷告别。虽然韩轩没有透露未
来去处，但有媒体还是把韩轩和王宝山、泰达
联系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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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医》第12、13
集有人来赵闵堂的门诊出
大价钱预约出诊，赵闵堂不
在，小龙谨遵师训没有接
诊。小朴见钱眼开，偷偷接
了诊金，说打听清楚是因腿
病不能看诊，是师父擅长的
骨科。赵闵堂听了挺高兴，
上门诊了脉后发现患者病
情甚重，不敢接诊，患者家
属不依不饶，要赵闵堂必须
医治。翁泉海半夜接了封
信，为救人急病，带着小铜
锣出诊……

天津卫视19:30
■《我们好好在一起》

第18、19集胡卫红在夕阳
红乐园学习插花，并将插好
的花带回家放在客厅，结果
王文艳父亲花粉过敏接连
咳嗽，王文艳母亲看到后就
与胡卫红大吵了起来，胡卫
红只好把花扔掉了，为了解
决矛盾，王文艳提出让父母
和自己回去住……

天视2套 18:25
■《战地腰鼓》第34—

37集石根受邀来到李福波
家中，见到酸枣非常惊讶。
李福波表示准备跟酸枣几
天后结婚。石根心想这正
是最好的时机，便建议李福
波邀请周晋生一同参加。
李福波听从了石根的建议
邀请周晋生和桥本参加婚
礼，周晋生满口答应……

天视3套 19:20
■《三十而已》第23、

24集 赵静语约王漫妮见
面，告知真相，戳破王漫妮
仅存的期待和幻想。最后
一次见梁正贤，梁正贤提
出可以两边共存、相安无
事，王漫妮十分决绝地与
他分手。钟晓芹不知道如
何面对陈屿，躲在顾佳家
逃避，两人关心王漫妮，去
酒吧找她，闺密们又哭又
笑，相拥大醉一场……

天视4套 21:10
■《今日开庭》我们

经常看到有些司机在水边
打水洗车，殊不知那些野
外不知深浅的河流，看似
风平浪静的水库，毫无安
全保障。今天要说的这起
案子，就是因为在水边打
水洗车而引发的悲剧。

天视6套 18:00

■《艺品藏拍》说起
银元宝，虽然没花过，但咱
们在电视剧里可是没少
见。持宝人李先生带来的
这套银元宝，居然集齐了
福禄寿喜财，可专家却说
这里面其实还少了一个，
究竟是什么呢？像小船一
样的元宝又是什么时候出
现的呢？2021年的第一
期节目，我们的专家也带
来了特别的祝福，据说这
枚看似普通的花钱儿，来
头可是不小，这里面又有
着怎样的故事呢？

天视2套 2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