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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文艺院团精心准备 线下剧场、云端演出精彩纷呈

“您为千家万户服务，我为您送演出”
“新时代”和平文艺小分队走进社区

客厅变舞台文化送到家

摄影家、舞蹈家“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走进工地社区

文化“小年”送来春的温暖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

昨日，作为市文联两支“红色文艺轻骑
兵”小分队，市摄影家协会小分队和市舞
蹈家协会小分队分别走进地铁6号线二
期工程景荔道站施工现场、和平区南市
街大都会社区，为留津人员送去文化“小
年”的祝福。

连日来，由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
的“我们的中国梦”——天津市新时代
“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进万家活动正
在津城火热开展。昨天是小年，市摄协
主席李锦河、秘书长包静等一行 10 人
组成的市摄协小分队在这喜气洋洋的一
天走进景荔道站施工现场，他们因地制
宜，在现场搭建起一个简单不失专业的临
时影棚，为一线工人拍摄肖像照。工人中
有不少留津过年人员，来自河北唐山的刘
卓面对摄影家的镜头开心地笑了，留下了
美好的瞬间。他说：“今天是小年，摄影家
专程来给我们拍照，我特别开心，也感受
到特别浓的年味儿。”

在景荔道站建设工地，市摄协小分队
还深入施工一线，用镜头记录工人们忙碌

的身影，并向天津轨道交通集团赠送了摄影
家们拍摄的天津地铁建设的照片。很多喜
爱摄影的工人也借此机会向摄影家们“取
经”，虽然双方职业不同，但大家的话题始终
离不开建设天津、记录天津。李锦河说，市
摄协对地铁建设者的关注已经持续了很长
时间，摄影家们不仅为一线建设者拍下了一
张张照片，更是要反映出他们参与天津城市
建设火热场景。

在和平区南市街大都会社区，市舞协小
分队的到来受到了居民的热烈欢迎。市舞协
秘书长程伟航与天津新文艺群体的优秀舞者
代表，为社区的留津过年人员送来了精彩的
中国民间舞、芭蕾舞、少儿爵士舞等节目。看
了精彩的节目，不少喜爱舞蹈的居民也跃跃
欲试，小分队又为他们进行了专业的舞蹈动
作普及和节目辅导，在欢快祥和的氛围中共
同庆祝小年。现场，和平区文联的书法家们
还为居民们书写了“福”字和春联。程伟航表
示，春节来临之际，市舞协将舞蹈活动带到基
层一线，希望为留津过年人员送来春的温暖，
同时也使大家通过舞蹈的艺术形式，抒发对
伟大时代和美好生活的热爱。

本报讯（记者 张帆 摄影 姚文生）为更好开展“和平夜
话”实践活动、精准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加强与社区群众的
联系和沟通，在春节来临之际，“新时代”和平文艺小分队充分
利用自身灵活机动、因地制宜的特点，结合群众喜闻乐见的艺
术形式，于昨日开展“和平夜话”系列活动暨“新时代”和平文艺
小分队走进犀地社区入户慰问活动。

小分队首先来到了居民吴厚芬家，为她送去充满喜庆
年味儿的“福”字和春联。83岁的吴厚芬身体硬朗精神矍
铄，“以前也写写书法练练字，现在外孙放假了要照顾他，
练字也就放下了。”听到吴奶奶无暇练字，和平文化宫的工
作人员马上拿起手机向她介绍起了文化宫的线上文化资
源，“这里有许多免费下载的有声读物，您可以边听边忙别
的，一点不耽误事儿！”

走出吴厚芬家，小分队一行人又来到不远处夏鹏汉、马刚
老两口家。82岁的夏鹏汉是社区远近闻名的“夏导”，“2014
年我们社区被评为和平区的‘美丽社区’，我们利用社区的力
量自导自拍自演了一部微电影《李大爷的烦心事》。2019年
根据我们社区自发组织志愿指路小分队的事迹，又编排了一
部《阳光下的指路小分队》。”在“夏导”面前表演丝毫马虎不
得，文艺干部罗峰率先为两位“观众”带来了一段快板书《劫刑
车》，“她腰不弯背不驼，一看就能活到二百多……她就是双枪
老太婆！”风趣的演出让二老笑得合不拢嘴。随后，年轻的文
艺志愿者杨育晋又表演了一段独舞《志愿者》，“这段舞蹈是我
听到歌曲《向着党旗飘扬的方向》里面的一段歌词，‘风雨中挺
立，挑战中奋进，一往无前每当号角吹响’，想到了疫情防控期
间下沉社区值守的经历有感而发创作的，献给二老，祝小年快
乐！”年轻人充满活力的舞蹈和积极向上的精气神感染了两位
老人：“跳得太好了，我们为你点赞！”
“听了快板，看了舞蹈，那我给您二老来一个小魔术吧！”

“演出”气氛热烈，和平文化宫副馆长、古彩戏法传承人王迎也
有些“技痒”，即兴表演了一个近景扑克魔术，引得两位老人赞
叹不已，王迎也随即许诺：“您老要是爱看，明年我们还来！”

■本报记者刘莉莉

春节的喜庆脚步越来越近，我市各文艺
院团精心准备了连台好戏，以“您为千家万户
服务，我为您送演出”的方式，陪伴父老乡亲
及留津过年的外地朋友欢度新春。记者自天
津演艺网获悉，腊月二十四至正月初六，将有
戏曲、话剧、相声、歌舞等多个种类的31台、
78场演出在剧场上演。同时，在线演艺垂直
平台“V观剧场”App也已正式上线。岁末
年初，不论走进剧场，还是云端看戏，您皆可
随心挑选。

线下剧场奉献新春文艺盛宴

腊月二十四，《古琴弦歌——高山流水
觅知音》邀您聆听古韵琴声。腊月二十五，
亲子剧《魔术亲子秀第二季——魔法课堂》、
音乐会《时光唱片机》同期上演。腊月二十

六，天津京剧院带来庚子年封箱戏《凤还
巢》，名流茶馆带来精品相声演出。腊月二
十七、二十八，哏都青年相声剧场相声大会
送上欢笑。
正月初一，曲乐连天樱桃树音乐会、

古韵新声民族音乐会等奏响新年新声。
正月初二，闻笑轩剧场相声专场等欢乐
上演。正月初三，话剧《雷雨》、儿童剧
《葫芦兄弟》、天津京剧院迎新春名家名
段演唱会、维也纳施特劳斯传世名作音
乐会、中国大戏院相声剧场众友专场等
精彩纷呈。
正月初四，喜剧《你若安好,那还得了》、

亲子剧《我是霸王龙》、京剧《双娇奇缘》、河
北梆子《金铃记》以及《2021有点牛相声大
会》等登上舞台。正月初五，儿童剧《拇指姑
娘》、京剧《王宝钏》、河北梆子《打金枝》等
与观众见面。正月初六，评剧《借女巧配》等
上演。

“V观剧场”云上演出精彩纷呈

由天津演艺网打造的“V观剧场”App
现已正式上线。“V观剧场”以VR看戏为特
色，官方正版大戏为核心，还具有艺术社交
功能。相关负责人介绍，天津演艺网数字媒
资库现有本地、外地演艺资源500余部，涵
盖话剧、儿童剧、歌剧、相声、魔术、杂技等艺
术种类，还有名家访谈、专家解读等内容。
目前已有130余部在“V观剧场”上线，后期
还将陆续上线新作。至本月底，“V观剧场”
将在每周一推出1元抢周卡活动，高清片源
1元包周随意观看。

春节期间，“V观剧场”将推出新春云上
演出季，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每日上线一
部新剧，包括京剧《穆桂英挂帅》、河北梆子
《龙凤呈祥》、评剧《花为媒》、《电影动漫交
响音乐会》、儿童剧《我和巨人一起长大之少

年鲁班》、昆曲《牡丹亭》、川剧《白蛇传》、黄
梅戏《天仙配》、杂技儿童剧《魔法师与莎
莎》、皮影戏《大闹天宫》、越剧《红楼梦》等。

为留津“外卖小哥”送演出

腊月二十八，市文化和旅游局将组织文
艺工作者前往阿里（天津）中心，为留岗工作
的“外卖小哥”送去一场内容丰富、别开生面
的文艺演出，慰问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城市
建设者，向他们的辛劳付出致以敬意，希望让
留守又留岗的建设者们感受到津沽城市温
情，在这里度过一个温馨快乐的新春佳节。

本报讯（记者张钢）日前，《新神榜：哪吒重生》发布“反击
命运”版终极预告及角色海报，并宣布该片将于明日在全国
37个城市开启IMAX厅超前点映，成为首部与观众见面的春
节档电影。

与传统的“封神”题材影片不同，《新神榜：哪吒重生》的故
事讲述“封神演义”三千年后，机车小哥李云祥意外发现自己
是哪吒转世，然而在他还未与哪吒元神合二为一之际，已有前
世宿敌纷纷前来寻仇。

该片由《白蛇：缘起》原班人马历时四年打造，片中特效量
达到前作的四倍，无论“新哪吒”与三太子的冰火对决，还是龙
王的霸道雷电攻击，激烈而宏大的战斗场面颇为炫目。

春节档首部影片亮相

《新神榜：哪吒重生》开启点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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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仇宇浩）昨天是小年，南开
大悦城南区一楼的大厅里热闹非凡，由中共
南开区文化和旅游局委员会、共青团南开区
委员会、南开区委兴南街道工作委员会主办
的南开区图书馆“您读书·我买单”阅读“零距

离、面对面”便民服务在这里有序进行。
南开区图书馆现场为大众免费注册电子

借阅证，便于大众借阅新书，同时推广馆内春节
期间的线上活动以及丰富的数字资源，为留津
过年的人们献上丰富的文化大餐。活动营造了浓

郁的节日文化氛围，吸引了很多人参与。
“您读书·我买单”阅读“零距离、面对面”

便民服务是南开区图书馆的品牌服务，通过
走出图书馆贴近群众、将“选书权”交给读者
的方式，满足读者对新书的阅读需求。此次

走进大悦城，不仅起到与读者“零距离、面对
面”的服务效果，而且还搭建起公共文化服务
的“社会大平台”，与驻区企业联手推广全民
阅读。

春节期间，南开区图书馆将在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要求前提下，照常开馆，结合南开区第三
十一届“飞雪迎春”系列文化活动，通过开展“南
开文化大讲堂”精彩集锦展播、“南图悦读会·百
年献礼”线上阅读分享、“书香陪您过大年”迎新
春线上阅读活动、“您不知道的老城厢”线上展
览、“您身边的图书馆”视频分享等活动，保障文
化产品供给，丰富假日文化活动，更好满足大众
的文化休闲需求。

南开区图书馆便民服务走进大悦城

留津过节不孤单文化大餐伴身边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小娘惹

（36、37）
天视2套（103）
18:25剧场：明天，会

更好（16、17）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好妻子

(55、56)19:20剧场：向着
胜利前进 (7—10)22:15
剧场：雪海(33、34)

天视4套（105）
21:10 剧场：爱情珠

宝（10、11）
天视5套（106）
19:30 2000年奥运

会男篮决赛 美国VS法国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大法庭20:10 男人世
界21:00 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21:42 多派玩儿动

画《熊出没之探险日记》
（44—52）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小娘惹》第 36、
37集 陈锡派人查探月娘
下落，得知月娘被骗之事，
决定暗助。他派了司机冒
充商人，要向月娘买下那
批“丝绸”，阿桃正高兴有
人“自投罗网”，月娘却不
肯欺骗对方，坦告丝绸是
批假货，其实是不值钱的
粗布，不料对方却不以为
意，仍然要一分不减地买
下那批假货。月娘怀疑
“买家”身份，尾随对方到
医院，才知是陈锡欲暗中
帮她解困……

天津卫视19:30
■《明天，会更好》第

16、17集 格尔坚持不懈
借郝湘宁的名头，找程玮
请教各类医学上的问题，还
时不时抛出些程玮感兴趣
的题目，令程玮颇有好感。
格尔有意两年一届的护士
大会参加名额，但是冯坤坚
持直选本季度的优秀护士，
令最近上课多错过夜班的
格尔机会堪忧……

天视2套 18:25

■《向着胜利前进》第
7—10集 胡队长带着战
狼等人来到兵工厂，战狼
带着桩子潜入，一路救下
村民，摧毁实验室，胡队
长则带领一队战士于兵
工厂外佯攻。战斗激烈
地进行了大半夜，北条也
带着部队赶来增援。最
后关头，兵工厂爆炸，战
狼被冲击波震晕，北条大
为光火，要青木零做替罪
羊，青木零一怒之下杀死
了北条，刺伤了自己，将杀
人的罪责全部推给战狼，
然而还是被日军军官小岛
目睹了一切。战狼被日本
人抓住……

天视3套 19:20
■《爱情珠宝》第10、

11集宏创珠宝派对，方梓
妍版夏洛伊盛装出席，让
众人惊艳，更意外的是，当
现场主持人因故迟到时，
方梓妍勇敢担起珠宝秀的
解说工作，让所有人都佩
服“夏洛伊”在珠宝方面
的知识和见地。有了明
确目标的宫宇烨，为得到
父亲的认可也开始发力，
在宏创珠宝的未来发展定
位方向上，与二弟宫宇辉
各持己见，颇有针锋相对
的意思……

天视4套 21:10
■《今日开庭》原告

赵先生，在家具城订购了
一套红木家具，可买回去
才发现，这套家具竟然褪
色。被告家具厂商，拿出
相关证据，坚称自己所售
的家具符合红木材质的标
准，那么，按照《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被告是否要承
担赔偿责任呢？

天视6套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