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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家出版单位联合推出近20场阅读直播活动

首届“云上迎春读书节”开启“牢记教诲 让好书伴我一生”全民阅读活动同时举行

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阅读活动启动

天图“阅览一码通”服务上新

大师赛夺冠 信心大爆棚

颜丙涛：我是最后的赢家
今战福建 天津男篮伤情严重

本报讯（记者 赵睿）2021赛季亚冠联赛
赛程出台，小组赛阶段仍然采取赛会制，视疫
情情况，如果条件允许淘汰赛将恢复主客场
制。亚冠赛程给中超联赛赛程的安排增添了
一些麻烦。
按照亚足联最新推出的竞赛计划，亚冠

东亚区的小组赛定于4月21日开始，5月7
日结束。北京国安将在4月14日与澳大利
亚狮吼和菲律宾伊洛之间的胜者争夺一个正
赛名额。按照赛制，国安是主场，但如果届时
疫情不允许，存在放弃主场的可能，到第三方
甚至是对手主场作战。
如果4支中超球队都以主力阵容参加

亚冠比赛，他们将无法在4月参加中超比
赛，而且按照此前国家队教练组的计划，预
计将在 4月 15 日至 21 日组织一期集训，
“BIG4”主力也将无法参加本期集训。如
果不安排主力队员出征亚冠，那么亚冠与
中超、国家队集训“撞车”的问题就可以被
化解，但中国足协、4家中超俱乐部必须谨

慎考虑亚足联方面的感受。
淘汰赛阶段，1/8决赛和1/4决赛，亚足

联安排在9月打完，都是单场淘汰制。半决
赛及决赛，亚足联的安排是恢复主客场制，分
别在10月和11月进行。如果到时候条件仍
不允许，将会继续采取赛会制。而中国队如
果能从40强赛小组出线，9、10、11三个月需
要参加12强赛，世预赛、中超、亚冠三者之间
如何平衡，也是比较“烧脑”。

结合亚冠和40强赛的比赛时间分析，今
年中超比赛密集度较高的时间段应当出现在
7、8月份。当然，还要看中国队40强赛的最
终结果，杀进12强赛，中超真的要做好“苦
夏”准备。

另据消息，中国足协联合考察组日前
考察了广州赛区，初步确定了天河体育
场、越秀山体育场、大学城体育场以及花
都体育场四块比赛场地。广州和苏州承
办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一阶段比赛的可
能性比较大。

亚冠带来麻烦不小

中超需要做好“苦夏”准备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对于C·罗和

梅西来说堪称是黑色的一天。尤文图斯0：2
不敌国际米兰，C·罗此役颗粒无收。巴萨在
西超杯的决赛中，2：3不敌毕尔巴鄂竞技，梅
西更是吃到了红牌被罚下场。
意大利国家德比被认为是本赛季意甲争

冠的分水岭，赛前少赛一场的尤文落后国米
4分，若赢下本场就能强势追击米兰双雄。
不过国米还是最终2：0击败了尤文，自2016
年9月以来首次在联赛中击败对手。本场比
赛真正让人失落的不是尤文输球本身，而是
整个比赛过程中队员都显得浑浑噩噩，根本
没有取胜的任何迹象。
C·罗此役踢得“十分痛苦”，他总共射门

3次，在球队进退失据的情况下完全无法展
现自己的野心。从全队战术角度出发，C·罗
缺少边路的支持，让他失去了威胁，只能自己
寻找机会。全场比赛，C·罗一共触球48次，
但是，在禁区内的触球只有1次。
和尤文图斯的比赛几乎同时进行的是巴

萨与毕尔巴鄂竞技的西超杯决赛。格列兹曼
梅开二度，两度帮助巴萨取得领先优势，不过
都被毕尔巴鄂竞技顽强地将比分扳平。加时
赛刚刚开始，威廉姆斯打出了世界波，最终帮
助毕尔巴鄂竞技3：2取得了比赛胜利，拿到
西超杯的冠军。

这场比赛的最大看点是梅西被红牌罚
下，这还是梅西在巴萨一线队生涯中第一次
吃到红牌。这也是梅西职业生涯第3次吃到
红牌，之前两次都是在阿根廷国家队，而这
次，梅西还有可能被追加停赛4场。赛后，梅
西就自己的不冷静行为向队友们作出解释并
表达了歉意。

一向以儒雅文明著称的梅西情绪失控的
场面并不多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
无奈与不满。考虑到足球发展的客观规律，
尤文起伏和巴萨丢冠都是正常现象，真正让
人们感慨的大概是一个时代正步入尾声。
34岁的梅西和36岁的C·罗，状态出现起伏
是必然的事情。

本报讯（记者 张帆）昨天是郭德纲48岁
生日，在前日天津卫视相声春晚的录制现场，
节目组为他送上暖心的庆生惊喜，面对家乡
亲人和朋友、弟子们的暖心祝福，老郭也感动
落泪。

在节目录制尾声，工作人员推上特意
准备的生日蛋糕、并播放了此前录制的德
云社家人们生日祝福的视频。视频里，老
搭档于谦、爱徒岳云鹏、儿子郭麒麟以及其
他德云社弟子及成员纷纷送上深情祝福。
在一片暖意融融的气氛中，此前并不知情
的郭德纲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他说，人到
了这个岁数很容易被感动，感谢家乡观众
对他的喜爱和支持，特别要感谢与天津卫
视的合作以及节目录制过程中很多细节的
精心安排。希望德云社跟天津卫视的合作
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去年底，德云社即将在河北区民主影剧
院开设分社的消息引发了许多关注和热议，
在此次来津录制相声春晚之际，郭德纲也首
次正面回应了此事：“德云社天津分社的事情
已经策划好几年了，一直在找合适的地方。
到去年的九十月份，有关天津分社的事才
开始陆续地确定。我可以告诉大家，德云
社天津分社不会只有一个剧场。我们在市
内的几个区，还有滨海新区、西青区都会有
不同状态的天津德云社推出。具体的地点
会陆陆续续地确定。目前已经确定的我们
第一家天津德云社在河北区。我原来想在春

节前后，河北区的第一家天津德云社能够开
业，但由于疫情等种种原因，装修受影响，现
在看情况开业得等到春节过后了，上半年吧，
到时候天气也暖和了，挑一个好日子我们正
式开业。”至于天津德云社的演出阵容，郭

德纲说：“这个跟过日子一样，好菜就要摆
在桌子上。开始阶段我们的演出阵容肯定
会特别热闹，后面也会再重新组合队伍，会
有相对固定的、常年盯在天津德云社的演
员。到时候我肯定来！”

德云社天津分社首家落户河北区 市内、滨海新区、西青区会陆续确定地点

好菜就要摆在桌子上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天，中国小花王曦雨通过社交
媒体发布声明，在阿布扎比登机前往墨尔本前新冠检测呈
阳性。根据相关防疫规定，她将退出今年澳网女单正赛的
角逐。

本月初，王曦雨曾在阿联酋连续参加WTA迪拜公开赛
与WTA阿布扎比公开赛。此番，她本将乘坐澳网的包机从
阿布扎比飞往墨尔本，但在登机前最后两次检测均呈阳性，为
无症状感染者。她表示，目前尚未出现任何症状，将积极康复
争取早日重返赛场。“为了备战澳网，我于2020年12月抵达
迪拜，整个过程中我与团队一直都遵守防疫规定，佩戴口罩，
不离开酒店和赛场，做到必要防护，几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
性。根据澳网以及WTA的防疫规定，在离开阿布扎比飞往
墨尔本之前，我们接受了核酸检测，遗憾的是此次检测我的结
果呈阳性。”

王曦雨出生于2001年，曾获得2018年美网青少年组女
单冠军，2019年美网首次参加大满贯成年组正赛止步首轮，
目前世界排名第123位。今年澳网王曦雨获得女单正赛外
卡，本来充满期待却最终由于感染新冠而无法参赛。“拿到这
张宝贵的外卡后，我渴望踏上墨尔本公园球场，为此我一直努
力训练。”随着王曦雨退赛，参加2021年澳网女单正赛的中国
选手只剩下王蔷、张帅、郑赛赛、王雅繁和朱琳，资格赛决胜轮
出局的逯佳境和袁悦依然在等待机会。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前
日，由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麦田民族室内
乐团打造的“步步高”民族音乐会在天津音乐
厅上演。
麦田民族室内乐团由天津歌舞剧院民族

乐团多位声部首席和优秀青年演奏家组成。
乐团虽规模不大但乐器齐整，成员均在国内
舞台活跃多年，并多次参加海外出访任务，
“步步高”民族音乐会是他们从各自的艺术经
历和感悟出发，精心编排的一套适合各年龄
段观众欣赏的演出。
音乐会上，乐团带来的《金蛇狂舞》《步步

高》等以小合奏形式呈现，通过观众们耳熟能
详的旋律点燃了现场气氛；中阮独奏《丝路驼
铃》、笙独奏《晋调》、唢呐独奏《百鸟朝凤》等
独奏曲目中，演奏家们展示了各自的拿手技
巧；京胡、琵琶、中国鼓重奏《虞姬舞剑》等重
奏曲目通过各类民族乐器的不同组合，巧妙
诠释出中国文化意境，使观众身临其境地感
受到传统文化之美。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1月18日起至24日，天津出版传
媒集团举办首届“云上迎春读书节”，旗下10家出版单位组成
新媒体矩阵展开具有参与性、可视性、趣味性的大型线上书市
联合直播，近20场阅读直播活动将在微信视频号、快手号、抖
音号、天猫直播、百家号等多个平台播出，让读者足不出户就
能了解津版好书。

本次“云上迎春读书节”，以欢庆祥和为主基调，以弘扬中
国文化、引导全民阅读为主题，突出爱读书、爱生活的现代生
活理念，旨在提高市民阅读兴趣，在全社会营造爱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

活动期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与百花文艺出版社合作直
播“艺术童年，音乐、美术书中来”，围绕美术、音乐和文艺类图书
内容展开，由浅入深阐述艺术培养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要性。

新蕾出版社派出两位当家花旦主播朱晓琳和小鹿姐姐，
其中直播“一起来博物馆‘亲子游’”集科普、亲子教育、中国文
化知识于一体，为读者介绍《亲爱的古代朋友》系列、《倾听博
物馆——朋朋的时光笔记》系列、《博物馆里的中国》系列、《博
悟之旅》系列等精品童书；直播“编辑说：‘国际大奖小说’那些
事儿”则为读者讲述获奖小说背后的故事。

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直播“迎春民俗好书推荐”，以中国民
俗文化丛书《出行礼俗》《门神画》《祥禽瑞兽》《中国吉祥物》
《祈财民俗》《酒俗》等为切入口，向读者介绍有关年俗知识。

天津北洋音像出版社的特色专题直播“《金声玉振——纪
念梅花鼓王金万昌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专辑》典藏黑胶唱
片”，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天津特色曲艺文化于一体，兼具
知识性、欣赏性、文化普及性。

为了满足中老年读者的健康养生需求，天津科学技术出
版社、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分别推出“老年健康面对
面”“做自己的家庭医生”“科学健身 健康前行”等直播，其中
“老年健康面对面”邀请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主任医师讲解相
关健康知识，并与读者互动。

“步步高”民族音乐会上演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天进行的2021
年斯诺克大师赛决赛中，20岁的中国小将颜
丙涛以10：8力克希金斯，成为历史上第六位
首次参加大师赛就夺冠的球员，是1995年奥
沙利文以19岁夺冠后最年轻的大师赛冠军，
也是丁俊晖之后第二位夺得三大赛冠军的中
国球员。颜丙涛在捧起冠军奖杯的同时，还
将收获25万英镑奖金。
“我看了之前希金斯和奥沙利文的比赛，

他看起来已经回到了巅峰状态，最后一局我
感到非常疲倦，打最后一颗红球时心脏都快
绷不住了，毕竟那一刻我离胜利是如此之
近。好在还是顶住了，抓住了一次很好的机会，
结束了比赛。”又一次顶住压力，颜丙涛笑到了
最后，“冷静下来想一想，自己以后会更有压
力，因为受到的关注肯定会更多，外界对我的
发挥和成绩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其实之前这
种压力我也经历过，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好，能
够通过努力练球去排解这种压力。”

赛前，颜丙涛曾经表示，能和冠军奖杯合
影就已经心满意足。如今他拿到了梦寐以求

的冠军奖杯，与女友一同庆祝，“我父母都在
电视前看我的比赛，他们总是告诉我，永远都
不要放弃，要享受比赛和生活。第一次参加
大师赛，每打一轮都是新的开始。大师赛奖
杯我只在电视上看过，从来没有近距离看过，
更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拿到奖杯。很圆满
也很完美，我是最后的赢家，收获了很大的信
心和正能量。”

颜丙涛的出色表现得到了斯诺克各位大
咖的肯定。奥沙利文表示：“他是一个非常好
的球员，他不一定打得很好才能获胜，也不一
定要赢得多么绚烂多彩，只要赢球就可以了，
他比大多数中国球员都知道如何做到这一
点。”亨德利表示：“任何球员都必须发挥出最
好的水平才能击败他，他非常稳定，你不会认
为他的天赋很高，但他的韧性很好，他做的很
多事情都很棒，很少犯错。”史蒂夫·戴维斯
说：“他的比赛气质在年纪更小的时候就已经
很好了，未来只会变得更好。”对手希金斯说：
“他实在太出色了，有着非常全面的能力，毫
无疑问是世界冠军级别的球员。”

一位踢得痛苦 一位首吞联赛红牌

“梅罗”迷失 一个时代将结束？

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

王曦雨无缘澳网女单正赛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新年伊始，天津图书馆“阅览一码
通”服务全面上新，在带来优质阅读体验的同时，用知识启迪
智慧，用文化滋养心灵，给予读者温暖和力量。

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的惠民红利，“阅览一码通”是天图
的一项公益性、开放性数字资源阅览服务，读者只要通过读者证号
和初始密码就可以直接登录。读者证可凭身份证到天图免费办理。
“阅览一码通”里有什么呢？记者登录发现，它精选了电

子图书、电子报纸、电子期刊、多媒体、数据事实五大类资源，
惠及读者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天津公共图书馆电子图
书共享系统囊括了300多万种中文图书，不仅可以阅读，还可
对书中章节和全文进行检索，非常方便。它具有一般搜索引
擎所不具备的权威性，因为它显示的是经过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批准出版的图书，堪称写论文查资料时的最佳帮手。

龙源期刊和博看期刊这两大人文社科期刊数据库各具特
色、互为补充，几乎囊括了所有主流畅销期刊。CNKI中国知网
数据库和万方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则提供学术资源下载服
务，读者每年的免费下载额度可通过查看“阅览一码通”资源
页面来了解。国研网数据库全面呈现了中国经济、金融领域研
究成果，让读者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零距离接触。

本报诸暨1月18日电（记者苏娅辉）明天15时30分，天
津先行者男篮将迎战福建队。对于近来伤病情况严重、人员
轮转受限的天津队来说，在充分发挥投篮优势的同时，如何更
好地限制对方双外援高登和尼克尔森的发挥，将成为这场“卡
位战”的关键。

今天，大外援托多罗维奇与队医一同前往杭州找专家进
行复查。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是：托多罗维奇左膝关节扭伤，
预计最少要休息三周。他扭伤的脚踝已经基本康复，右膝陈
旧性伤病也有所好转。爱德华兹依旧受肠胃炎困扰，继续输
液治疗，对阵福建队能否出战成疑。田野同样出现炎症前
往医院输液，本场比赛一旦缺阵，天津队后卫线将面临严
峻考验，只能由特罗特三世和林庭谦“客串”。福建队的陈林
坚在上一轮比赛中大腿拉伤，本轮应该休赛。近来一直因伤
休战的王哲林，今天下午出现在训练场，据悉本轮将登场。在
天津队阵容严重不整的情况下，福建队动员“大王”出战，足见
是要与天津队“死磕”。作为国青队的队友，同样以速度著称
的谷泽浴和汤杰，本想在场上来一次PK，但谷泽浴腿伤未愈，
只能遗憾错过“谷汤决”。

福建队两位外援高登和尼克尔森近来表现神勇，加上
黄毅超和王哲林，都是天津队需重点布控的目标。主教练
刘铁表示：“要彻底卸下想赢怕输的包袱，全力打出自己的
特点，关键时刻敢于投篮。”下午场地训练时，投篮和罚篮
成为重点，临近训练尾声，球队演练了一些针对性战术。
“目前伤病情况严重，球队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爱德华
兹目前还不确定能否上场，他在攻防两端对球队都有很大
帮助。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己，要充分挖掘国内球员的潜
力，所有人都要肩负起重任。”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扎实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在
全市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风气
和文明风尚，昨日下午，由市委宣传部、河西
区委、河西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天津市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阅读活动启
动仪式暨“牢记教诲 让好书伴我一生”全民
阅读活动，在新梅江文体中心主会场和天塔
西岸书斋·知道吧分会场同时举行。现场，市
委宣传部和河西区委负责同志向我市书吧代
表赠送书籍。
视频分享《书香天津全民阅读》，拉开了昨天

活动的序幕，全景展示了我市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的举措和成果。随后，视频分享《窑洞里的读书
人》现场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梁家河下乡
插队期间的读书瞬间，习近平的读书故事感染
着现场每一个人；情景短剧《读书的力量》
则通过读书沙龙里的故事分享读书和学习
感悟；天塔分会场荐读好书《红色家书》，让
读者在阅读中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
念，在不忘初心中汲取前进力量。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全面收官

的关键之年，我市河西区用心用情、高质量助
推甘肃“两县一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区融媒

体中心记者先后走进甘肃“两县一区”，见证
了西部百姓与河西儿女携手同心唱响脱贫致
富、筑梦小康奋进之歌的动人画卷。温暖的
好书分享《情满扶贫路》，为大家再现见证脱
贫攻坚伟业的感人时刻。

读好书谈感悟《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
高位置》，分享了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
切身体会；原创情景讲述《百年留声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
党百年走过的苦难与辉煌的历史，站在“两
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大家在重温红色
经典中传承革命精神，唱出只有中国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
国的心声。
在新征程中，我市将继续大力倡导全民

阅读，让馥郁书香洒满津城、涵养万家，激发
城市无限潜能，让百姓幸福感倍增。今年，我
市将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组织
开展群众性主题阅读等系列活动，形成“人人
爱读书，家家飘书香”的良好氛围，同时抓好
主题阅读“七进”，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
百姓家，让津城市民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
深厚的积淀，凝聚起“五个现代化天津”建设
的无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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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41—48）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老中医》第 40、
41集 翁泉海坚信是小朴
要害他，要赶走小朴，晓嵘
和小朴一起离开家，翁泉
海很伤心。翁泉海很喜欢
小铃铛，老沙说要给小铃
铛找个媳妇，翁大哥高
兴。岳小婉来偷偷探访，
小铃铛追出门去，翁泉海
这才发现小狗是岳小婉
的，她想留下小狗陪伴翁
泉海，翁泉海让老沙把狗
还回去，但岳小婉已搬家
找寻不见……

天津卫视19:30
■《远方的山楂树》第

19—21集 彭天翼正跟田
宝亮说自己跟宋赫男情感
经历的时候，蒋欣童冲进
大队办公室，向彭天翼求
助 ，说 有 两 个 人 扔 下
500 元钱，把童生抱走
了。彭天翼带上蒋欣童骑
马追赶，终于在距离西沟
不远的地方追上了抢孩子
的二宝子，蒋欣童从坏人
手里夺回了童生……

天视2套 18:25

■《飞虎队》第14—17
集入夜，李正发起进攻信
号，队员们迅速行动，打了
鬼子们一个措手不及，经过
一番激烈枪战，一车十几个
鬼子、伪军尽数被歼。而这
一切，正被记者梅妮用镜头
全部记录下来……

天视3套 19:20

■《憨妻的都市日记》
第8、9集终于，牛胜利和
金多宝办理了离婚手续。
牛胜利依然不相信金多宝
离了他还能独自生活。他
自信满满地警告金多宝，
自己只给她三个月的时
间，等她来求他复婚，多一
天也不行。金多宝却宣
布，她要去北京，开始新的
生活……

天视4套 21:10
■《今日开庭》今天案

子的原告黄女士的一只价
值40多万元的翡翠镯子被
人给摔裂了，可以说损失惨
重，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发
生了什么事。

天视6套 18:00
■《艺品藏拍》第一

位持宝人是一位年仅8岁
的小京剧爱好者，他初学
京剧仅仅一年，却在舞台
上给现场的老师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今天他带来
的是一件黄地粉彩开光的
婴戏图幅手尊。第二位持
宝人是一位京剧丑角演
员，他带来的是一件朋友
赠予的蟒袍。为何第二位
持宝人一上场就遭现场嘉
宾吐槽不断，两个人之间
又有何渊源呢？我们在节
目中为您揭晓！

天视2套 2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