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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歌民族乐团清音民族室内乐团亮相

“天籁精韵”奏响民族经典

市群艺馆推陈出新 不断丰富线上文化资源

足不出户乐享多彩“云文化”

足协考察三级联赛申办赛区

梅开二度 梅西又“回来”了

本报讯（记者张钢）日前，由北京百老汇电
影中心和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举办的
第九届香港主题电影展天津站，在天津百丽宫
影城嘉里汇店拉开帷幕。许冠文编剧并执导
的《半斤八两》作为本次影展的开幕影片亮相。
第九届香港主题电影展将主题定为“鬼

马狂想·笑满香江”，集合香港多位喜剧演员
主演的经典喜剧影片。据主办方负责人介
绍，本届影展设有“许氏兄弟·鬼马传奇”“双
峰对垒·群星贺岁”“打到嗨·笑到癫”“无厘
头·新巅峰”以及“致敬经典·前笑后继”五个
单元，共14部影片与观众见面。

本报讯（记者刘茵）记者日前获悉，在牛
年即将到来之际，自然博物馆的牛年生肖展
将为大家带来主题为“牛气冲天”的特别临
展，讲述牛科动物家族的多样性以及牛对人
类生活、发展的多方面影响。为表现市民朋
友对大自然的热爱、对博物馆的支持，此次在
展览中特设手工作品展示环节，自然博物馆
特此面向全市征集牛年生肖展作品。
此次提交作品必须为融入生肖牛的文化

元素的原创作品；作品风格不拘，有关生肖牛的
民俗工艺品、手工作品、绘画作品、玩具等均可。
参与此次展览手工制作的市民，可以将作品

邮寄至天津自然博物馆科普宣教部，也可现场提
交至天津自然博物馆一楼服务台。

■本报记者张帆

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指导，光
明日报社、光明网主办的2020“中国非遗
年度人物”推选宣传活动公布了100名候
选人名单，我市西青区津呈酥皮老月饼第
六代传承人王红梅榜上有名。作为一名
“80后”，王红梅在继承和坚持传统工艺的
前提下不断拓展传统文化的传承边界：申
请专利20余项，注册“津呈”商标，不断迭
代包装设计，开发旅游伴手礼……为“老味
道”寻找新方向。

坚守350多年的制作工艺

在千年古镇杨柳青，十五街王家已经制
作月饼350多年，经久不衰，后“十五街王家”
改名为“津呈酥皮老月饼”，列为西青区非物
质文化遗产。
“从我记事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家里的老

人一起制作月饼，当时只是觉得好玩。”王红
梅说，“我们家制作的月饼是靠纯手工工艺制
作出来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皮儿酥、馅儿好，
能做到表皮酥脆但不变硬，几天之后仍有酥

脆的感觉，这也是我们王家的独门绝技。”
传统酥皮月饼大致分为和面、暖酥、炒

酥、和馅、包制、成型、烙制等7道工序。据王
红梅介绍，面必须是杨柳青的小麦粉，水是运
河上游的井水，取回后要放在缸里两天以上
才能烧开备用。馅料里用的枣都取自自家种
的枣树，当年摘取、清洗、蒸制、炒馅。
“津呈”的月饼个头大，王红梅曾有为月饼

“瘦身”节约成本的想法。可她的奶奶，也就是
第四代传承人尚玉珍告诉她，月饼模具都是按
照原先月饼尺寸设计的，距今有350多年的历
史，改月饼的重量，势必要改月饼模具、减少
月饼馅，难道要把350多年的传承改了吗？
听到奶奶的话，王红梅就打消了这个想法。

非遗老手艺缺乏市场化运作

在王红梅看来，传承了350多年的非遗
老手艺在现代社会中缺乏市场化运作和品牌
建设。想要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打造产业
化的运营模式，以品牌和利润带动传统非遗
发展。在家族“守业”这件事上，给王红梅印
象最深的就是她在北大学习EMBA课程时
老师跟她说的一句话：“别干别的了，就把你
们家的月饼做好。在南方，一家好的月饼企
业两个月就能创造4亿元产值。”

酒好也怕巷子深。王红梅说：“我们的客
户目前基本以回头客和老顾客为主，在品牌知
名度上还需要更进一步推广。2021年我们有
很多文化IP的开发计划，比如文化周边、历史
文化故事、传承故事短剧传播、非遗博物馆等
等。目前我们已经针对外地市场和年轻化的
客群开发出两款最新包装设计的旅游伴手礼，
还有DIY制作长寿饼等项目。在包装方面，我
们历经4代迭代，也已经开发出利用荷叶进行
糕点包装的绿色环保新产品。”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昨天，我市民乐爱好
者在天津音乐厅迎来一场精彩的演出，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
团清音民族室内乐团亮相，通过丰富多彩的演奏形式献上了
一台“天籁精韵”民族音乐会。

清音民族室内乐团由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多位声部首席
及优秀青年演奏员组建而成。乐团成员擅长在民族乐器中加入
现当代音乐元素，形成了民族特色和现代乐曲相结合的艺术风
格，对民乐经典和现当代优秀作品进行改编创作，得到市场和观
众的认可。昨天的音乐会演奏形式和演奏乐器十分丰富，既有
能展现民乐合奏特点的小型合奏，又有突出展示民族乐器的独
奏与重奏等，将祖国灿烂的民族音乐文化融入到经典旋律中。

本场音乐会的曲目既尊重传统又有新意。《庆典序曲》《春
江花月夜》《太阳颂》等合奏曲目以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内
涵，通过民族乐器的巧妙配合，引发观众内心对民族音乐的共
鸣。芦笙与乐队《火车进侗乡》、琵琶二重奏《十面埋伏》、二胡
齐奏《良宵》、中阮与乐队《山歌》等乐曲不但优美动听、风格各
异，还充分发挥了不同民族乐器各自的音色特点，既有艺术性
又有知识性。乐团还以民族乐器改编并演奏了《查尔达什舞
曲》《雷电波尔卡》等西方乐曲，使观众从中西音乐的碰撞和融
合中感受民族音乐恒久的生命力。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昨日，著名出版家、文化学者沈昌
文在睡梦中离世，享年90岁。众多出版人、文化学者、读者纷
纷刷屏悼念这位为读书人打造精神绿洲的“有趣老头儿”。

沈昌文1931年生于上海，1945年因家贫辍学，做了6年
银楼学徒，1951年考入人民出版社做校对，1986年至1995
年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任
职期间不遗余力地传播国内外优秀文化，有力推动了上世纪
80年代的“文化热”，并引发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
论；率先出版西方经典《情爱论》、房龙的《宽容》、现代西方学
术文库系列、蔡志忠古籍经典漫画系列等；金庸全集出版事宜
最初由他联系金庸，后在接班人手中出版。他曾戏称，自己
50年出版生涯中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卖蔡”和“捡金”，最得
意的就是《情爱论》印了120万册、《宽容》印了15万册。他主
持的《读书》，被视为中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表达了一代人的
文化热情和梦想。1996年1月退休后，他又发起创办《万象》
杂志，策划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海豚书馆”等。

从初中辍学的银楼学徒，到影响一个时代思潮的杰出出
版家，沈昌文的传奇人生以及所思所想，读者可通过他的口述
自传《知道》、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八十溯往》，以及散文
集《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等图书了解。

■本报记者张帆

2021年新年伊始，由市群艺馆承办的3
场艺术形式各有不同的演出，在国家公共文
化云、市群艺馆数字馆平台和官方微博平台
多渠道放送，收到了良好效果。据各平台统
计数据显示，有近150万观众收看了演出。
在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
中心和中国文化馆协会联合启动的“云上全
民艺术普及活动”中，天津市群艺馆凭借10
个推荐课程数量，获得了“优秀组织单位
Top10”提名。随着广大艺术爱好者对优质
线上文化资源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市群艺馆
也在不断推陈出新，让更多市民乐享“云文

化”新生活。
近日，“传承国乐，盛世小康”京津冀第三

届民族器乐邀请赛优秀选手线上汇报演出，
就吸引了京津冀民族器乐爱好者的参与和关
注。在众多优秀节目中，天津选送的唢呐重
奏《唢古呐今》，利用现代的配器手法，使得唢
呐这种传统乐器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个
节目也给身为社区艺术骨干的市民高思远留
下了深刻印象：“唢呐在民乐中有着特殊的地
位，这个节目不仅突出了民乐特色，中西合璧
的演奏手法更是令人叫绝！坐在家里就能欣
赏到这样高水平的演出，不仅是难得的学习
机会，更是精彩的视听享受。”据统计，本场演
出仅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上，观看量就超

过了23万人次。市群艺馆副馆长崔玉杰告
诉记者，2020年至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市群艺馆的大部分文化培训活动和比赛、演
出，都采取了线上形式举办，也积累了一定的
经验，“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发布了10个门
类、超过200期的视频内容，动静结合、品类
丰富，总的效果比较理想，与线下的实体授课
相比，覆盖面更广，反响也很热烈。”

除了传统的艺术培训和比赛、演出外，符
合年轻人口味的“文化大餐”越来越多，也是
市群艺馆开展线上文化活动的一个显著特
色。在前不久的新年线上直播中，市群艺馆
承办的“新青年，新动漫”青年动漫舞蹈专场，
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观看量达24万人次，

演出还得到了多家省级文化馆、群艺馆的直
播联动支持，各平台收看人次共计54.5万；
该系列的越剧折子戏专场，也将传统戏曲通
过现代网络传进千家万户，国家公共文化云
平台直播观看量达25万人次，当天，“津城群
艺在线”微博直播观看量达11.1万人次。

崔玉杰告诉记者，目前，市群艺馆正在从
技术和内容两方面继续深挖，让群众文艺更
贴近年轻人群。“今年，我们也在策划创作一
些可以投放在短视频平台上的视频秀、话题
秀，通过这种更符合年轻群体口味的形式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今
年是建党100周年，我们将围绕这一主题配
合线下庆祝活动开展线上联动。”

为“老味道”寻找新方向
——访津呈酥皮老月饼第六代传承人王红梅

海河传媒中心记者吕斌摄影（资料图）

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去世

自然博物馆征集
牛年生肖展作品

香港影展天津站开幕

唐佳丽与吴海燕入选2020年候选名单

两朵“铿锵玫瑰”角逐亚洲最佳

特鲁姆普新冠检测阳性
退出2021斯诺克大师赛

本报讯（记者赵睿）昨天，亚足联官网公
布了2020年亚洲最佳女足球员候选名单，其
中中国球员唐佳丽与吴海燕入选。其余入选
的球员包括：韩国的张瑟琪、池笑然，日本的
熊谷纱希、菅泽优衣香、小林莉加子，澳大利
亚的福尔德、卡彭特、凯尔。
目前效力于上海队的唐佳丽是因为在女

足国家队奥运预选赛中发挥抢眼而入选，吴
海燕则是因为在后防线表现出色，帮助武汉
队首次获得女超冠军而入选。
东京奥运会女足预选赛亚洲区附加

赛，中国女足与韩国女足争夺出线权的比
赛已经一再推迟，原定于今年2月将进行
比赛，不过，从目前全球疫情的状况看，东
京奥运会能否举办是一个未知数，中国足
协1月组织男足U20、U22、国家队和女足

U20四支国家队集训，却没有女足国家队
集训的消息，这也让中韩女足对决增添了
不确定因素。

另外，亚足联原计划于今年10月下旬启
动2022年第5届U23亚洲杯预选赛，但鉴于
疫情持续肆虐，亚足联已开始考虑取消本届
赛事。国际足联去年底作出决定，取消计划
于今年举行的U17世少赛及U20世青赛。
亚足联秘书长通过马来西亚媒体透露，亚足
联今天举行竞赛会议，就是否取消这两项赛
事作出决定。

去年12月底，中国足协提议安排U22男
足国家队（1999年龄段）参加今年中甲联赛，
为U23亚洲杯练兵，U22男足目前正在海口
集训。一旦比赛被取消，U22男足是否还参
加中甲联赛就将打上一个问号。 吴海燕 唐佳丽

本报讯（记者 赵睿）中国足协相关部门
即将考察2021赛季中超、中甲、中乙联赛申
办赛区的准备情况，申办中超赛区的是苏州
和广州；申办中甲赛区的是梅州和常州；申办
中乙赛区的是江宁基地和盐城基地。

苏州赛区经过上赛季中超联赛的考验，应
该问题不大。去年，中国足协确定了广州作为
承办中超的四个赛区之一，但后来出于防疫安
全方面的考虑，最终没有通过。广州足协的方

案中，天河体育场、越秀山体育场、奥体中心是
三个主比赛场，而训练场则覆盖了恒大基地、富
力基地、大学城体育场内外场、黄埔体育场内外
场、天河体育场外场、燕子岗体育场、工人体育
场、明大球场等多个球场。广州办赛的条件很
充足，而且决心也比较大。
2021中超可能会采取分4个阶段进行的

方案，计划3月上旬开赛，11月中旬左右结束，
每个阶段约一个月左右，全年维持30轮比赛。

这样既可以保持正常比赛数量，还能保证预留
出时间给国足备战和参加世界杯亚洲区预选
赛40强赛乃至12强赛。预计中国足协将很快
对外公布比较具体的赛程、赛制和赛区。

中国足协从今年开始把三级职业联赛的
运营权下放给职业联赛理事会（名称尚未确
定），理事会已经在京成立了“筹备组”，原来
中国足协旗下负责联赛运营的各路工作团队
都将陆续归入“筹备组”的统筹调度中。

本报讯（记者 申炜）在经历了赛季初的
低迷之后，梅西逐渐用出色的表现证明，34
岁的他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一。3天
之内打入4球，让梅西领跑西甲射手榜，巴萨
也逐渐缩小了和前面球队的积分差距。

西甲联赛客场对阵格拉纳达，巴萨几乎
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梅西第35分钟打入
了非常精彩的进球，他在大禁区中路得球后
略作调整，起左脚劲射破门。半场结束前，梅
西主罚任意球成功，仅仅用了7分钟就完成
了梅开二度的好戏。最终，巴萨4：0大胜对
手，拿到了一场久违的胜利。

进入2021年后，梅西的状态相当出色。

北京时间1月4日，梅西送出一记助攻，帮助
巴萨1：0击败韦斯卡队。1月7日，梅西的两
个进球帮助巴萨3：2客场险胜毕尔巴鄂竞技
队。加上与格拉纳达队的两个进球，2021年
的3场比赛，梅西打入4球、助攻1次。难怪
西甲官方在社交媒体上感叹：“对梅西来说，
这一周多么梦幻啊！”
2020年，巴萨的成绩并不理想，表现并

没有太过惊艳的梅西，被很多媒体认为出现
了“断崖式下滑”。不过，如今梅西用出色的
表现证明，34岁的他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球
员之一。目前，梅西已经以11球升至西甲射
手榜首位，还以9个进球与苏亚雷斯排名西

甲运动战进球榜并列第一。
相比较巴萨，皇马的运气则有些糟糕。

此役他们客场挑战奥萨苏纳，比赛在大雪中
进行。皇马在比赛中久攻不下，本泽马和拉
莫斯分别有一记进球因越位被取消。最终双
方0：0握手言和。目前，皇马积37分排在积
分榜第二位，巴萨以34分排名第三位。当
然，马竞的领先优势依然比较大，他们目前积
38分，而且比西甲双雄少赛了3场比赛。

昨天，意甲联赛第17轮进行了一场焦点
战，AC米兰在主场2：0击败了都灵，继续领
跑积分榜。此役，AC米兰头号射手伊布拉
希莫维奇伤愈复出，成为本场比赛的看点之
一，不过他并没有取得进球，在积分榜上，
AC米兰在多赛一轮的情况下，领先国际米
兰4分，依然不能掉以轻心。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世界斯诺克联合
会官方昨天发布公告称，贾德·特鲁姆普、杰
克·利索夫斯基因新冠核酸检测呈阳性，现已
退出2021斯诺克大师赛。乔·佩里和加里·
威尔逊递补参赛，两人已在赛事现场且核酸
检测结果为阴性。
利索夫斯基原定于北京时间10日晚在

揭幕战中对阵凯伦·威尔逊，现在他的席位由
加里·威尔逊顶替。特鲁姆普原计划在北京
时间11日凌晨首轮对阵大卫·吉尔伯特，退
赛后他的席位由乔·佩里顶替。
在之前进行的斯诺克大奖赛中，特鲁姆

普斩获个人生涯第20个排名赛冠军，他的决
赛对手正是利索夫斯基。迄今为止，其余参
赛球员和官员新冠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结果。
目前，特鲁姆普还没有对自己检测结果为阳
性作出回应，也不知道感染途径。

本报诸暨1月10日电（记者苏娅辉）昨晚的比赛中，天津
先行者男篮大外援托多罗维奇两次被对手垫脚，导致膝盖受
伤中途离场。今天他接受了核磁检查。好消息是，韧带并未
撕裂；坏消息是，由于水肿积液等症状他需要休战至少三周，
将铁定缺席13日晚与同曦的关键之战。

昨晚，托多罗维奇在上半场两次被垫脚后，明显感觉
到膝盖不适。右膝的伤此前一直在困扰他，如今左膝的新
伤更让他担忧。他在中场休息时被紧急送往医院诊治，然
而当晚却遇到了特殊情况。CBA指定医院的核磁设备，
一台出现故障，一台系统更新，都无法使用。他只能返
回酒店，等待联系其他医院。经过CBA联盟联系，托多
罗维奇今天中午前往另一家医院就医。而当他到达时，医
院工作人员却告诉他没有急诊，只能等下午上班时再来。
陪同的队医表示，联盟已经提前联系过，但对方表示，并未
收到通知。无奈之下，托多罗维奇只能返回酒店，下午再
次前往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后，他也拍照给自己远在欧洲的医生看了，
好在大家都说不太严重。“昨晚去医院没有能够检查，非常着
急和担心，一晚上几乎没睡。现在检查结果出来了，好在不太
严重，心里总算踏实了。”据悉，他将休战至少三周。作为球队
的核心，他的缺阵势必带来很大影响。“我知道大家对我的信
任，在攻防两端我都可以为球队作出贡献，但现实情况就是这
样，暂时无法上场。不过我依然会尽己所能去帮助球队，比如
鼓励队友们，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帮大家树立信心。现在球队
处于困难时期，我们要共渡难关。”

今天下午本来是安排休整，只在酒店力量房进行一小时
的力量训练，但队员们主动要求进馆加练投篮。

大外援将至少休战三周

天津男篮又要“渡关了”

据新华社电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由于新冠疫情呈恶
化趋势，超过80%的日本民众希望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取消或
者再次推迟举行，这个比例比一个月之前上升了大约17%。

这项调查是由共同社在9日及10日通过电话进行的，根
据公布的调查结果，35.3%的被调查者希望奥运会被取消，
44.8%的人希望奥运会再次推迟举行。

日本首相菅义伟7日宣布疫情最严重的东京都和周围的
神奈川、千叶和埼玉三个县进入紧急状态，时间从1月8日到
2月7日，这三个县都有奥运会比赛和训练场馆分布。调查结
果还显示，79.2%的受访者认为这一对策宣布得“太晚了”，还
有78%的人认为，紧急状态应该扩大到其他地区。

尽管菅义伟多次强调，日本政府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决心
不变，但疫情的紧张局势给东京奥运会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来
自加拿大的国际奥委会资深委员迪克·庞德8日表示，他不确
定东京奥运会能否在今夏如期举行。日本医学专家也认为，
奥运会闭门举行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3月份对于东京奥运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奥运会
测试赛将在3月4日重启，第一项比赛是国际泳联花样游泳
奥运会预选赛。奥运会火炬接力也将在3月25日开始。

超八成日本民众希望
东京奥运会取消或再次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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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医》第24、25
集赵闵堂给一位不孕不育
的患者诊治，却切不着脉，
只能装肚子疼，让赵夫人赶
紧去请吴雪初，结果吴雪初
也没诊断出来。赵闵堂不
敢说不会治，约患者三天后
再来。赵夫人拿着一坛好
酒找跑过江湖的小朴打听，
小朴上门救急，发现那个患
者的脉长在手背上。赵夫
人夸小朴有情有义，劝赵闵
堂与小朴和好……

天津卫视19:30
■《执着的追踪》第

13—16集 当李同把北京
人头盖骨在城南小树林的
消息报告给太田时，太田却
对消息的来源表示怀疑，恰
好李同的手下来报告，说是
发现了胡大山一伙正往城
南小树林方向移动，太田
决定带领小野亲自前往。
当太田和李同赶到时，正好
遇到胡大山等人在挖掘，
李同等人乘势袭击，胡大
山等人落荒而逃。在挖掘
现场，他们发现了装有头
盖骨的箱子。如获至宝的
太田大为兴奋，认为这是他
“狼食”行动的最大成果，也
是向山下大将邀功请赏的
最好礼物……

天视3套 19:20
■《三十而已》第35、

36集 钟晓芹带陈屿去水
族馆，变身美人鱼，主动向
陈屿告白。陈屿喜出望
外。林有有上门给顾佳送
快递，以工作人员身份进
入顾佳的家，还和顾佳互
加了微信。许幻山回到
家，得知林有有来过，还送
了快递过来。许幻山十分
紧张，顾佳打开快递，发现
是家里常用的洁面巾，许
幻山如释重负……

天视4套 21:10
■《非你莫属》本期的

舞台上迎来一位29岁的盲
人小哥，年幼时便饱受视力
困扰的他不向命运低头，不
断学习、完善自我。现场求
职的他能否获得成功？

天津卫视 21:20

■《最美文化人》大
家非常喜欢的莫华伦老师
再次来到我们栏目做客，
而且还带来一位年轻的歌
唱家朋友。这位朋友虽然
年轻，但在业界的成绩可
是可圈可点，她是世界杰
出华人艺术家大奖最年轻
的获奖者，也是被中央电
视台评为中国新十大女高
音之一的优秀青年女高音
歌唱家——王冰冰。

天视2套 20:45
■《今日开庭》原告

程先生乘坐的小客车被一
辆卡车撞翻了，导致程先
生全身多处受伤，在向肇
事方提出索赔的时候，他
却遭遇了拒赔……

天视6套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