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文体
2021年2月2日 星期二 责编:王瑞清 温卉

�	|���
��������
�����}������
��!��h
|���������
�����	
��}�����x���!y��������

�������������
���
�����������	���	�
�����������/��������
�	���������	����
�������	�������
�����	���������i�
	����������

�F�������

��	�
��������	�
������
�������	��
����������������
�
����������
�����
��������i�������h��
�	��i

�	�����h���	���

��h�	h��h����h��h�
���������h���h�����
�����������	���
�����
������
�����

��������	i
�F����������

��	����
����������
�
����������
:��!����:
�����
�:���
�
"������
�	���������������
�	���������������:
�������
����i

��	����������
��� ����������
� ����
��i

����
�����
�h
������

��������|������}
��������������
�
��

�����������|����
��}�����

����������������

������������������
��������������������
���������

����������������
	�h�	����
��	�i

�F������������

���
����������h
������		���
����
����������
h��
��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

�����������������
����������|���	
����}������	��
|������������
�}���i

�
�����
����
�� �
���������
�h��h��h�
������
����
�����

������������� ������"���
�
����������������
��"��i

	���
����������
������|�
��}i

�F����������

������������������
������ �� ���������� �� ���
����������!���������h��������
������������������
����  ������������
	���	�������������
����i

�F�����

��	���������������
���������!"����������
����������������
����������������
����������i

��������
��
��
�
����
����������
���������!"����������
����������  �����
������������i����

����������������
�i

�F���������

������������
����
���������i

�F�����

��������������i
�F��

����������	����
������������i

�F����

��	������������
�	���	

	�����
	���������� !�����
�����������
	�����
	������������!�!��
�
�����
	�����
	������������!�! �
���������������

EEEE�E�E�

����������������

���������
�����

�	���u������	�	vau
���������	�
��	v�����	�������������������
����������

������������������	u���
���
�vau���
��������v����
��	�������������������������	����������	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相声茶馆笑迎宾朋 相声春晚相声大会荧屏送笑声

津味相声陪您欢乐过大年
中超“金童”无缘国足集训

李铁盼阿兰尽早到位磨合

本报讯（记者张钢）1月29日，即
将在大年初一上映的七部国产大片同
时启动预售。截至昨晚记者发稿时，预
售额已突破两亿元。从单片的预售情
况看，《唐人街探案3》以1.44亿元遥
遥领先。业内人士一致认为，丰富的
片源和目前火爆的预售，让大家对于厚
积薄发的2021年春节档信心十足。
《唐人街探案3》《你好，李焕英》

《刺杀小说家》《侍神令》《人潮汹涌》
《熊出没·狂野大陆》《新神榜：哪吒
重生》这七部影片定档于2月 12日
大年初一同日上映，电影市场春节
档的竞争愈发激烈。从预售开始截
至昨晚 8时，春节档影片总预售额
达到两亿元，《唐人街探案3》以1.44
亿元一骑绝尘；《你好，李焕英》为
2651万元，《刺杀小说家》为1095万
元，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名。目前，
《唐人街探案3》在七部影片的预售
总票房中占比高达72%。无论是业
内专家、影城经理还是普通观众，目
前都看好《唐人街探案3》。该片是
一部具备品牌 IP加成的系列电影，
同时具备悬疑探案与喜剧元素，在
竞争中占有优势也在情理之中。虽

然预售额的高低不能代表其最终的票
房成绩，但根据往年经验看，其风向标
的作用不容小视。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
示，春节档预售票房在短时间内就超
过亿元，充分证明了看电影是百姓日
常文化消费的首选，更是过年期间的
“新民俗”，春节档电影的热映所引发
的社会舆论业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好作品是电影创作唯一的方法论，也
是电影市场唯一的硬道理。今年春节
档的影片类型丰富多元，可以满足不
同观众群体的多样化、个性化和精致
化的需求。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
鸿也充满信心地表示，今年春节档电
影市场一方面影片供给充足，另一方
面观众有观影刚需，这两个因素同时
具备，会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

目前，天津各大影城已经做好了春节
档迎接观众的各种准备。天津左岸影城
经理董洪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年元
旦档为2021年的中国电影开了一个好
头，大年初一的七部影片质量有保证，今
年的春节档会迎来一个观影高潮。我们
影城会严格按照《电影放映场所恢复开放
疫情防控指南》（第三版）的规定来执行，在

员工管理、防护用品配备、场地消毒、场次
间隔、观众引导等方面严格落实规定，确
保影院消毒防疫到位，让观众安心、安全
地度过这个红火的春节档。”

本报讯（记者 赵睿）在U22国足
教学赛上受伤的郭田雨无缘本期国家
队的集训，入籍队员阿兰隔离观察期
将满，很有可能在中国队两场热身赛
之前与队伍汇合。
在前不久结束的 2020 中国金

球奖的评选中，山东泰山的U23队员
郭田雨凭借出色的表现，力压广州城
门将韩佳奇、上海申花左后卫温家宝，
获得“金童奖”。中国队主教练李铁原
计划在U22国足集训结束之后，给郭
田雨放假调整几天，然后把他调入国
家队训练一段时间，帮助这名身体、

意识都不错的新秀成长。无奈，U22
国足与长春亚泰的教学赛上郭田雨受
伤，国家队昨天给出的信息是“他这期
应该不来了”。
入籍球员阿兰在上海接受为期14

天的集中隔离观察后，于1月 19日离
开上海前往广州。按照海南省防疫部
门明确对入境人员实行“14+7+7”的
健康管理措施，阿兰应于今日结束隔
离期。根据目前的信息，他很可能于3
日前往海口与国足汇合。李铁对于阿兰
的欣赏已不是秘密，一段时间以来，中国
队教练组一直在和广州俱乐部、阿兰本

人保持密切联系，李铁很希望阿兰能够
在集训后期加入进来，最起码也能让他
对中国队战术有所了解，为之后的全面
融入打基础。

阿兰将近一个月训练不系统，身体
方面肯定无法达到中国队的要求，即便
到队，李铁也不太可能冒险让他参加5
日与河北华夏幸福的比赛，至于他能否
参加9日与亚泰的热身赛，也需要教练
组根据其参训的情况而定。其实，不管
阿兰能否赶上这期集训以及是否能够登
场，他已经让中国队前锋线的竞争变得
更加激烈。

本报讯（记者赵睿）昨天，中超新科
冠军江苏苏宁宣布正式更名为江苏足球
俱乐部有限公司，青岛黄海官方宣布，俱
乐部更名为青岛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而没有更名掣肘的大连人却传出投资
人欲撤资的消息。天津津门虎俱乐部
虽然在注册问题上获得了一定缓冲时间，
但队内外援的问题又浮出水面。
1月31日是俱乐部名称中性化

审核不合规者向中国足协竞赛部提交
新名的时间节点。昨天，新科中超冠
军发布公告宣布正式更名，上赛季惊
险保级的青岛黄海也宣布改名成功。

北京国安的“1块钱”转让中信集团36%
股份的事情则没有传出进一步消息，河
南建业、武汉卓尔、河北华夏幸福的名称
去企业化也还没有实锤。
昨天有媒体称，万达集团将从大连人

俱乐部撤资，一方集团拒绝再次接手。
不久后大连人俱乐部官方发布了一则球
队的训练视频，并表示俱乐部的一线队、

预备队以及其他各年龄段梯队，正在积
极备战新赛季的各项比赛。

昨天有土耳其媒体报道称，天津津
门虎的外援桑德罗·利马已加盟土超排
名倒数第三的青年联合俱乐部，但此事
尚未得到津门虎方面的官方确认。另
外，目前队中其他外援的状况，也很不令
人乐观。

中超各队消息繁乱

利马被曝已加盟土超

本报讯（记者申炜）最近两天，梅西
成了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近日，西
班牙《世界报》曝光了梅西的4年合同，
这份合同的总金额达到了惊人的5.5亿
欧元，阿根廷人也成为了有史以来薪水
最高的球员。
2017年11月25日，梅西和巴萨签

下了一份为期4年的续约合同，当时就
有媒体估计，续约后梅西的年薪将达到
4000万欧元以上，全球第一。谁也没有
想到，梅西的薪水远超外界想象。近日
西班牙《世界报》透露，这份合同的总金
额高达5.5亿欧元，其中包括了固定薪

水、肖像权收入、续约奖金、忠诚奖金以
及各种津贴和成绩浮动奖金等。

这一合同曝光后，梅西的律师团
队计划起诉这家报社，另外很可能会
针对可能泄密的俱乐部内部人士进行
起诉。不过巴萨很快发表了官方声
明，否认内部泄密，并声称将对《世界
报》采取法律手段，但这也从侧面证实
了这个报道的真实性。

对梅西本人来说，这件事对他会带
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巴萨俱乐部目
前处于亏损状况，他的薪水也成了外界
批评的焦点。梅西本人也确信自己合同
信息的泄露者来自俱乐部内部，也就是
说，巴萨俱乐部内有人向《世界报》出卖
了梅西，考虑到梅西今夏合同即将到期，
此事使得梅西和巴萨的续约可能性正在
降低。

梅西的合同今年 6月 30日到期，
届时他可以自由转会。目前巴黎圣日
耳曼和曼城被认为是未来与他签约的最
热门球队。

天价合同遭曝光梅西或将起诉

■本报记者刘莉莉张帆

天津是驰名全国的“曲艺之乡”
“相声窝子”，在辞旧迎新之际，津门相
声茶馆备好精彩演出笑迎宾朋，还有
天津广播电视台精心录制的相声春晚
和《相声大会》，共同组成欢乐大餐，陪
伴父老乡亲和在天津过年的外地朋友
度过快乐文化年。

相声茶馆笑迎八方来客

名流茶馆将于2月9日推出老中
青三代演员同台的庚子年封箱演出。
正月初一，名流茶馆古文化街店、新华
路店、多伦道店同期开箱，带来老少同
台竞技、新声新品展演等主题演出。
正月初三名流茶馆津湾小剧场店也开
启演出。正月初五，名流茶馆还将在
津湾大剧院举办专场演出。
谦祥益文苑将于2月4日进行庚

子年封箱演出，带来《扒马褂》《武训
徒》等诸多群口相声作品。春节假期
期间，谦祥益文苑正月初三到初五每
天三场演出，初六每天两场演出。西

岸相声剧场将在正月里带来“慰问一线
最可爱的人”“在天津过年挺好”“年味天
津年俗天津”等专场演出。福乐茶馆将
于正月初一至初六每天演出两场。天津
市曲艺团将在2月27日、28日相继在张
园、中华曲苑上演相声专场。

相声春晚荧屏送欢乐

天津卫视德云社相声春晚将于2月
10日19:30播出。相声春晚以“家和传
承”为主题，马志明、田立禾、杨少华、石
富宽、郭德纲、于谦、岳云鹏、孟鹤堂、郭
麒麟等几代相声人会聚一堂，将传统相
声与时代精神融合，分享父子亲情、师徒
恩情、同门友情等背后故事，传递温暖，
带来欢乐。相声春晚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人十分注重阖家团圆，但是有很多
人为了国、为了家，会坚守在自己的工作
岗位上。我们希望在过年这个时间节
点，为大家提供一道有滋有味的“年夜
饭”，请大家开开心心地看晚会。

除了相声，天津卫视相声春晚还会
有团舞、花板联唱、京剧、相声剧等内容，
不失传统又具可看性。此外，天津卫视

还开创“晚会综艺跨类型”新模式，在正
月初二、初三、初四播出相声春晚衍生的
晚会综艺节目《青春德云社》。

相声大会推出新人新作

春节期间的津门相声演出，新人新作
是一大亮点。为了进一步挖掘展现相声
这一天津特有文化标识，市文联、市曲协
以作家、专家、新秀相结合的方式，积极推
动“辉煌百年路乐享新生活”为主题的相
声新作品创作，意在引导推出更多表现新
时代新生活的主题新相声作品，大力扶持
优秀创作、表演人才，更好满足广大市民
群众和游客观众的新需求新期待。
创作活动中涌现出的新人新作，将在

春节期间通过剧场演出和大家见面。与
此同时，天视文艺频道《相声大会》也将在
正月初二播出纯享版节目《辉煌百年路乐
享新生活——相声新作品展演》，《津沽人
物赞》《最佳拍档》《礼尚往来》等新作品悉
数登上荧屏。正月初三、初十的《相声大
会》将播出新春特别节目《相声大会老友
记——2021的梦想清单》，和观众分享春
节欢乐故事，推荐过年必听相声清单。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男篮亚洲杯
预选赛将于 2月 18日至 22日在多哈
进行，考虑到目前疫情形势，为最大限
度保护球员，中国篮协或采用包机形
式往返多哈参赛。有消息称，2日上午
中国男篮将公布国家队征战亚洲杯预选
赛名单。
中国男篮在本次亚洲杯预选赛中处

于B组，同组对手有日本队、马来西亚队
和中国台北队。其中，正在参加CBA的
球员林庭谦、刘铮、陈盈骏均未入选中国
台北队此前公布的14人集训名单。目
前为止，天津队林庭谦尚未接到中国台
北篮协调令。此外，CBA第二阶段比赛
预计将于2月6日结束，球员将于7日直
接前往上海集结训练备战。

中国男篮7日集结备战亚预赛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0世界羽
联巡回赛总决赛昨天在泰国曼谷落幕，
丹麦名将安东森以2：1力克队友安赛
龙，夺得男单冠军。中国台北选手戴资
颖以2：1逆转西班牙名将马林，摘得女
单冠军，捍卫了自己世界第一的位置。
中国台北男双组合李洋/王齐麟接连夺
得第三冠。
总决赛之前，世界羽联在泰国接连举

办了两站世界巡回赛超级1000级别比
赛，安赛龙和马林分别拿下背靠背比赛的
男、女单冠军。此番决赛中，二人朝着三
连冠的目标进军，却双双梦想破灭。男单
决赛中，安赛龙以16：21、21：5和17：21
负于安东森。女单决赛中，戴资颖以
14：21、21：8、21：19逆转马林，在双方

接连三次交锋中终于扳回一城。戴资颖
说：“终于赢了。这场胜利意义重大，我
在场上必须时刻保持专注。马林速度很
快，给了我很大压力。一旦我放松注意
力，分差就会被拉得很大，很难追回来。
与她比赛时，每一分都很重要。”

男双决赛中，李洋/王齐麟以21：17、
23：21力克印尼组合阿山/塞蒂亚万，继泰
国两站比赛后勇夺第三冠。女双决赛上
演“韩国德比”，李绍希/申昇瓒以15：21、
26：24、21：19艰难逆转金昭映/孔熙容。
混双决赛中，泰国组合德差波/沙西丽以
21：18、8：21、21：8击败韩国组合徐承
宰/蔡侑玎。总决赛的结束意味着
2020赛季的正式落幕，首期恢复后的
世界排名将于2月 2日公布。

世界羽联巡回赛总决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张帆）昨天，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8K超高清电视频道试验
开播。全球首次实现8K超高清电视
直播和5G网络下的8K电视播出。
启动现场播放了由总台英语中心

和技术局共同摄制的我国首部全流程

8K纪录片《美丽中国说》。总台8K超高
清试验频道的成功开播，是我国超高清
领域科技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

从2月1日起，总台8K超高清电视
频道在总台IP网以组播方式进行持续
播出试验，用户可通过8K AVS3机顶盒

收看。同时，总台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
信、中国联通以及中国广电，将8K超高
清电视频道播出试验信号传送到北京国
家大剧院、上海国际传媒港、广州、深圳、
成都、杭州、济南、海口、青岛等9个城市
公共场所的30多个超高清大屏及首批
8K电视机同步播放。

除夕之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将
通过8K超高清电视频道对央视春晚进
行直播，这也是全球8K超高清电视领域
的首次直播。

七部国产大片同时启动预售《唐人街探案3》一骑绝尘

四天两亿元 春节档电影预售火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K超高清电视频道试验开播

数据美如画 就是出勤差

男篮大外援返津治伤
本报诸暨2月1日电（记者 苏娅

辉）1月9日，在对阵四川队的比赛中受
伤半场离场后，天津先行者男篮大外援
托多罗维奇一直处于养伤状态。今天
他离开赛区返回天津，准备接受PRP治
疗膝关节。他打算回黑山国家队备战
窗口期比赛，并看望妻子和刚出生的女
儿，目前正在与俱乐部进行协商。
本赛季至今，托多罗维奇交出的

数据在联盟中堪称华丽——罚篮命中
数场均 10.4 个高居榜首；场均得分
32.1分排名第二；两分球命中数场均
9.3个排名第四；场均抢断2.6个排名
第四；场均篮板12.7个排名第五；投
篮命中数场均10.3个排名第五；场均
盖帽1.5个排名第七。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高缺勤率”。

第一阶段12轮比赛缺席5轮，其中前三
轮为尚未归队，最后两轮以膝部疼痛为
由缺席，并提前离开赛区治疗。休赛期
半个月中，一直处于恢复休整状态，未
随队训练。第二阶段开始后，在12月6
日对阵北控赛前，突然以膝部不适为由
临阵退赛，再次开始了“打打停停”的模
式。今年1月9日对阵四川队半场离场
后，彻底进入歇赛状态，第二阶段27轮
比赛，缺阵16.5轮。在托多罗维奇“打
与不打”之间，天津队需要来回变换战
略部署。
托多罗维奇的缺阵让球队失去了

重要得分点，还有对篮板球的控制。更
严峻的问题是，新赛季外援政策规定，
对阵全华班球队时，外援上场四节两
人次，对阵有外援的球队，则是外援上
场四节四人次，上赛季后4名的球队
为四节五人次。天津队已经为托多罗
维奇注册，即便是全华班出战，也要面
对对手外援四节四人次甚至五人次的
局面。防守一个强力外援已经耗费球
员大量精力体力，若是对手双外援在
场，着实让天津队吃力。负于上海队和
四川队就是典型，对手都是在第三节双
外援时趁机拉开比分。
黑山国家队已向托多罗维奇发

来调令，按照国际篮联规定，俱乐部
无权阻止他回去参赛。但在疫情形
势下，远行也增加了风险。回来时
还要面临28天的隔离期，他将继续
缺席训练。从1月 9日受伤至今无
法随队合练，再加上第二阶段休赛
期以及隔离期等，他缺席球队合练
的时间真的太久了。等他归队，将
面临着自身状态恢复和融入球队战
术的双重考验。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小娘惹

（30、31）
天视2套（103）
18:25剧场：明天，会

更好（7—9）20:45 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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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好妻子

(49、50)19:20 剧场：宜
昌保卫战(31—34)22:15
剧场：雪海(27、28)

天视4套（105）
21:10剧场：爱情珠宝

（4、5）
天视5套（106）
19:30 直播:CBA常

规赛 浙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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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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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熊出没之探险日记》
（13—19）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小娘惹》第 30、
31集 刘一刀把月娘接回
家，为了不让月娘感到委
屈，嘱媒婆让她打扮一
番。月娘一再逃跑，却一
再被刘一刀抓回。她要刘
一刀放过她，但刘一刀指
母命难违。月娘在刘母灵
前淋了一身煤油，欲自焚
了断，好让刘一刀有所交
代。刘一刀见月娘如此坚
决，就与月娘认了兄妹，不
再当夫妻了……

天津卫视19:30
■《明天，会更好》第

7—9集 吴南喝的酒里被
刘祥下了药，被送到医
院。受药物、酒精和精神
三重刺激的吴南大闹急诊
室，小怜趁着吴南不注意，
一巴掌制服了吴南，却不
想小怜看护的病人因此受
伤。病人的家属在医院大
闹，小怜替班的事情也暴
露了。冯坤对格尔擅自脱
岗的行为非常不满……

天视2套 18:25
■《宜昌保卫战》第

31—34集 为了找出隐藏
在深山老林里的日本侵略
者，胡宜生点燃了一串鞭
炮，并用喊话的方式迫使
古贺一郎一部露出马脚。
在江防军的工事中，胡宜
生接到了江美云的电话，
可刚通话没多久，电话线
就被日军炸断了。江美云
为了早日回到胡宜生身
边，与他并肩作战，正驱车
赶往前线阵地……

天视3套 19:20

■《爱情珠宝》第4、5
集 方梓萱想着方家的困
境，终于答应宫宇灿提议，
双方约定“协议结婚”为期
一年。夏洛伊与宫宇烨离
婚了，但是迫于两个家庭
的压力，两人决定互相保
密，懊恼的夏洛伊选择暂
时逃避出国散心。宫奶奶
过世，宫家上下悲伤……

天视4套 21:10

■《艺品藏拍》周先生
带来了几年前在金矿区旅
游时买回来的金矿石。原
生态的矿物标本居然看上
去就像雪后初春的山景，上
面亮晶晶金灿灿的莫非就
是黄金？赵大姐带来一个
家传的青花方盘，看上去平
平无奇。但据专家介绍，这
竟然是《艺品藏拍》开播以
来头一次出现的器物，它到
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天视2套 20:45
■《今日开庭》周先

生最近是又气又恼，为什
么呢？他的车被送去清洗
了，不久之后，车洗完的消
息他没收到，倒是来了一
通电话，说是自己的汽车
坏了。

天视6套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