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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
《经典咏流传》
《国家宝藏》等多档文化类综艺“上新”

天津人艺《雷雨》春节来
“袭”

质量流量并重 节目才更好看
■ 本报记者 张帆
近日，
央视大型文化音乐节目《经典咏流
传》第四季开播，加之已播出过半的《国家宝
藏》第三季、
《上新了·故宫》第三季以及新节
目《登场了，敦煌》，文化类综艺已成为新年伊
始国产综艺节目中的重要一支。

明星助阵科技加持
《经典咏流传》第四季延续第三季的整体
形态和风格，
以
“献礼建党百年，
唱响英雄之歌”
为主题，
站在宏大的时空格局深刻理解中华民
族
“英雄情结”
的源远流长和生生不息。
新一季的节目还邀请到许多资深唱将演
绎流传经典，
屠洪刚演绎的《大风歌》，寥寥数
句就唱出了千军万马的气势；谭咏麟以粤语

张一白执导作品

《燃野少年的天空》
今年暑期上映
本报讯（记者 张钢）继去年《风犬少年的
天空》热播后，张一白执导的电影新作《燃野
少年的天空》日前在海南杀青，
将于今年暑期
上映。
去年，讲述青少年成长故事的 16 集电视
剧《风犬少年的天空》在网络平台累计播放量
超过 3 亿人次，由剧情引发的话题也稳居各
大社交网络榜单前列。此后，张一白便开始
拍摄新作《燃野少年的天空》。与前作相同的
是，
“燃野少年”依旧是主打青少年成长的故
事，不同的是，
新作在延续青春和喜剧两大元
素的同时，选择用歌舞作为承载，
将挑战这个
在华语电影中鲜有触及的类型。
在该片发布的海报中，自由自在徜徉天
空的“咸鱼”耐人寻味。据制片人介绍，这个
创意来源于周星驰的经典台词：
“做人如果没
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海报中心的那
条咸鱼，夹在向左的鱼群中独自向右，
也暗示
着该片的主角将会有特立独行的故事线，进
一步勾起观众的期待。为保持神秘感，片方
尚未公布该片的主演阵容，只是宣布影片确
定在今年暑期与观众见面。

诠释《定风波》让人眼前一亮，获赞
“柔情万种
和磅礴大气兼得”；董宝石以说唱方式给予
节目不
“火”
急坏网友
《从军行》全新的面貌，向安邦定国的戍边英
雄致以敬意。经过数年的探索与迭代，文化
截至目前，
《国家宝藏》第三季豆瓣评分
类综艺已告别了“曲高和寡”的刻板印象，尤
9.5分，
其他几档文化类综艺也收获了好评。但
其是各路明星的加盟一度让此类节目呈现高
与高口碑相比，
很多网友表示文化类综艺目前
光。比如正在热播的《国家宝藏》第三季、
《上 “声量”
仍显不足，
难与
“爆款”
综艺相比。
新了·故宫》第三季都是以明星推介和情景再
文化类综艺虽有“娱乐”属性，但与“大
现的方式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
“以流量带声
众”
“流行”仍有距离。曾制作了《一本好书》
量”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见字如面》等热播文化类综艺的导演关正文
除了节目中的“星光熠熠”，如今的文化
指出：
“文化节目的崛起与火热是一种回归。
当人们被浅娱乐充分满足后，精神的恒定需
类综艺呈现形式也更加“炫酷”。
《国家宝藏》
第三季中最为观众津津乐道的是不断运动的
求必然回归，并不会随着时代潮流的更迭而
舞台上以全息影像呈现出的逼真文物形象，
改变，感官型娱乐节目短暂的补偿期过了，我
让人仿佛置身电影场景中。总导演于蕾介
们会向最基本的精神需求回归。
”
文化经典具
绍，节目组全部翻新了舞美系统，
并运用虚拟
有天然的时间属性，深厚的积淀过程想要被
视觉技术，力求呈现更好的视觉效果。
受众接纳，也绝非一时之功。北京交通大学

本报讯（记者 张帆）连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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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央视一台黄金时段热播，
可歌可泣
的
“抗美援朝精神”
再现荧屏。
1950 年 10 月 2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
响了入朝参战的第一枪。两年零九个月后，
美军被打回到三八线，而 19.8 万名“最可爱
的人”
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一个个曾经鲜活的
生命用鲜血诠释了“抗美援朝精神”。在《跨
过鸭绿江》中，有一些特别设定的虚构人物，
他们虽然身份不同，但都是年轻的战士，侦察
兵郑锐、狙击手陆乘风、战地医生金俊瓯、汽
车兵马金虎、战地记者李永明……导演董亚
春表示：
“这几个人物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
士的代表。
”
韩栋饰演的侦察兵郑锐出身普通百姓家
庭，新中国成立后，
他已经成为当地的一名公
安人员。但在得知朝鲜前线需要后，他第一
时间收拾行囊，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在韩
栋看来：
“郑锐代表的是最普通的百姓家庭，
母亲先把儿子送上战场，最后，
郑锐的妹妹也
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战场。
”
狙击手陆乘风由傅亨饰演，为了确保角
色的生动、真实，他还特意请教真正的狙击
手，让每一个眼神、动作都符合“战斗要求”。
“陆乘风虽然是个虚构人物，但也有真实依
据，张桃芳、邹习祥都是当年志愿军中的神枪
手。每个士兵身上的意志、忍耐力和坚定都
在这个人物身上有体现。
”
傅亨说。

副教授文卫华认为：
“文化类节目破局的关键
在于对文化内涵的深挖。文化表达的升级，
并不简单是靠换换嘉宾阵容、灯光舞美、节目
环节就能完成的，这需要节目创作者自身有
解构文化内涵的能力，再通过富有创意的影
视化手法把文化知识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献
给观众。
”
如同传世的国宝文物一般，文化类综艺
需要不断地积累与沉淀是业界共识，与其追
求成为一时“爆款”，不如练好“内功”让节目
更能经得起时间的磨砺。正如文化学者冷淞
所言，文化节目的意义，就在于“用曾经的盛
世文化，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

文化观察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跨过鸭绿江》央视热播

再现可歌可泣的
“抗美援朝精神”

战场上战士冲锋陷阵、流血牺牲，
战地医
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角色。奚望饰演了战地
医生金俊瓯，她说：
“当时的野战医院有无数
这样的女医生、男医生，
他们都在拼全力救治
伤员，为保家卫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后方保障人员与前线战事息息相关，李
思博饰演了汽车兵马金虎，他说：
“马金虎是
所有汽车兵的一个缩影，也是后方保障人员

的一个典型代表，那些需要运到前线的物资
关乎着所有人的生命。
”
战地记者李永明由娄宇健饰演，在他看
来，
“各式各样的战地记者都浓缩在了李永明
这个角色身上，他是抗美援朝的一个见证
者。正因为有他对整场战争的记录，我们才
能清晰地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多么勇敢，
他们为了这场和平之战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

“泰山”
总算保住了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山东鲁
能俱乐部发布公告称，俱乐部收到中国
足协关于非企业化名称申请的回复函。
这意味着，他们将以“山东泰山队”的名
字出征新赛季。
此前在中国足协中性名的审核工作
中，山东鲁能的新名字“山东泰山队”并
没有过关。究其原因，是山东鲁能俱乐
部新股东济南文旅是有
“山东泰山”
字样
的公司股东之一，不符合中国足协对于
各级联赛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的要求。
11 日，山东鲁能发布官方公告，解释此
前所报俱乐部中性名未通过足协审核的
情况，
坦率向外界通报了这件事。
山东鲁能的后续工作非常迅速，股
权变更几乎以光速完成。12 日，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济南文旅发
展集团持股的“山东泰山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已更名为
“济南文旅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变更日期是 1 月 11 日。昨天，俱
乐部也终于收到中国足协关于非企业化
名称申请的回复函，
新名称审核通过，新
赛季将以
“山东泰山队”
的名称出战。
中性名变更工作完成后，各中超球
队可以把注意力放在球队冬训以及人
员引进方面了。受疫情影响，今年各队
的集训都会在国内举行。从目前的情
况看，各队分别集中在海口、广州和昆
明等地展开冬训。李霄鹏挂帅的武汉
卓尔已经在 11 日赶赴广东佛山开启第
一 阶 段冬 训，这 一天 昆 明迎 来 了 深圳
队。除此之外，重庆当代、青岛黄海都
已经正式收队。
在球员引进方面，今年中下游球队
反而动作很快。长春亚泰队已经敲定
了帕尔梅拉斯前锋埃里克·利马，去年
他被租借至横滨水手，出场 32 次打入
了 14 球。

本报诸暨 1 月 13 日电（记者 苏娅辉）在
大外援托多罗维奇因伤缺阵的情况下，天津
先行者男篮上下一心，打出漂亮的团队篮球，
以 106：
94 战胜同曦队，迎来新年首胜。
天津队凭借火热手感首节以 27：19 领
先。凭借特罗特三世的三分球和孟子凯的进
球，天津队第二节开局将分差扩大至 12 分。
然而随着天津队失误和命中率下降，同曦队
展开反击，打出 10：0 的高潮。金鑫连续两记
三分球打破得分荒，天津队以 53：48 结束上
半场。托多罗维奇缺阵，天津队在内线的劣
势逐渐显现，半场过后篮板球以 16：23 落后，
同曦队大外援摩尔特里拿到 20 分。
随着天津队命中率下降，同曦队接连反
击以60：
58首次反超。第三节天津队以74：
79
落后，篮板球以 25：38 落后。第四节在爱德
华兹的带领下，天津队加大防守强度的同时
火力全开，最终以 106：94 战胜同曦队。本
场比赛，天津队 5 人得分上双，爱德华兹 32
分 11 篮板 4 抢断、时德帅 22 分、何思雨 14
分、孟子凯和金鑫均是 10 分。同曦队摩尔拿
下全场最高的 35 分 13 篮板。
在托多罗维奇缺阵的情况下，爱德华兹
不负众望扛起重任。开局手感不佳的他，及
时调整拿到全队最高分。
“比赛之前托多罗维
奇给我发信息，告诉我不要有压力，放开去
打。主教练也鼓励我，出现机会要敢于进
攻。我在场上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今天的
胜利是全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



与此同时，广州市足协还“备”好了“8+2”10
块训练场地。此次工作组在广州，除硬件设
施外，比赛期间的闭环管理也是考察的重中
之重。
今年包括中超在内的三级职业联赛竞赛
方案设计面临诸多挑战，例如 40 强赛何时启
动、个别地区疫情反弹等等，
因此各阶段比赛
安排在某种程度上是
“看一步、走一步”
，先有
个大致方案。本赛季中超将分为三个阶段，

根据去年的经验，进入夏季之后，
中超很可能
会转移到北方相对凉快的城市进行，大连和
长春今年都提出申办，到时候还要看客观条
件是否允许。中超公司总经理董铮 12 日透
露，第二、第三阶段根据疫情状况，随时有可
能改回主客场赛制。
上海虽然也是中超申办城市，但目前并
没有工作组考察上海的消息披露。上海成为
国足主场或许是更好的安排。

天津男篮迎来新年首胜

天津女排目前正在全
力备战第十四届全运会女
排成年组预赛，
副攻老将王
宁也是随队积极备战，
希望
能以比较好的状态出战本
次十四运预赛。她表示：
“希望通过这几个月的训
练，
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竞
技状态都调整好，
尤其在技
术环节能进一步提高，
争取
在本次全运会预赛中能有
好的表现。
”
王宁认为自己目前的
训练以抓细节为主，
“通过
这一段时间的系统训练，
把一些技术细节上的问题
改正过来，尤其在拦网、进
攻、防守小球上，
还需进一步去提高。此外，
在发球上，也要增
强攻击性。训练中尽量调动自己，提升训练质量。”
作为老将，
王宁在平时的训练中非常注意带动和帮助年轻队员，
“平时的
训练，在做好自己的同时，我会主动去帮助年轻队员，把自己
的经验传递给她们。像提升扣球过网点的专项训练，不仅有
助于提升全队的进攻高度，而且对我们提高各项技术水平都
有帮助，希望自己在技术细节上能有进一步的提升。”
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表示：
“ 王宁的训练表现很好，
为了预防其肩伤复发，每天的训练量会根据她的身体状态
来安排。作为老队员，她的技术比较全面，联赛中在拦网和
防守上有不错的表现，接下来的全运会预赛，希望她能保持
好状态，把自身的实力水平充分发挥出来。”
对于丈夫、国家队二传毛天一加入天津男排，王宁表示：
“现在我们俩在同一个城市生活，虽然不在一个地方训练，但
每周休息的时候能回家见面，所以我们俩都感觉非常幸福，作
为运动员，我们也会在各自的队伍中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本报记者 梁斌

斯诺克大师赛 颜丙涛晋级八强

更衣室里，
主教练刘铁和每一位队员击掌
庆祝。
“为我的队员感到骄傲，
这么困难的情况
下，
大家前赴后继顶上来，
打得非常团结，
上下
一心，
共渡难关。在
‘大外’
缺阵的情况下，
我们




u

靠自己扛住了。比赛这么艰苦，领先被反超，
跌宕起伏，我们笑到了最后，
今天大家打了一
场漂亮球。队员需要在比赛中成长，
就要咬紧
牙一步步来，
大家要提升信心坚持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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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昨日，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市音协、
天津市音协、河北省音协、山东省音协共同主办的“在收获的
田野上”京津冀鲁礼赞小康原创作品音乐会在北京中山公园
音乐堂上演。
2020 年，京津冀鲁四地词曲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
向，深入基层采风，
创作推出了一批以讴歌全国人民万众一心
扶贫攻坚奔小康为主题的原创声乐作品，
本场音乐会选择了其
中的 15 首作为演出节目。音乐会上，
天津市音协副主席、男高
音歌唱家王泽南献唱了由天津市音协创作的歌曲《蓝图》。

天津女排老将王宁积极备战

新赛季中超分三阶段进行
赛 ，获 得 一 致 好 评 ，今 年 只 要 在 原 有 基 础
上稍加完善即可，所以工作组只用一天时
间便结束了考察。
广州赛区推出了“4（正式比赛场地）+2
（候选比赛场地）”的中超比赛场地细化方
案，4 座比赛场地分别为天河体育中心体育
场、越秀山体育场、广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花
都体育中心体育场，另外大学城体育场及广
东省体育中心等场地也可满足办赛要求。

天津人艺版《雷雨》是我市演出市场久演不衰、
观众百看
不厌的经典剧目，
2月14日至17日，
天津人艺将再度携《雷雨》
亮相天津大剧院，
为观众重现戏剧大师曹禺笔下的不朽故事。
四幕悲剧《雷雨》是曹禺久负盛名的作品，
在中国戏剧
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剧讲述了周公馆在一天之
内发生，背后却牵扯 30 年复杂纠葛的悲剧故事。曹禺将
他满腔的爱憎情感灌注在 8 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第 9
个
“角色”
雷雨中，来揭示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扭曲、变形，
宣泄自己对时代和社会的愤懑，
以及对光明和未来的向往
与憧憬。他曾说过：
“在黑暗的旧社会我捱过了半生……
我不甘模棱地活下去，所以才拿起笔。
《雷雨》是我的第一
声呻吟，
或许是一声呼喊。
”
曹禺是出生和成长在天津的戏剧大师，
因此，
《雷雨》
对于天津观众而言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作品的故事背
景、人物形象与天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35 年，
《雷
雨》的首次国内公演也是由孤松剧团在天津举办的。作为
天津本土的话剧名团，
天津人艺对《雷雨》的演绎具有独特
地道的天津风格。1956 年，
由著名导演方沉执导，
天津人
艺首次将《雷雨》搬上舞台，
引发极大轰动。65 年来，
该剧
成为天津演出市场的标志性剧目，
也成为天津人艺在全国
演出的招牌性剧目，
常演常新。
去年是曹禺诞辰 110 周年，这一年中，天津大剧院也
曾多次上演不同版本的《雷雨》。其中，2020 年“十一”期
间天津人艺版《雷雨》和 12 月连台戏《雷雨》
《雷雨·后》
等，都是深受观众欢迎的演出。此次《雷雨》演出适逢春
节假期，将为市民提供一场艺术的盛宴。据悉，此次上演
的版本，复排导演丁小平在方沉的创作基础上进行了再
诠释，内容和舞台方面更加完善。
另悉，天津大剧院本周还将陆续为观众带来《戏局》
（14 日、15 日）、
《故宫人》
（16 日、17 日）两部小剧场话剧。
记者同时获悉，大剧院将继续做好各项剧场防疫措施，保
障观众观演安全。

“在收获的田野上”
礼赞小康

视情况可随时改回主客场

本报讯（记者 赵睿）昨天，中国足协和
职业联盟筹备办联合工作组抵达广州赛
区，本赛季中超联赛计划于 3 月上旬揭幕，
苏州和广州是首阶段赛事两个主要候选赛
区城市。
受 3 月份北方寒冷气候所限，2021 赛
季中超首阶段赛事放在暖和的南方城市
进行是情理之中的。苏州赛区上赛季承
办了中超两阶段比赛和足协杯的部分比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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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梁斌）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 2021 年斯诺
克大师赛的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颜丙涛在 3：5 落后的局面
下上演绝地反击，连赢三局以 6：5 战胜现世界排名第二、绰号
“墨尔本机器”的罗伯逊，成为继丁俊晖之后第二名在斯诺克
大师赛首秀中获胜的中国选手。颜丙涛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对阵马奎尔。
本次斯诺克大师赛是颜丙涛首次参赛，首轮对手是夺
冠热门罗伯逊。比赛中，罗伯逊打出单杆 81 分、121 分和
82 分，以 3：1 领先。此后双方各胜两局，罗伯逊以 5：3 率
先获得赛点。没有退路的颜丙涛此后展开绝地反击，凭借
单杆 65 分和 51 分连赢两局，将总比分扳成 5：5，使比赛拖
入决胜局。决胜局，颜丙涛凭借更稳定的表现，以 50：10 完
成超分并赢下这制胜一局，拿下个人在斯诺克大师赛上的
首场胜利。
赛后，颜丙涛表示：
“ 这是我首次参加大师赛，总体发
挥得不错。”颜丙涛认为将总比分追至 5：5 很关键，
“ 对手
一上来发挥得非常好，但我将比分追至 5：5 后，给对手制
造了很大的压力。决胜局，我发挥得非常好，没有给对手
太多的机会，晋级八强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接下来自己
会尽量放松，享受比赛。”另一场比赛，马奎尔以 6：3 战胜
塞尔比，晋级八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