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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萨巨额负债怪梅西？

丰富多彩的电视、广播节目迎新年

荧屏电波情意浓文艺相伴津味年

天图征集春联、剪纸作品

天津男篮负于浙江

■本报记者张帆

记者昨日了解到，为关心关爱留津过年
群众，为“宅家”市民提供丰富的文化大餐，海
河传媒中心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和新媒体新平
台优势和创编能力，精心策划编排了彰显天
津城市文化、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

荧屏大餐度佳节

2021年春节军民联欢晚会以“牢记使命
谋发展、百年奋斗铸辉煌”为主题，晚会节目
包括声乐、音乐情景剧、舞蹈、戏曲、相声、快
板、鼓曲、杂技、武术、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
据悉，晚会由文艺频道录制，将在2月9日天
津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播出，并于2月11日
下午及2月12日晚间黄金时段重播。
由银川市委宣传部主办，银川市新闻传

媒集团承办，全国三十多家城市电视台联办
的《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021年全国各民族迎春大联欢晚会》已在银
川录制完成。本场晚会制作精良、特色鲜明、
节目精彩，天津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将于2
月12日下午高收视时段播出。此外，《辉煌
百年路乐享新生活——相声新人新作展演》
也将在春节期间播出。《星桥火树踏歌来——
2021元宵晚会》以戏曲曲艺节目为核心、以
东南西北中线上云主播为亮点。晚会聚焦时
代热点，展现火热的一线岗位上工作者们忘
我奋战的精神面貌。在节目编排上，充分展

现天津“曲艺之乡”的特色和海纳百川的精
神。晚会将于2月26日元宵节晚间黄金时
段播出。

此外，文艺频道还策划编排了多档特别
节目，《艺苑现场》国际舞台艺术作品系列展
播让百姓足不出户就能享受文化大餐；《直播
天津卫——缘来是你》春节特别节目初一至
初六改变常态模式，以“新春联谊会”的形式
录制播出，嘉宾齐聚舞台，共话当年；《相声大
会》将邀请相声广播的各位明星DJ制作《相
声大会老友记——2021的梦想清单》新春特
别节目；专业院团新秀竞演类综艺《舞台新
星》将于正月初迎来新星破晓阶段的第八场
比拼“梦笔生花”主题竞演；《最美文化人》新
春特别节目邀请市非遗保护协会会长李治邦
与主持人管军，在257米高空中可360度俯
瞰津城全景的天塔书斋，打卡天津网红地标。

精彩电波欢乐多

天津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从大年三十
到初六，七天节目全部打通，制作大时段直
播互动节目，尝试传统与时尚的碰撞，趣味
互动，品味经典，力求成为听众过年、拜年
的美好陪伴。

为了让更多留津过年的听众听到“乡
音”，文艺广播戏曲节目《越听越有戏》将播
出天津、北京、河北、河南、东北等地的戏曲
艺术家带来的地方戏经典剧目及唱段，让
留津过年的听众在天津这个戏曲大码头听

到自己的家乡戏，度过一个难忘的春节。
《曲艺外传》精选曲艺精品贺新春，国家级
非遗传人王毓宝、籍薇等演唱的代表作品，
使听众在欣赏经典曲艺作品的同时了解非
遗项目台前幕后的故事。
《文博不打盹儿》特别推出《博物馆里的

年味儿》——天津各大博物馆馆藏的与过年
民俗相关的文物、专家聊和“牛”有关的文
物。《音乐盛宴》精心准备了喜庆的中外名
曲选段，与听众共同回望流金岁月。《开心
夜市》节目推出“演艺明星大反串儿”，荟萃
演艺界明星大腕的反串儿表演，与相声名
家聊美食，让笑声和美味为听众增添欢乐
的年味儿。《关不掉的收音机》春节特别策划
《留津过年 温暖相连》将邀请本频道和兄弟
频道的外地员工用家乡话为留津过年的老乡
送上节日的祝福。

作为文艺广播的重头戏，广播剧将陪伴
听众度过大年夜，连续四个小时独家呈献充
满节日喜庆色彩的微剧作品。这些作品全是
文艺广播原创的微广播剧，包括以轻喜剧、贴
近生活为主的系列微剧《陈大宝的快乐生活》
《初心养老院》，以及脑洞大开的《树妖传奇》
等，四小时短剧集锦让年味儿浓郁，好听不
累、意犹未尽。系列原创广播微剧《陈大宝的
快乐生活》以今年部分打工人员就地过年不
能回家为大背景，把思乡、热心公益、居家养
老、大家与小家如何兼顾等主题投入到陈大
宝的包子铺生意里。

音乐广播从除夕到初六播出《音乐大团

圆》特别节目，每天8：00—23：00直播，全部
安排贺新春直播内容，分时段安排历年春晚
歌曲、新年音乐会、贺岁片回顾、新春送祝福
等贺岁节目，为了满足听众非接触拜年新需
求，每天晚间还开通抖音直播，进一步加强与
听众之间的互动。为服务在天津过年、关照
留津过年的听众，音乐广播在2020年“你在
他乡”季播节目基础上营造“你在天津过大
年”温馨氛围，特别打造《爱上那些不回家的
人》时段，用音乐冲淡乡愁，让歌声驱散孤独，
在这个特殊的春节，电波送达温暖老歌和最
温柔的心灵力量。

春节前夕，相声广播将滚动播发录音
报道，预告天津各相声演出场所春节期间
的演出安排，提前预热天津春节演出市场，
丰富市民群众和留津过年的外地务工人员
的假期休闲娱乐活动；2月 11日至 13日，
相声广播将在多个节目中播放天津卫视德
云社春晚的录音剪辑，为居家过年的广大
听众提供时尚娱乐的文艺作品；2月11日
至17日期间，相声广播各档节目均将制作
“年味天津”的节目，结合新年俗、新形势，
选取娱乐度较高的相声、喜剧作品，营造和
谐喜庆的节日氛围。

华夏幸福母公司债务违约 中赫拟不再收购中信股权

“不差钱”的中超正在为钱所困
本报讯（记者 赵睿）昨天，河北华夏

幸福俱乐部的母公司被披露负债 4000
多亿元，因还不上 53 亿元债务宣布违
约，老板向债权人致歉。河北华夏幸福
俱乐部也是财务危机比较严重的俱乐部
之一。

另外，原定在2月1日下午举行的北京
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通报收购中信集团在
俱乐部当中所占 36%股权进展的发布会
也取消了。双方在“钱”上产生重大分
歧，因为“一元钱”转让股权背后，涉及至少
6亿元的债务，中赫集团拟宣布放弃接手

中信股权。有评论认为：“中赫集团已不再
具备2017年以增资扩股方式成为俱乐部
大股东那样的‘豪气’。北京国安尚且如
此，何况其余？”最近，球员讨薪的声音不绝于
耳，三级职业俱乐部的日子都不好过，家家有
本难念的经。

又讯 昨天，亚足联正式致函中国足协，考
虑到目前疫情和办赛方面实际存在的困难与
挑战，经与国际足联协商，原定于2月19日和
24日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赛附加
赛中国女足与韩国女足的两回合比赛推迟到4
月8日和13日。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为备战2021年男
篮亚洲杯预选赛，中国篮协昨天公布了集训
大名单。队伍由广东队主教练杜锋挂帅，广
州队主教练郭士强担任助理教练，周琦、郭艾
伦、胡明轩等球员入选。

21人的球员大名单中，广东队5人为周
鹏、任骏飞、胡明轩、徐杰、杜润旺；辽宁队3
人为郭艾伦、赵继伟、韩德君；浙江队3人为
吴前、陆文博、余嘉豪；北京队2人为翟晓川、
曾凡博；广厦队2人为胡金秋、孙铭徽；深圳
队2人为沈梓捷、贺希宁；新疆队为周琦；福

建队为王哲林；山东队为高诗岩；青岛队为刘
传兴。CBA第二阶段比赛将于2月6日结
束，各队将于7日陆续离开赛区，参加亚预赛
集训的球员和教练则直接前往上海崇明基地
集结。集训结束后，最终参赛的12人大名单
将确定。
主帅杜锋表示：“此次国家队集中不仅仅

是为了亚预赛这六场比赛，2021年有很多国
际比赛，也是想通过这次集中选拔不同年龄
段的球员，利用这样一个平台，给大家一个展
示自己的机会。最终名单会在出征前，根据

球员状态和对手情况来确定。”胡金秋此前入选
了三人篮球国家集训队，杜锋表示并不冲突，
“因为这在不同的时间段，我相信大秋以及其他
优秀的球员这种与三人篮球的交流会成为常态
的。”
谈及亚预赛目标，杜锋表示：“代表国家队

出征是一种荣誉，我们会展示百分之百的精神
状态，打好这次比赛。七天打六场比赛对体能
等方面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包括队员在联赛中
会有一些伤病，但我相信，大家会打起十二分的
精神去完成好这次任务。”

中国男篮亚预赛集训大名单揭晓

本报讯（记者 申炜）梅西在巴塞罗那4
年总共5.55亿欧元的税前薪水最近引起轩
然大波，这位超级巨星似乎成了球队巨额负
债的罪魁祸首。不过，随后有媒体经过统计
后发现，梅西在此前三个赛季中，为巴萨净赚
了2.3561亿欧元。

上周日，西班牙《世界报》突然曝光了梅
西和巴萨的合同。在2017年11月与巴萨续
约4年之后，梅西合同期内的最高收入将达
到税前5.55亿欧元。在梅西续约后的前三
个赛季内，巴萨一共为他支付了3.83655亿
欧元。这家报纸甚至断言，是梅西的大合同
导致了巴萨的经济危机。

对此，梅西本人非常愤怒，这件事所引
发的后果也是可以想象的，阿根廷人承受
着巨大的压力。不过，昨天出版的另外一
家媒体《每日体育报》则给出了不一样的结
果：经过统计后发现，在这三年间，巴萨虽
然每年要为梅西花掉1.2亿欧元，但梅西每
年能帮助巴萨赚到超过2亿欧元。三年下

来，巴萨在梅西身上其实净赚了2.3561亿
欧元。
西班牙的经济学家也指出，梅西不仅是

巴萨的台柱子，更是西甲的招牌。如果梅西
离开西甲的话，那么将影响电视转播权的谈
判，西甲的赞助收入也将受到影响。很多赞
助商都选择一年一年与巴萨续约，如果梅西
离开巴萨，这支西甲豪门的号召力就会大打
折扣。
目前，巴萨正在进行主席大选，两名候

选人先后为梅西喊冤。拉波尔塔的表态很
直接，“巴萨总收入中，有三分之一是梅西
创造的。没有梅西，我们不可能赢下那么
多荣誉。有梅西，我们就能向所有冠军发
起冲击。”
如今的梅西进退两难，如果今夏离队

的话，他将成为不顾母队生死的千古罪人；
即便留队，因为这份“被诅咒”的天价合同，
他与任何一位新任主席续约都将陷入空前
的被动。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天召开
的CBA公司董事会上，八一男篮球
员的归属问题因票选未通过，未能
列入到此次会议议程中，不允许股
东就此事发言。八一队球员注册一
事，将由中国篮协决定。

据悉，宁波富邦男篮俱乐部1月25
日向CBA联盟提交了议案。富邦男篮
俱乐部总经理章炜表示：“基于我们与
部队的协议基础，确定原八一男篮球员
由培养他们的富邦俱乐部优先接收，即
宁波富邦俱乐部对原八一男篮球员拥
有匹配权。在实际接收过程中，如我俱
乐部放弃匹配的部分球员，则接收的俱
乐部应向我俱乐部支付相关培养费。”

虽然CBA实行管办分离多年，但
中国篮协的高层一如既往出席CBA
股东会和董事会。中国篮协要求，
CBA股东会不讨论八一球员归属问
题，球员注册一事将由中国篮协决
定。按照程序，CBA股东会的议程设
置应该由CBA董事会来决定。据悉，
目前CBA董事会共有七名董事组成，
分别是董事长姚明、深圳队老板梁志
斌、广东队老板陈海涛、四川队老板周
仕强、浙江队总经理方俊、新疆队董事
长侯伟、青岛队董事长邓友成。

在董事会上，针对富邦提出的八
一球员归属方案，有三家俱乐部的董
事同意将其列入股东会议题，董事长
姚明及另外三家俱乐部选择弃权。4
票弃权，使得富邦的提案未能列入股
东会议议题中，也就是说，CBA董事
会通过投票同意了中国篮协的要求，
不在此次股东大会上讨论此事。

八一男篮球员归属问题
未列入CBA股东会议程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昨日，由和平区委宣传部、和平区
文旅局主办，和平区图书馆承办的书香满和平“和平杯”第三
届文化阅读之旅年终总结暨表彰大会举行。
自2020年7月启动以来，书香满和平“和平杯”第三届文

化阅读之旅，结合“和平夜话”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广大领读志
愿者带领读者走进文化地标，共开展读书活动80余场，累计
参与报名领读志愿者800余人，阅读服务覆盖近万人，累计传
播人次达十余万，将全民阅读推广和文化惠民引向深入。昨
日的表彰会上，揭晓了“最美书店”“书香社区”“书香文化驿
站”“书香少年”“书香家庭”“优秀领读志愿者”等奖项。

本报讯（记者仇宇浩）春节临近，年味渐
浓。昨天，由二十多位作家、书画家、机关工
作人员组成的市作协“红色文艺轻骑兵”队
伍，采取云上送“福”的形式，为结对帮扶的宝
坻区牛家牌镇辛庄子村写春联、写“福”字，为
村民送上美好的新春祝福。
春节前夕送“福”下乡、走访慰问困难群

众，是市作协历来的传统。多年来，这项文化
志愿服务活动给村民送“福”不落下一家一
户，切实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巩固了帮扶成果，进一步提升了村民创造美
好生活的干劲儿。
为了避免人员过度集中，今年市作协和村

里提前视频连线，商议采取云上送“福”、线下
寄“福”字的方式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既全
力满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又不影响村里的
防疫工作，让村民过一个文化气息浓厚又安全
祥和的春节。
为了让300多户村民家家都能贴上“福”

字和春联，昨天，“红色文艺轻骑兵”队伍在市
作协书画院挥毫泼墨，他们曾多次参加市作
协的文化下乡帮扶活动，和村民是老朋友了，
因此对村民的喜好、需求也颇为熟悉。大家
说：“随着文化下乡活动的增多，村民的文化
品位明显提升了，对作品也有了个性化的追
求。”为了满足村民不断提升的文化品位，大
家使出浑身解数，一天时间里用不同书体风
格书写了500多副春联、1200多个“福”字，
他们虽累却满脸笑容，“能以书画作品为人民
群众服务，非常开心。”

随后，驻村帮扶组的工作人员将把这
些带着美好祝福的春联、“福”字以及慰问
金全部送到村里，也把大家的心意送到村
民的心里。

市作协还坚持送“福”到社区，把写好的
春联、“福”字，通过党员进社区报到服务活
动，送给社区居民和留津过年人员，为他们提
供文化志愿服务。

本报讯（记者仇宇浩）继“开门迎福气·挥毫作春联”春联
书法作品征集活动之后，1月28日起，天津图书馆开启“剪纸
迎新春·巧手绘福牛”春节主题活动。

剪纸艺术不仅是世界级非遗，也是中华民族庆祝新年的特
色方式，而春联则是中华民族迎接新年特有的文学形式，蕴含了
丰富的历史性、文化性、艺术性。天图邀请广大读者根据相关主
题展开春联书法、剪纸创作，在辞旧迎新的同时感受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魅力。春联书法作品征集截至2月18日，剪纸作品征
集截至2月26日，读者可通过天图微信公众号提交作品照片。
天图将在微信公众号上择优展示部分参赛作品。

本报讯（记者刘茵）日前，天津博物馆推出多款“牛元素”
的特色文创产品。

天博根据馆藏《刘奎龄双牛图》书画与观照轩共同打造
“拓荒牛”瓷牛，祈福辛丑年国泰民安。此款“拓荒牛”造型刚
劲威猛，形态健硕，线条凝练，细节生动，充满了力耕不息、勇
于开拓、砥砺前行的劲头。红牛勤耕促丰年，红色作为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吉祥色，赋予新年开门红的美好祝愿。

天博还与观照轩共同推出生肖瓷系列——“牛”转乾坤瓷
牛。此款瓷牛牛顶金角，昂首挺胸，脸颊圆润，卡通俏皮，青花红
边围脖儿为寒冬增添一股暖意；“身穿”天津博物馆馆藏经典缠
枝青花纹饰，盼辛丑“牛安花明”；零星金水点缀，寄予来年“牛运
亨通”。

本报讯（记者翟志鹏）昨日，根据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同名
作品改编的悬疑舞台剧《虚无的十字架》在天津大剧院上演。

东野圭吾是日本知名推理小说作家，他创作的《放学后》《嫌
疑人X的献身》《解忧杂货铺》《白夜行》等都是畅销一时的名作，
其中的多部作品也被改编成了舞台剧在世界多地上演。《虚无的
十字架》延续了他一贯的创作风格，既有极强的推理悬疑色彩，
又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有温度、有深度的反映与批判。

昨日，该剧在天津大剧院搭建了一个简约、现代又不乏唯美色彩的
舞台，剧中的森林、室内等场景有着精彩的展现。在叙事方面该剧基
本遵照了原著故事，通过多空间、多闪回的方式，再现了围绕一桩凶
杀案展开的关于正义与邪恶的探讨，给观众留下了思考空间。

舞台剧《虚无的十字架》在津上演

“和平杯”第三届文化阅读之旅收官

市作协“红色文艺轻骑兵”挥毫泼墨 送新春祝福

为300多户村民送“福”

天博打造多款“牛元素”文创产品

本报诸暨2月2日电（记者 苏娅辉）阵容不整轮转严
重受限，天津先行者男篮虽然顽强地与对手硬扛到底，但
最终仍以99：113负于兰兹博格和吴前领衔的目前积分榜
排名第三的浙江队。

天津队开局处于追赶状态，一度追至23：26，但在兰兹
博格的带领下，浙江队接连得分拉大分差，以38：27结束
第一节，兰兹博格单节拿到19分。在浙江队的严防之下，
天津队命中率下降，第二节只得到15分，以42：62结束上
半场。这个半场，天津队篮板球15：23落后，浙江队18次
罚篮拿到16分，天津队7次罚篮拿到6分。下半场，凭借
孟子凯的两记三分和罚篮以及何思雨的三分，天津队打出
11：0的小高潮，将比分追至53：62。然而，关键时刻兰兹博
格依然能够掌控比赛，个人接连得分并助攻队友，率队一度以
92：63领先。天津队打出一波8：1，以70：93结束第三节。直
至此刻，浙江队依然保持着高达61.9%的三分球命中率和
60.4%的投篮命中率。即便是大比分落后，天津队也没有放
弃，第四节单节以29：20领先。

全场比赛，天津队5人得分上双，孟子凯22分8篮板，
林庭谦19分3篮板6助攻4抢断，时德帅17分7篮板3助
攻4抢断，金鑫13分4篮板，特罗特三世10分7篮板。此
役后林庭谦本赛季总得分达到372分，新秀赛季总得分超
越姜宇星的370分，创选秀球员CBA新秀赛季最高得分。
而CBA选秀球员新秀赛季单场得分纪录为28分，也是由
林庭谦保持的。浙江队4人得分上双，兰兹博格拿到全场
最高的34分。天津队篮板37：44，助攻21：30，抢断13：4，
快攻15：4，失误12：18。
“上半场对手强力施压，我们在进攻端被严重制约。在防

守对方主要球员方面，我们一直没有更好的办法。采取包夹
时，对方分享球，很快就出现漏人问题，对方远角三分球就投
开了。”主教练刘铁指出了球队出现的问题，同时也肯定了队
员们的表现，“我们和强队存在差距，在场上大家拼得很努力
也很顽强，得到了锻炼。”

据新华社电 美国女足主帅安多诺夫斯基1日公布了球
队征战SheBelieves杯女足邀请赛的集训名单，此前感染新
冠病毒的球星摩根榜上有名。

摩根在1月初曾宣布，自己和家人在加利福尼亚休假时
感染了新冠病毒。她随后错过了美国女足的集训和友谊赛。
此次随队出征SheBelieves杯女足邀请赛，表明摩根已经从
新冠病情中康复。“新冠病毒对摩根有些影响，不过她恢复得
非常顺利，我相信她很快会克服所有困难，重新和球队融为一
体。”安多诺夫斯基说。

现年31岁的摩根是美国女足最为出色的前锋之一，在
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比赛中，摩根随美国队卫冕成功，并
打进6球。去年摩根“升级”成为妈妈，并在夏天远赴英格兰
女足超级联赛球队托特纳姆热刺踢球。去年年底，她和热刺
解约，重返美国国家女足联赛，新赛季将为曾经的老东家奥兰
多荣耀队效力。

SheBelieves杯女足邀请赛将于2月18日至24日进行，
参赛球队除了东道主美国队，还有加拿大、巴西等球队。

从新冠病情康复

摩根将随队征战国际友谊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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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熊出没之探险日记》
（20—31）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小娘惹》第 32、
33集 月娘已随同大伙儿
上山采燕窝，无从联系。
陈锡病情转急，陈老太迷
信神婆的话，不让陈锡进
医院。陈盛不顾反对，背
着陈锡赶去医院，但为时
已晚，医生亦束手无策，劝
陈盛等要有心理准备。珍
珠得知陈锡病危，生怕自
己嫁去守活寡……

天津卫视19:30
■《明天，会更好》第

10—12集 弯弯来医院找
格尔，给护士病人们算命，
吸引了一群人。刚考完试
的格尔急忙赶回医院拉走
强子，弯弯跟到宿舍质问
格尔为什么不寄钱回家，
强子说出家里的钱都被弯
弯赌输了，弯弯大闹一
场。格尔听说大哥生病，
马上请假带着强子买票回
家，弯弯急忙跟着……

天视2套 18:25

■《宜昌保卫战》第
35—36集为了给钱富贵
和死去的弟兄们报仇，胡
宜生率部杀入敌阵，展开
肉搏。战斗中，四妹不幸
中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注视着自己心爱的男人
胡宜生，永远闭上了双
眼。战斗结束后，胡宜生
决定将京妮父亲的死因告
诉京妮，而京妮坦言尤老
兵在生前已经将真相告知
她，她的父亲是死在了日
军的炸弹下……

天视3套 19:20
■《爱情珠宝》第6、7

集 婚期将至，宫宇灿带
徐水晶和方梓萱一同试
婚纱、拍婚纱照，三人同
行的场景让不知情的外
人很是诧异，也让方梓萱
很是尴尬。宫宇灿在方
梓萱面前和闺蜜徐水晶
肆无忌惮的亲昵举动更
是让方梓萱觉得宫宇灿
完全不尊重自己。方梓
妍在宫宇烨的调教下，假
扮得越来越像真的夏洛
伊，俩人关系也开始慢慢
磨合……

天视4套 21:10

■《模唱大师秀》从
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邀
请多位节目周冠军登上模
唱的舞台为大家带来几场
新春特别节目，这也是《模
唱大师秀》节目组为各位
观众精心准备的一份新春
大礼。本周首先给大家带
来的是京剧专场。

天视2套 20:45
■《今日开庭》有句

老话这么说，说“同行是冤
家”。这不，本期节目就是
两家同行打的官司，那他
们为的是什么呢？

天视6套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