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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年前，载着邓颖超同志骨灰的“新海门”号船舶驶入海河。如今，它将再担新使命——

“新海门”号“安家”周邓馆

天津评剧院周六进行8个半小时舞台合成直播

在“方寸直播间”中看《革命家庭》诞生

■本报记者翟志鹏

2月2日、3日，根据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小
说《虚无的十字架》改编，锦辉传播出品的同名悬疑舞台剧
将亮相天津大剧院，以舞台剧的形式带领观众探讨作者笔
下的深刻议题。日前，记者采访了该剧制作人齐雯雯，请
她为天津观众提前揭秘看点并畅谈创作理念。
《虚无的十字架》围绕一个女儿被杀害悲惨的家庭故

事展开，探讨了爱与恨、罪与罚、正义与邪恶等议题。原著
既沿袭了东野圭吾一贯冷峻而不乏温情的笔触，又有很强
的悬疑色彩。作为与小说不同的艺术形式，舞台剧如何讲
好原著故事？齐雯雯表示，该剧提炼了原著中观众想看到
的情节，并在舞台上构建了“过去”与“当下”两个时空，两
个时空频繁切换，也会一同出现，为观众讲述“过去”与“当
下”发生的不同故事，最大限度地还原原著情节。
目前演出市场上有海外版权的舞台剧多为“原版引

进+中文翻译”，而《虚无的十字架》是为数不多“引进版
权+本土制作”的作品。齐雯雯认为，中国团队更加了解
本土观众，这种制作方式可以避免出现舞台剧“水土不服”
的情况。她介绍，该剧创作阶段一直由日方版权方把关，
而本土团队制作的灯光、舞美效果尽力贴近当下本土观众
的审美观，也有很多创新之处，整部剧的视觉呈现简洁、干
净，剧中重要的场景“林海”也有唯美、精彩的呈现。
除该剧外，齐雯雯还曾担任《盗墓笔记》系列、《新参

者》等热门IP改编舞台剧的制作人，对于IP改编作品应尽
量忠于原著还是应进行大众化改编，业界一直有不同的看
法。齐雯雯对此表示，这两种看法没有对错之分，她认为
最重要的就是把故事的内核和原著本身的社会价值传递
给观众。就舞台剧《虚无的十字架》来说，它是很忠实于原
著的，可以使观众在剧场里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共同思考东
野圭吾笔下深刻的议题。齐雯雯还透露，她制作的最新舞
台剧《圣女的救济》也有望今年来天津演出。

本报讯（记者刘莉莉摄影姚文生）记者
获悉，由市委宣传部和天津北方演艺集团重点
打造、天津评剧院创排的评剧《革命家庭》将于
1月23日在滨湖剧院进行舞台合成工作。届
时，天津演艺网“方寸直播间”将在剧场进行8
个半小时的“慢直播”，观众可通过“天津北方演
艺集团”微信公众号进入“方寸直播间”，一同见
证这部建党百年献礼剧目的诞生过程。

评剧《革命家庭》讲述了革命战争年代一
个普通平凡的女子逐步接受革命思想，和丈
夫、孩子们一起投身革命事业，渐渐成长为一
个意志坚定的革命者的故事。该剧出品人、
领衔主演曾昭娟，文学指导盛和煜，编剧徐新
华，导演张曼君。自2020年12月初建组以
来，该剧经过连排、细排、练乐、试装等工作
后，将进入舞台合成阶段。

相关负责人介绍，舞台合成是在导演的
指挥和要求下，对表演与布景、灯光、化妆、服

装、道具、音乐等舞台各部门的配合进行演练
和调整，目的是在导演的艺术构思下，将各种
艺术手段配合为自然协调、完整熟练的统一
体。这一环节，也是一部舞台作品创作阶段
的最后一步。此次“慢直播”中，观众们将通
过网络看到平日难得一见的创作场景，全面
了解一部舞台作品诞生过程。

1月 23 日 10：00 至 18：30，天津北方
演艺集团天津演艺网首次采取“5G+直播”
的技术，进行8个半小时不停机的直播，全
方位呈现《革命家庭》的诞生过程。直播中
将穿插该剧舞美装台过程延时摄影，此外，
导演张曼君、音乐设计于泽麑、化妆设计姚
钥、舞美主任刘晓强、领衔主演曾昭娟等剧
组成员做客访谈室，从导演理念、舞美化妆
设计，唱腔谱写、人物塑造等方面畅谈创作
感想，带大家详细了解《革命家庭》剧组的
匠心精神。

名字变了 初心不能变 何时收队 大家都在等

“泰达”再见，“津门虎”你好！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国际乒联昨天发
布了3月3日至6日举行的WTT常规挑战
赛和3月8日至13日的WTT球星挑战赛参
赛球员名单。国乒派出许昕、于子洋、徐瑛
彬、刘诗雯、孙颖莎、张瑞参赛。因伤缺战近
8个月的刘诗雯将在女单赛场复出，许昕将
搭档孙颖莎出战混双。

刘诗雯在去年1月下旬参加德国公开
赛期间右手肘伤复发，去年夏天进行了手
术，康复时间长达数月，其间一直高挂免战
牌。此次，她将在女单赛场复出，主要是为
了检验自己的恢复情况。之前，许昕/刘诗
雯已经拿到东京奥运会混双参赛资格。此
次复出刘诗雯并不参加混双，许昕的搭档
变成了孙颖莎。国乒混双组负责人马琳表
示：“混双作为奥运首金，重要意义不言而
喻，现在混双比赛相对较少，我们这次参
赛，一方面为了争取更多的奥运积分，另一
方面也是为了锻炼队伍，为奥运会准备更
多预案。混双此次是重点考察项目，希望
在夺冠的基础上，检验与主要对手之间的
技战术发挥。”

男队主教练秦志戬表示，此次主要是考
验许昕。“许昕近期状态不太稳定，特别是单
打。所以这次报他去参赛，希望他能用这两
站比赛的单打冠军找回状态和信心。这次
参赛人数不多，主要也是从奥运战略出发，
结合防疫安全以及回国后还要进行14天+7
天隔离等不确定因素综合考虑，最大限度地
精简了团队。除了许昕、刘诗雯、孙颖莎外，
几名年轻运动员与主要对手打法相近，参赛
也是给年轻人更多锻炼机会。”

本报讯（记者 赵睿）昨天，拥有 23年
历史的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宣布更名为天
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俱乐部公告表示：
“我们将继续以传承天津足球精神为己任，
打出津门虎的勇猛气质，回报天津社会各
界的支持和厚爱。”

昨天上午，泰达俱乐部官方发布更名公
告：“根据中国足协《关于各级职业联赛实行
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的通知》的文件要

求，经多次筛选讨论和审慎研究，上报中国足
协审核通过了新名称‘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
部有限公司’。即日起，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
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
有限公司。”近期，很多天津球迷都在打听球
队的动向，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告无疑起到了
“定心丸”作用——尽管遇到了很大困难，但
天津足球的旗帜仍在传承。

据统计，作为天津津门虎的前身，天津泰

达参加正式比赛718场，其中顶级联赛618
场，甲B联赛22场，足协杯50场，中超杯8
场，超级杯1场，亚冠19场。成绩为253胜
218平247负，胜率为35.2%，总共攻入948
球、失934球。中超最好成绩是2010年获得
亚军；足协杯最好成绩是2011年夺得冠军；
亚冠最好成绩是2011年小组赛提前一轮获
得出线权。
“津门虎”的名字被披露之后，在天津球

迷中间引起热烈反响，舆论认可度较高，不少
球迷在网上留言，希望“津门虎”在绿茵场上
虎虎生威。中国足协相关人士也对天津津门
虎这个名字持赞赏态度，认为与“某某城”、
“某某人”或干脆以地域命名相比，更符合名
称中性化要求，天津足球的特点也一目了然。

俱乐部更名一事画上句号，但截止到昨
天傍晚，天津津门虎俱乐部还没有发出收队
通知，队员、教练组仍在等待中。

本报讯（记者 赵睿）为准备今年10月份
的第五届U23亚洲杯赛预选赛第一阶段小
组赛，中国U22国家队从本月11日开始在海
口展开今年的第一期集训。昨天上午，他们
与同在海口展开冬训的昆山FC进行了一场
热身赛，结果以5:1大胜。蒋圣龙独中两元，
刘若钒打进一球，按照这种表现，天津津门虎
本赛季续租他俩难度相当大。

主帅扬科维奇上、下半时以两套不同的
阵容出战，全部采用了343打法。第11分钟，
昆山利用角球机会率先破门。4分钟后，U22
国足中场队员迪力依米提反抢之后直接形成

突破，晃过门将射空门扳平比分。第36分钟，
U22国足门将彭鹏直接将球开给前锋方昊，
后者得球后强突射门帮助队伍比分反超。

第54分钟时，刘若钒后插上接队友传球
巧妙搓射命中。第85分钟，U22国足前场获
得角球机会，出任后腰的蒋圣龙发挥身高优
势，头球攻入第四球。第89分钟，蒋圣龙在
中场附近一脚“世界波”吊射得分，令在场的
所有人为之鼓掌。

上赛季结束后，刘若钒、蒋圣龙回到上海
申花征战亚冠联赛，在崔康熙战术体系里，他
俩的表现并不出色，到了U22国足却大放异
彩，说明刘、蒋的能力不是问题。在U22国
足的出色发挥，势必会让崔康熙、申花俱乐部
重新考虑他俩在队中的重要性。

按照计划，U22国足还将于23日和中超
新军长春亚泰队进行热身赛,之后结束今年的
首次集训，队员回到俱乐部准备今年的联赛。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意大利杯1/
8决赛进行了一场相当戏剧化的比赛，罗马
2：4不敌斯佩齐亚被淘汰出局。让人啼笑
皆非的是，罗马本场比赛中6次换人，超过
了规定的换人次数限制，因此无论比赛结果
如何都会被判负。

面对着升班马斯佩齐亚，近况相当糟糕
的罗马在开场15分钟时就以0：2处于落后
局面。随后，罗马加强攻势，佩莱格里尼和姆
希塔良先后建功，艰难将比分变成了2：2，两
队只能进入加时赛。加时赛刚刚开始，罗马
后卫曼奇尼就领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场，30
秒钟后，门将洛佩斯禁区外犯规也吃到红
牌。面对仅剩9人的罗马，斯佩齐亚随后再
入两球，最终4：2赢得了这场比赛。

本场比赛的焦点并不在于罗马输球，而是
罗马教练组对于规则的理解出现了偏颇。在
90分钟时间里，罗马用了3个换人名额，加时
赛开始后再次使用了1个换人名额。在9人落
后的情况下，罗马同时换上了福扎托和伊巴内
斯。按照意大利足协规定，即使比赛踢到了加
时赛，每个球队单场最多也只能换5人。也就
是说，罗马的换人次数超过了换人次数的限
制，因此无论结果如何都会被判负。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已经是罗马本赛
季第二次因为违规用人而被判0：3告负了。
在意甲首轮比赛中，罗马与维罗纳0：0战平。
这场比赛，罗马派上了23岁的迪亚瓦拉，但此
前并没有将他注册在一线队，而是注册在青
年队。但由于年龄超标，迪亚瓦拉事实上又

没有资格注册在青年队，这次用人付出了巨
大的代价，罗马最终被判0：3告负。

先后两次出现与规则相悖的低级失误，
让主教练丰塞卡的帅位岌岌可危，执教能力
差就算了，没想到连换人数都搞不明白，的确
令人费解。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国际篮联官方昨天发布公
告，中国篮协、中国台北篮协和韩国篮协因未能在
2020年11月派队参加于卡塔尔举办的亚洲杯资格赛
而被分别罚款16万瑞士法郎（约合116.8万人民币），
并被各自扣除在亚洲杯资格赛上2个积分。若上述被
罚协会的球队接下来能准时参加FIBA的官方赛事，
罚款和扣分都将减半。

受疫情影响，2020年11月24日，FIBA官方曾发布
了赛事延期的公告，内容是：“由于防疫的相关规定，部分
国家和地区的篮协不允许球队进行国际旅行，导致有些
球队无法参加本次窗口期的比赛。在了解情况后，国际
篮联亚洲区办公室被迫对亚洲杯预选赛窗口期赛程进行
调整。”按照当时的计划，中国男篮所在的B组比赛被调
整至2021年2月在东京进行。

赛事延期的公告写得清清楚楚，然而FIBA此番却
又开出“缺赛罚单”，这波操作确实有点儿“迷”。目前，由
于疫情形势严峻，日本将全面禁止外国人入境，因此2月
份的比赛也将大概率再度延期。这种情况下，如果FIBA
非要罚款扣分的话，确实有些说不过去。

又讯 现任中国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篮
球协会秘书长白喜林将调任中国网球协会，这将是他首
次离开篮球领域。

■本报记者刘茵摄影姚文生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昨
日，天津港轮驳有限公司向周恩来邓颖超
纪念馆捐赠“新海门”号船舶仪式在轮驳公
司举行。即日起，“新海门”号船舶将被赋
予新的使命，正式成为周恩来邓颖超纪念
馆新的“成员”。

承担光荣使命，寄托无限哀思
天津是邓颖超同志度过童年和青少年

时光的地方，也是她革命生涯的起点，这里
有她战斗的足迹。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
同志逝世，享年88岁。按照邓颖超同志生
前遗愿，死后骨灰不保留，撒入第二故乡天
津海河。
1992年7月18日中午12时15分，载着

邓颖超同志骨灰的“新海门”号汽笛长鸣，慢
慢向海河入海口方向驶去。当天驾驶“新海
门”号的船长是杨志平，现如今，老人已有 86
岁高龄。说起当时的情景，老人依然掩饰不
住激动的心情，他说：“邓颖超大姐是我非常
敬仰和爱戴的伟人。当时我非常想走下驾驶
台到船舷边，送送邓大姐。但作为值班驾驶
员，那个时候我只能怀着沉痛的心情，将船开
得稳些，再稳些。”
如今，曾承担光荣使命的“新海门”号船

舶不仅寄托了天津1600万市民对邓颖超同
志的深厚感情，更成为她高尚情操的重要见
证物。

见证邓颖超对海河儿女的无限深情
“新海门”号船舶1990年投入使用，船长

38米，宽8米，型深3.35米，是天津港一艘重
要的承担人员接送任务的交通船舶。

昨天，在捐赠仪式上，记者怀着激动的
心情登上这艘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船舶。

船内装饰朴素大方，船舱内依稀还能感受到
当时的模样。据天津港轮驳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船体、机器主体和驾驶舱内的电话
等一些物品还是最初的模样，一直没有更换
过，但是有些设施比如灯、沙发等，后期进行
了更新。”
在此后的近三十年，“新海门”号曾多次

承担纪念邓颖超同志的祭奠活动任务，参加
祭奠活动的人们沿着当年撒放邓颖超同志骨
灰的航线，将五颜六色的花瓣一路撒放，以表

达对邓颖超同志的深切缅怀、思念之情，也传
承着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新海门”号
成为了邓颖超同志伟大一生和她对天津、对
海河儿女无限眷恋的最好见证。

“安家”周邓馆，担当新使命
2018年5月23日，“新海门”号船龄已达

29年，不再适航，封存停用，停靠在轮驳公司
码头。其后，轮驳公司派专人24小时守护船
舶，保证了船舶主体和内部完好。
今后，“新海门”号将由周恩来邓颖超纪

念馆收藏，为党员干部、广大群众继续讲述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用自己独有的
方式为建党100周年献礼。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馆长王起宝告诉
记者：“承载天津市民对邓颖超同志深厚感
情的这艘船舶捐赠给我们纪念馆，意义非
常重大。这个文物背后的故事非常多，今
后，我们一定保护并利用好这件宝贵文物，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科学管理和妥善保
存，深入研究文物的历史价值，充分发挥文
物的社会教育作用，广泛宣传邓颖超同志
的革命精神，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目前，周邓馆正在闭馆施工期间，主要是进
行改陈及其配套提升工程建设。等场馆提
升改造后，我们将把‘新海门’号船舶展示
给观众。”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知名作家周大新自获得茅盾文学
奖以来，一直以每三年一部长篇小说的节奏，扎扎实实地践行
着书写家乡、更书写时代的“时代书记官”使命。如今，他推出
自己的第十部长篇小说《洛城花落》，并以此告别自己长达40
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历程。
新作中，周大新选择了世间最普通也最复杂的“婚姻”作

为故事载体，用“拟纪实”的手法，从一个媒人的角度，以四次
离婚庭审的忠实记录，讲述婚姻故事中的风花雪月和一地鸡
毛。小说将时代、现实与人的复杂关系包裹进来，用“家庭”这
个社会细胞呈现出生活的光怪陆离。在“审判婚姻”的外表
下，周大新想要探究原生家庭带给人的情感能力，并探究人在
智商、情商、财商之外的“婚商”问题。因为直面爱的难题，书
写“理性婚姻指南”和“爱的幸福提示”，该书也被评论家视为
“中国人的情感教育小说”。

周大新推出封笔长篇《洛城花落》

用简洁舞台探讨深刻议题
——访舞台剧《虚无的十字架》制作人

本报诸暨1月20日电（记者 苏娅辉）明天12时，天
津先行者男篮将迎战超级外援约瑟夫·杨领衔的北控
队。这是9天里天津队出战的第五场比赛，虽然“魔鬼赛
程”让队员非常疲劳，但大家还是希望能够拼到底，在本
赛季双方的第四次交锋中有所斩获。
从1月13日开始，到明天迎战北控，9天里，天津

队面对5场比赛的考验，疲劳程度可想而知，这也是球
队近期伤病频频的重要原因。
昨天比赛结束回到酒店已是傍晚，晚饭过后球队

集中观看技术录像，分析总结比赛。考虑到球员的身
体情况，今天下午的场地训练，教练组并没有安排对抗
性训练，只是简单进行了针对性战术部署，其余大部分
时间集中在投篮训练。强化投篮准确度和稳定性，是
至关重要的环节，球队正在逐渐打出团队篮球。而进
攻端能否发挥出快准的特点，将对比赛结果起到决定
性作用。在防守端对“大杀器”约瑟夫·杨的盯防依然
是重中之重。约瑟夫·杨个人能力非常突出，投篮准、突
破好，得分手段强，又能全面盘活球队。
这将是本赛季两队第四次交锋，之前三次由于种种

原因天津队均惜败于对手。特别是在双方最近一次交手
中，由于裁判的漏判、错判，导致天津队三分饮恨。此番
再度交锋，在大外援托多罗维奇继续因伤缺阵的情况下，
天津队仍期待着打一场翻身仗。
今晚进行的山东队与江苏队比赛中，随着哈德森得

分超过21分，他的CBA历史得分数超越易建联，加冕
CBA历史得分王。

今战北控津男篮想“翻身”

国际篮联罚单开得有点儿“迷”
换人超规定次数罗马再现低级失误

U22国足热身赛大胜刘诗雯复出
国乒重点考察混双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小娘惹》第4、5集
菊香表面平静，实已立定决
心逃婚。她教阿桃煮天兰
喜欢吃的豆酱鸡，并请求阿
桃照顾天兰。阿桃看出不
对，留意菊香动静。美玉出
嫁当天，菊香趁家里忙乱，
悄然离家，阿桃及时发现，
担心菊香又聋又哑，独自在
外恐会身陷险境，力劝菊香
打消主意，但菊香却表示要
掌握自己的命运，不愿听天
由命……

天津卫视19:30

■《远方的山楂树》
第 25—27 集 蒋家三口
人正在吃晚饭，罗永泽来
拜访。蒋欣童高兴地告
诉罗永泽自己已经回城
的事，紧接着介绍自己的
父母给罗永泽认识。王
凤英拿出喜糖去邻居家
拜访，以证明自己女儿的
清白，罗永泽挨家挨户登
门拜访……

天视2套 18:25
■《飞虎队》第22—

25集 铁道游击队接到上
峰指示，撤到山里进行整
训，等待时机出山，夺回微
山岛。彭亮和梅妮依依惜
别。芳林嫂也对刘洪万分
不舍。日军得知游击队转
移到农村活动，临枣线防
守松弛。刘洪再次带着大
家扒火车弄军资……

天视3套 19:20
■《憨妻的都市日记》

第12、13集周斯韦考虑再
三，还是听从了金多宝的提
议。他终于回到学校，坐
在令人怀念的老座位上，
面对同事亲切的招呼，周
斯韦百感交集。金多宝认
为现在正是董芸和周斯韦
复婚的最佳时期。下班后，
她主动请董芸喝咖啡，告诉
她周斯韦十分想念她，希望
见她一面……

天视4套 21:10
■《今日开庭》今天

的案子还是要从钱先生花
36000元钱买了一双限
量版球鞋说起，钱先生对
这双鞋可以说是格外珍
惜，总共就穿过三次，本想
定期给鞋子做个清洗保
养，可没想到洗鞋店失误，
把鞋面给洗破了，这下洗
鞋店可以说是惹祸了。

天视6套 18:00

■《鱼龙百戏》“鱼龙
百戏杯”全国曲艺人才电
视擂台“春节展演季”，第
三场将于本晚拉开序幕，
与大家再相见。此次参与
春节展演季的20位寻师
人，都是和《鱼龙百戏》人
才计划有着密切关系的青
年曲艺人才，个个拥有不
俗的实力水平。本场展演
的5位寻师人分别是魔术
演员刘阔，相声演员刘威
奇，梅花大鼓演员魏小娟，
山东快书演员袁帅，以及
快板书演员桑笛源。

天视2套 20:45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小娘惹

（4、5）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远方的

山楂树 (25—27）20:45
鱼龙百戏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好妻子

(25、26)19:20剧场：飞虎
队(22—25)22:15 剧场：
雪海(3、4)

天视4套（105）
21:10 剧场：憨妻的

都市日记（12、13）
天视5套（106）
19:55 CBA 常规赛

北控VS天津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大律师 20:10 百医
百顺21:00 二哥说事

天津少儿（108）
19:33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5—12）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