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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院迎新春演出《双娇奇缘》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昨天，天津京剧院迎
新春演出在滨湖剧院奉献一出《双娇奇缘》。
《双娇奇缘》包含拾玉镯、法门寺、大审等几折戏，说的是孙

玉娇、傅朋以绣鞋、玉镯互为表记定终身，刘媒婆持玉姣绣鞋归
家，被其子刘彪所知，持鞋讹诈傅朋，经地保刘公道劝散。刘彪
夜至孙家庄，误将玉姣舅父舅母杀死。将玉娇舅母头投入刘公
道家朱砂井中，刘公道惧罪，打死长工宋兴灭口。郿坞县令赵廉
不察，将傅朋屈打成招，押入狱中。宋国士之女宋巧姣得悉原
委，乘刘瑾侍皇太后至法门寺降香时，叩阍上控。刘瑾令赵廉复
查此案，斩刘彪、刘公道，奉旨孙、宋二姣赐婚傅朋。

此剧生旦净丑行当齐全，剧情紧凑好看。天津京剧院此
次演出，宋巧娇由“梅花奖”得主王艳饰演，王嘉庆、陈嫒、赵
华、邵海龙等分饰其他角色。

据悉，初五该院将演出《龙凤呈祥》。

上映三天票房过10亿元

《你好，李焕英》缘何成为最大黑马？

本报记者兵分多路采访留津过年人员，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津味儿牛年——

“我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儿和暖意”

中国田协公布2021年国内赛事计划

8月起将迎四项重磅赛事

■本报记者翟志鹏刘莉莉张帆

在津过年，津津有味。今年春节，我市各
文化单位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用浓
浓的津味儿文化年温暖着留津过年的异乡
人。日前，本报记者兵分多路采访了多位留
津过年人员，通过他们的视角勾画出欢乐祥
和的津味儿牛年。

王猛：天津承载着
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天津歌舞剧院青年声乐演员王猛来自河
北保定。大年三十，没有回老家过年的他和
妻子、孩子，通过视频给老家的父母亲朋拜
年。大年初三，王猛走上天津音乐厅的舞台，
参加了“祖国之恋”男高音石广羽独唱音乐会
的演出。第一次春节期间在津演出的他，看
到热情的天津观众，感觉就像回到了老家串
门拜年一样。
谈到这个春节要怎么过，王猛告诉记者：

“这个春节，我们要带孩子到天津各处文化场
馆、公园、商场转转。”谈到自己心目中的天津，
他说：“我来自河北，我的妻子来自山东。天津
是一座非常包容的城市，各行各业都有很多异
乡人留在了天津，成为了新天津人。我的孩子

今年两岁了，将在天津文化的熏陶下长大，天津
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曹恩宁：希望在天津扎根
大年初四，天津大剧院保安部员工曹恩

宁像往常一样来到剧院，为当天演出的话剧
《雷雨》做安保、检票工作。曹恩宁的老家在
河北衡水，为了响应“就地过年”倡议，同时也
考虑到春节期间剧院还需要值班人员，他选
择了留津过年。他告诉记者，他非常热爱这
份工作，他的岗位或许很小，却是天津文化事
业中的一环。工作期间，曹恩宁有机会接触
到世界各地来津的名团名家演出，不过给他
留下印象最深的则是《海河人家》《雷雨》两部
天津人艺的本土作品，因为这两部作品让他
更好地认识了天津。

谈到对未来的展望，曹恩宁有些害羞地
告诉记者，他的女朋友是一位天津姑娘，他希
望能在天津扎根。无论是自己的感情、工作，
还是天津观众和天津同事身上所散发出的热
情与幽默，都已让他爱上了这座城市。

杨平：无论来自何方
今夜都是天津人

山东临沂姑娘杨平和两个表妹都在天津

工作。春节前夕，姐妹三个一起打定了主意：
“咱积极响应倡议，就地过年吧！”杨平来天津
工作已经10年了，但在天津过年还是头一
次。她想借此机会更好地了解天津的美、领
略天津的风情。

除夕夜，姐妹三个一起吃了一顿丰盛
的团圆饭；大年初一，白天看电影、逛古文
化街，晚上赏天塔、游海河，天津大街小巷
的浓浓年味儿让杨平感慨万千。她说：“无
论是泥人张、杨柳青年画里的古风民俗，还
是海河夜晚璀璨的灯火，这样的文化年、民
俗年让我体会到了天津的文化魅力。人群
之中、口罩之下虽然看不到大家的笑脸，但
能感受到大家众志成城，奔向美好生活的
信心和愿景。特别是看到天塔上打出来的
字‘无论来自何方，今夜都是天津人’，我更
是热泪盈眶。天津用温馨、温暖、温情给了
每个异乡人一个特别的春节。奋斗于斯，
生活于斯，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李满红：第一次和来自
五湖四海的姐妹们过年

李满红是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的
一名技术工，今年是她来到天津的第15个年
头，也是第一次没有回家乡河北廊坊过年。

公司为留津员工申请了留津过年补贴，还在
除夕夜举办了联谊晚会。晚会上，李满红与
同事们猜灯谜、赢福袋、看春晚，吃上了热腾
腾的水饺，她还演唱了《山歌好比春江水》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歌曲。她说：“一个人
在天津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姐妹们一起过年，
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感受到了浓浓的年
味儿和暖意。”

天津不但让李满红收获了事业，更圆了
她儿时的艺术梦。她告诉记者：“我从小就常
听收音机里的歌，自己在田间地头唱，可惜没
有机会接受正规训练。一次演出后，我结识
了天津的歌唱家宋茂斌，2015年开始跟随宋
老师系统学习声乐。”近年来，李满红多次在
声乐比赛斩获殊荣，还成为了一名青年志愿
者，先后获评滨海新区“优秀外来建设者”“滨
海好人”“优秀巾帼志愿者”等称号。通过公
益演出、辅导演唱等方式，她正将在天津实现
的艺术梦传递下去。

■本报记者张钢

春节假期临近尾声，春节档电影市场的
激烈竞争也逐渐水落石出。票房方面，除了
《唐人街探案3》遥遥领先外，贾玲执导的《你
好，李焕英》成为最大黑马，不仅上映三天票
房过10亿元，而且在大年初四实现反超，观
众口碑、上座率以及单日票房等指标均压过
《唐人街探案3》。从目前情况看，“李焕英”
最终拿到春节档票房冠军并不现实，但业界
和观众对这部温情喜剧片的认同非常明显。
那么，“李焕英”为何广受观众欢迎呢？

首先，《你好，李焕英》是中国首部将小品
改编的电影作品，当年这部小品颇受欢迎，奠定
了牢固的群众基础。小品改成电影后在春节
档上映，又以怀旧、亲情为主打看点，在内容和
题材上占尽优势。在表现形式上，该片亮点明
显，成功规避了“一部被抻长小品”的风险。影

片各种场景转换有着小品式的外壳，但剧情的
几次反转尤为感人，李焕英对同伴、对母亲的
“善意的谎言”被戳穿后，泪点与温情，与影片的
喜剧形式形成了对照。“穿越”题材在几年前风
靡电影市场，但之所以佳片不多，就是因为没有
解决“为何穿越”这个难题。“李焕英”的成功就
在于此，对上世纪80年代的怀旧、对已逝母亲
的追思，这个“铭记父母的爱”的故事获得了观
众的广泛共情。
在网络上，不乏网友对该片的质疑，最大

的槽点就是故事发生地在湖北襄阳，但片中
人物都用了东北方言，有刻意沿用“小品”之
嫌。其实，这个细节恰恰是影片真实性的展
现。上世纪50到80年代，东北重工业基地
完成了支援全国三线建设最大任务量的时代
重任。东北的各大工厂和学校，带着自己的
技术和设备奔赴祖国各地，建设祖国，并在那
里落地生根。片中展现的东方化工厂，其中

一部分就是从吉林化工厂拆分出来的，这次
在影片中去展现这个细节，说明她确实在用
自己的真实经历讲述真情。

近年来电影圈有个有趣的现象，一般超高
票房的电影都是非科班导演的作品。从当年
启动“唐探”系列的陈思诚、执导“战狼”系列的
吴京等，一直到现在的贾玲，他们要么是“演而
优则导”的转型导演，要么是没有导演经验的新
人，为何他们的作品会压过那些著名导演的作
品而大卖呢？其原因一是因为他们没有背负
名气所带来的压力，二是选材新颖。以贾玲为
例，她此前出演的电影不多，甚至没有演过女一
号，但她挖掘出了自己小品的精髓，用自己的亲
身经历讲述真情，这份真情打动了观众，进而赢
得了超高的票房。电影导演这行工作的确是
有门槛要求的，但具有创作激情，用自己的真情
付出，用朴素的故事与观众产生共鸣等这些因
素往往会比导演的技巧和经验更重要。贾玲，
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文化观察

“津武英雄”闪耀央视春晚
本报讯（记者 张帆）在今年的央视春晚中，武术节目《天

地英雄》广受赞誉。这个节目是由国家武术表演队承担表演
任务，其中有三位运动员来自天津武术队，这也是天津武术队
的队员连续第二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现借调至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的天津武术队领
队兼教练王菊介绍说，此次参与央视春晚武术节目任务的三位
天津武术队队员是王金升、胡延昌和商天恒，他们与吴京、甄子
丹以及来自其他省市的武术运动员一起完成了武术节目《天地
英雄》的创作。王菊说：“我是以总负责、协调兼教练的身份负责
此次国家武术表演队参与春晚节目的整体排练和队员们的生活
保障。国家武术表演队从1月15日起就进入国家体育总局老山
基地进行封闭训练，封闭训练之前，来自9个省市的参演人员都
要先进行核酸检测和隔离，训练过程非常辛苦，就是两点一线的
训练生活，有时候还要通宵进行排练。”
对于参演武术节目的运动员来说，最大的挑战来自于节

目的编排会随时进行改动，几乎每天的排演内容都不尽相
同。王菊说：“所有参加排练的运动员一直是毫无怨言，齐心
协力相互配合，最终顺利地完成了表演任务。节目中，三名天
津武术队员表演的是武术对练，这也是天津武术队的传统优
势项目。王金升、胡延昌和商天恒都获得过全国最高水平比
赛的冠军，结束这次春晚表演后，他们马上又要全力投入到陕
西全运会的备战当中。”

武汉卓尔更名“武汉队” 日韩外援成香饽饽

中超俱乐部名称中性化进入尾声
本报讯（记者赵睿）昨天，武汉卓尔俱乐部

宣布更名为武汉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至此，
16家中超俱乐部中的13家名称已经基本完成
去企业化，其余3家俱乐部将于不久后官宣。
去年12月14日，中国足协在上海召开

职业联赛治理会议，重点布置的工作之一就
是推进三级职业俱乐部名称去企业化。这项
工作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要求
之一，而且预留了两年的缓冲期，所以中国足

协在会上和会下的态度都很坚决，按照规定，
本月底之前各职业俱乐部名称必须去企业
化，新名称审核未通过不予注册。

已启用新名称的队伍是广州队、广州城、
深圳队、江苏队、上海申花、上海海港、天津津
门虎、河北队、青岛队、山东泰山、大连人和武
汉队，正在公示的长春亚泰如无重大转折，这
支球队将保留原名。还没有官宣的分别是北
京国安和拟更名为河南嵩山龙门、重庆两江

竞技三家俱乐部，其中北京国安的状况稍复
杂，备选名称中也有北京队一说。

另据消息，山东泰山昨天宣布韩国外援孙准
浩正式加盟。1992年出生的孙准浩司职中场，是
2020年韩国K联赛MVP。昨天上午，泰山队留
守济南的教练员和球员前往海口，孙准浩也跟随
球队一同前往。另外，泰山队还和日本浦和红钻
的前锋莱昂纳多、法甲里昂中场蒂亚戈·门德斯传
出了相关引进信息。本赛季中超转会“冬窗”期

间，泰山队动作连连，但在亚冠被禁赛后，球队是
否继续“大手笔”引进是一个问号。

有望顶替山东泰山出战亚冠的上海海港
也与亚外传出绯闻，有消息称，现效力于西甲
埃瓦尔的日本球员乾贵士收到了上海海港的
报价，他正认真考虑在西班牙效力6个赛季
之后是否继续留在西甲。在“限投限薪”的背
景下，中超豪门俱乐部在外援引进方面把目
光投向了性价比不错的日韩球员。

本报讯（记者申炜）昨天，英超联赛进
行了第24轮的比赛。曼联客场1：1战平
弱旅西布罗姆维奇，已经被“领头羊”曼城
甩开7分差距。此役，为西布罗姆维奇打
入一球的是泰达前外援迪亚涅。

西布罗姆维奇目前深陷降级区，为加
强进攻能力，“冬窗”的时候从土超租借签
下迪亚涅直至本赛季结束。在加盟球队
后，迪亚涅的融入速度很快，并很快占据了
主力位置。面对实力强大的曼联，开场仅
仅88秒，迪亚涅就力压防守到位的林德洛
夫头球破门，为本队率先打破僵局。

迪亚涅的进球让曼联措手不及。终场
前，曼联才凭借费尔南德斯禁区内的半侧
身凌空抽射扳平比分。下半场，曼联的表
现有所提升，但随着终场前马奎尔头球击
中立柱，他们最终只带走1分。这意味着
曼联已被积53分的曼城甩下7分，而且
“领头羊”还少赛一场。另外，第三名莱斯
特城已追至和曼联平分。

此役的结局让曼联离英超冠军渐行
渐远，主教练索尔斯克亚赛后说：“我说
过我们不会谈论，但我们现在所处的位
置，大家的努力值得称赞。我们会加快
步伐，不会过早放弃努力。”这里的“谈
论”指争冠。

本赛季前半程，曼联的表现相当出
色，一度领跑英超积分榜。不过随着曼
城取得连胜战绩，曼联似乎已经失去了
竞争力，最近 7 轮联赛只取得了 2 胜 4
平 1 负的战绩。对于一支想要夺冠的
球队而言，这样的成绩是远远不够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曼联正在远离英超
联赛的冠军。

遭泰达旧将攻破球门

曼联先掉链子后掉队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中国田径协会昨天在官网公布了
2021年国内赛事计划，8月份开始将迎来四项重磅赛事，分别
是钻石联赛上海站、深圳站、成都大运会田径赛、陕西全运会
田径赛。

东京奥运会延期，使得奥运会资格赛和全运会资格赛接
连举行。奥运会选拔赛同时也是2021年全国田径冠军赛，将
于6月11日至13日在浙江绍兴进行。全运会资格赛同时也
是2021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将于6月24日至27日在重庆举
行。在全运会开始前，西安有一场十四运田径测试赛暨田径
邀请赛，计划表里还有杭州亚运会田径测试赛暨田径邀请赛，
这两项赛事大概都在五月份进行。

8月份开始，中国田径将陆续迎来四项重磅赛事。分别
是：8月14日在上海进行的钻石联赛上海站、8月22日在深
圳进行的钻石联赛深圳站、8月23日至28日在成都进行的世
界大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9月20日至26日在西安进行的全
运会田径赛事。11月24日至27日，在汕头还将进行2021年
亚洲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6：3、6：4、6：2，纳达尔战胜意大利
名将、前澳网男双冠军弗格尼尼，收获硬地赛500胜，生涯第
13次跻身澳网八强，追平克劳福德与奎斯特的纪录，并列历
史第3位，仅次于费德勒的15次与纽康比的14次。这也是他
生涯第43次跻身大满贯八强，自从去年法网开始，他已经在
大满贯赛事中连赢33盘，创造生涯最长纪录。

34岁的纳达尔此前已有12次杀进澳网男单1/4决赛，此番
他在前三轮全部以3：0横扫，创造了大满贯连赢30盘的个人新
纪录，也达成了第50次挺进大满贯十六强的成就。33岁的弗格
尼尼现男单世界排名第17位，这是他第4次打进澳网男单第四
轮。此前双方曾有过16次交手，纳达尔12胜4负占据优势。在
双方的第17次交锋中，纳达尔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直落三盘获
胜。纳达尔已经在去年法网夺得生涯第20个大满贯冠军，与费
德勒并列男网历史第一。费德勒缺席了今年澳网，纳达尔迎来
了夺取第21冠、超越费德勒独占历史第一的机会。

梅德韦德夫以6：4、6：2、6：3横扫麦克唐纳德，首次打进澳网八
强，也是大满贯赛场上的第29场胜利。卢布列夫在6：2、7：6（3）领
先时，收到鲁德的退赛礼，首次打进澳网男单八强。贝雷蒂尼因
腹肌受伤退赛，西西帕斯不战而胜第二次晋级澳网八强。男单
1/4决赛中，德约科维奇VS小兹维列夫、迪米特洛夫VS卡拉
采夫、卢布列夫VS梅德韦杰夫、西西帕斯VS纳达尔。

佩古拉6：4、3：6、6：3爆冷淘汰斯维托丽娜，首进大满贯八
强。布拉迪6：1、7：5淘汰韦基奇，第二次跻身大满贯八强（去年
美网四强）。巴蒂以6：3、6：4击败罗杰斯，取得大满贯赛场上的
第40场胜利，第3次闯进澳网八强。穆霍娃以7：6（5）、7：5力克
莫滕斯，生涯首进澳网八强。女单1/4决赛，巴蒂VS穆霍娃、布
拉迪VS佩古拉、大坂直美VS谢淑薇、小威VS哈勒普。

混双首轮最后一场比赛中，“津花”徐一璠搭档阿根廷选
手冈萨雷斯以6：4、3：6、7：10遭跨国组合梅洛/兹沃娜列娃
逆转。至此，中国“金花”在本届澳网全线出局。

硬地赛500胜

纳达尔第13次跻身澳网八强本报讯（记者 申炜）在AC米兰和尤文
图斯纷纷落败的情况下，国际米兰昨天抓住
了机会，主场3：1击败拉齐奥，登顶积分榜。
国米最近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球队的表
现对于俱乐部来说也算是很好的安慰了。

面对实力不俗的拉齐奥，国米开场后在
控球率上就处于劣势，全场比赛只有35%。
不过国米的防守反击相当犀利，7次射正打
进3球，而拉齐奥6次射门只收获1粒进球，
进攻效率高下立判。第21分钟，劳塔罗禁区
内被铲倒，裁判通过视频回放后确定点球，卢
卡库主罚命中。半场结束前，卢卡库抽射破
门，打入本场比赛第二粒进球，将比分改写为
2：0。

比分落后的拉齐奥随后发动反扑，第60
分钟，米林科维奇主罚任意球击中队友埃斯
卡兰特后折射入网。不过仅仅过了3分钟，
卢卡库中场得球突破至对方禁区后横传给劳
塔罗，后者轻松推射空门得手，最终国米3：1
获胜。积分榜上，国米以1分优势反超AC
米兰，登顶榜首。

赛季开始前，没人能想到国米有机会冲
击联赛冠军，甚至连本队球迷都不敢奢望。

如今，孔蒂的球队正在一步步接近这个梦想，
考虑到俱乐部目前正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
甚至不排除投资商出售俱乐部的可能。如果
国米可以最终夺冠的话，这或许是最好的结
果，对于国米的未来是相当有利的。

赛后，孔蒂表示：“积分榜登顶这个目
标，我们已经追逐了很久，战胜强敌后，我
们终于实现了目标。”下轮比赛，意甲将上
演米兰德比，国米想要稳坐榜首，就必须战
胜AC米兰。

击败拉齐奥 领跑积分榜

国米1分力压米兰下一轮将巅峰对决

据新华社电 德甲拜仁慕尼黑俱乐部14
日宣布，现效力于莱比锡的法国后卫乌帕梅
卡诺将于今年7月1日加盟。双方签约5年
至2026年6月底。

现年22岁的乌帕梅卡诺司职中后卫，代

表法国国家队出场3次。他于2017年1月
从奥地利萨尔茨堡转会至莱比锡，逐渐成长
为球队主力中后卫，共代表莱比锡出战102
场德甲比赛，并攻入4球。
拜仁俱乐部负责体育事务的董事

萨利哈米季奇表示：“乌帕梅卡诺将成
为球队未来的重要基石，对此我们深信
不疑。”

此前，萨利哈米季奇已经在《体育图片
报》的采访中确认了此次转会。据悉，为了
完成此次交易，拜仁支付4250万欧元解约
金激活了乌帕梅卡诺与莱比锡合同中的离
队条款。

拜仁慕尼黑签下法国后卫乌帕梅卡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