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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第三阶段3月开打 中旬“插播”全明星周末

天津男篮将首战深圳
从“方寸直播”到“V观剧场”，从静态展览到动态演艺直播

文化“云”盛宴年味也浓足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年斯诺
克威尔士公开赛昨天开赛，在揭幕战中，
丁俊晖打出单杆52分和102分，以4：1
淘汰吕昊天。

本届威尔士赛，丁俊晖首轮与吕昊天
进行内战，此前二人两次交手，丁俊晖保
持全胜。再度相遇，丁俊晖以78：8先声
夺人，吕昊天以70：38扳回一局。丁俊晖
逐渐掌控随后的比赛，最终顺利过关，将
在第二轮对阵庞俊旭，后者首轮打出单杆
61分、86分和81分，4：0横扫阿兰·泰勒。

此外，赵心童打出一杆143分以4：2
淘汰布雷切尔，肖国栋4：0横扫博伊科。
梁文博1：4负于乔·奥康诺，李行0：4不
敌马丁·奥当纳，常冰玉3：4惜败于乔·佩
里，罗弘昊0：4乔丹·布朗，袁思俊1：4杰
米·琼斯，范争一3：4遭杰克·琼斯逆转。

本报讯（记者申炜）继佩莱、胡尔
克、沙拉维等人之后，昨天又一位大牌
外援离开了中超赛场。大连人俱乐部
发布官方通告，确认龙东租借加盟俄
罗斯莫斯科中央陆军，合同到今年夏
天结束。

委内瑞拉球星龙东2019年夏天从
西布朗维奇转会加盟大连队，转会金额
高达1830万欧元左右。加盟大连人后，
龙东为球队出场28次，打进14球，并送
出7次助攻。龙东与大连人的合同到
2022年底到期，此次租借中央陆军的合
同到本赛季结束，理论上他在今天夏天
可以回归，帮助大连人征战中超。

由于新赛季中超要等到四月后才
能开战，而且期间穿插了亚冠和世预赛
等多项赛事，如何安排赛程将是一个难
点。在这种情况下，大连人选择将龙东

租借出去，赚取了50万欧元左右的租借
费用，不失为一个节约支出的最佳选择。

不过，在租借期满后，龙东能否回归
大连人，还是一个未知数。要知道此前
上海申花的伊哈洛租借加盟了曼联，期
满后并没有返回上海，而是加盟了利雅
得青年。在中国足协的限薪令面前，中
超俱乐部必须要掂量自己的支出总额，
高薪外援的离开也就无法避免了。

抛弃高价外援，转而投资培养年轻
球员，已经成为中超球队的共识。昨天，
北京国安宣布从江苏队签下了高天意，
球队的U23短板就此补上。随着曹永
竞、高天意两名年轻球员今年冬窗期加
盟，国安正有序推进阵容年轻化。上赛
季国安的主力阵容结构偏大，优化球队
年龄结构成为了当务之急的工作，从目
前来看还是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这场比赛对于切尔西来说其实并
不容易，上半时小将亚伯拉罕受伤离
场只能被吉鲁换下。没想到第31分
钟，吉鲁运气爆棚，他在无人看防的情
况下打空门得手，帮助球队取得领
先。第39分钟，切尔西开出角球形成
禁区内混战，维尔纳在后点包抄打空
门得手，打破了自己长达14场的联赛
进球荒。最终，切尔西2：0取胜，维尔
纳拿到了此役的最佳球员。

自从图赫尔上任后，切尔西已重新
回到胜利的轨道中，不过维尔纳的进球
荒仍在继续，这也成为一大难以攻克的
难题。本轮比赛，维尔纳的爆发让所有
人如释重负，他也打破了英超1000分
钟的球荒。图赫尔赛后说：“对此我感

到非常高兴，他过去几场都很努力。”
图赫尔让切尔西面貌一新，除了他

执教球队后首轮被狼队逼平，之后4场
联赛，先后击败了伯恩利、热刺、谢菲联
和纽卡斯尔联，再加上足总杯客场1：0
击败巴恩斯利，切尔西双线连续赢下了
5场比赛，他们现在落后曼联和莱斯特4
分，但身后也有利物浦紧追。

在德甲赛场上，刚刚拿到世俱杯冠军
的拜仁，本轮主场迎战升班马比勒菲尔
德，看上去一场悬念不大的比赛，拜仁上
半场就连丢两球。莱万多夫斯基扳回一
球后拜仁再丢一球，好在拜仁随后又打入
了两球，艰难地以3：3逼平对手。本轮过
后，拜仁领先优势从7分被缩小为5分。

本报记者申炜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昨天，CBA
联盟向各队发放常规赛第三阶段赛
程。比赛将于3月1日开始，继续在
浙江诸暨采取赛会制，总决赛要在5
月1日前结束，全明星周末定在3月
19日到21日。天津先行者男篮将于
2月28日前往赛区，首轮轮空，首战
将于3月4日11点迎战深圳队。
CBA联盟在下发的公函中表示：由

于原定2月17日在卡塔尔多哈开始的男

篮亚预赛小组赛因疫情原因无法举行，国
际篮联目前尚未确定后续时间，第十四届
全运会预赛与东京奥运会落选赛等赛事后
续也将进行。为保障国家男篮2021年整
体备战及参赛工作，经中国篮协批示，
2020—2021赛季CBA联赛常规赛第三
阶段及后续比赛将继续采用赛会制方式于
3月1日开赛，并于5月1日前结束。

第三阶段比赛为第40轮至47轮，3月
1日至18日进行。3月19日至21日为全明

星周末。第四阶段比赛为第48轮至56轮，
3月24日至4月13日进行。季后赛于4月
16日至5月1日进行。天津队第40轮轮空，
首战将于3月4日开始，对手为深圳队。

在男篮亚预赛小组赛时间和地点改
来改去至今无法确定的情况下，韩国篮
球联赛KBL为了防止再次因为亚预赛
而中断，计划向国际篮联提议在6月进
行窗口期的比赛。有消息称，中国男篮
也可能派U18队参赛。

维尔纳打破进球荒

豪取4连胜切尔西换帅如换刀

自从果断地
用图赫尔取代兰
帕德之后，切尔
西果然面貌一
新。在昨天进行
的英超第24轮
比赛中，他们2：0
击败纽卡斯尔
联，夺得4连胜
的同时也杀回
到积分榜前四。

图为切尔西队球员维尔纳（左）与纽卡斯尔联队球员海登拼抢。

威尔士公开赛

丁俊晖收获开门红

■本报记者刘莉莉张帆

春节期间，我市文化有关部门积极
从“云”中探索新路，从“方寸直播”平台
到前不久正式上线的“V观剧场”App，
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努力为观众提供优
质的线上观剧体验；市群艺馆过年不打
烊，从静态展览到动态演艺直播，丰富
的文化活动天天与观众见面。

“V观剧场”新春云上演出
季每日有新剧
“V观剧场”以VR（虚拟现实）看

戏为特色，官方正版大戏为核心，同时
还具有艺术社交功能。据相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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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话
剧、儿童剧、歌舞、戏曲、曲艺、杂技等，
目前已在“V观剧场”上线百余部，后
期还将陆续上线新作；在“V观剧场”
的VR专区，可以体验720度3D立体
实景环绕式舞台展示，比如观看交响
伴奏版芭蕾舞剧《天鹅湖》，既能看到
舞台上演员的风姿，又能欣赏到乐池
中的交响演奏；“艺友圈”功能为演员
和观众提供一个艺术社交的平台，目
前已有50位名家新秀入驻。

春节期间，“V观剧场”推出新春
云上演出季，正月初一到十五，每日上
线一部新剧，包括京剧《大唐贵妃》、河

北梆子《龙凤呈祥》、评剧《花为媒》、鼓曲
剧《羽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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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戏《大闹天宫》、越剧《红楼
梦》、音乐会《国乐盛典》等。

市群艺馆4场线上直播总播
放量超过360万次

春节前夕，市群艺馆与河西区文旅
局共同承办的“欢乐祥和中国年”天津市
公共文化志愿者慰问春节留津人员专场
演出以线上直播的形式发布，也开启了
春节线上文化活动的序幕。此次演出是
献给环卫工人的，他们都是家在外地、留
津过年的普通劳动者。

大年初一到初四，市群艺馆在国家公
共文化云天津频道、微信平台以及微博平
台陆续开展4场演出直播活动。大年初一
的“戏曲迎春金牛贺岁”戏曲网络惠民专
场演出将越剧、京剧、评书等传统艺术形
式相结合；“笑迎新春”津味相声网络惠民
专场演出展现津味传统相声精华；“金牛
迎新舞动青春”街舞专场网络惠民演出是
针对青年受众群体打造的街舞专场演出；
“致敬经典”影视金曲网络演唱会以影视
金曲为主，电声乐队现场伴奏。

2月26日（正月十五），市群艺馆还
将推出“开心中国节”津味相声元宵节网
络惠民专场演出，荟萃津味传统相声。
“金牛迎春”天津市春联书法作品展

正在市群艺馆展出，同时该展也在“国家
公共文化云天津频道”网站展厅及市群
艺馆网站同步展出。此次展览将书法艺
术与楹联文学相结合，60余幅春联书法
作品来自于各区文化馆书法创作骨干，
基本代表了我市目前群众书法创作的整
体水平。

市群艺馆副馆长崔玉杰介绍说，今
年为了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市群艺馆
准备了丰盛的线上文化大餐，“从初一到
初四的4场直播可以说覆盖了全年龄段
受众，从直播回馈的数据来看，效果也非
常显著，总播放量超过了360万次，其中
初二的相声专场单场破百万。让全国观
众通过线上平台欣赏到了来自天津的春
节文化大餐。市群艺馆作为公共文化服
务的供给方，通过这种直播的形式打破
了地域限制，拓展了服务领域，也契合了
疫情防控的需要，可以说是一次非常有
益的尝试。”

此外，市群艺馆还在短视频平台上
开展了“天津味，中国年”的短视频征集
活动，活动从腊月二十九开始，短短几天
播放量已经攀升到了近200万次，很多
作品让人眼前一亮。

本报讯（记者 张钢）截至2月16
日上午9时30分，中国电影市场2021
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总
观影人次达2.29亿，总场次1638.74
万。与此同时，今年春节档票房突破
60亿元，再次刷新春节档票房纪录。

目前，“春节档将迎来井喷”“《唐人
街探案3》一骑绝尘”都在此前的预测之

中，而“《你好，李焕英》后来居上”与“《人潮
汹涌》成遗珠”却成为两大意外。

在大年初四实现对《唐人街探案3》
的票房反超后，截至昨晚8时记者发稿
时，《你好，李焕英》达到21.41亿元票
房，这一成绩使得贾玲打破刘若英《后来
的我们》取得的13.6亿元的纪录，成为
中国影史票房最高的女导演。凭借真挚

的母女亲情和讨巧的穿越设定，该片赢
得了观众的口碑。该片的拍摄地襄阳东
方化工厂现已成为网红打卡地，众多观
众因为喜欢该片而特意到那里拍照留
念。伴随口碑的上升，该片票房后来居
上，不仅取代“唐探3”拿到单日票房冠
军，而且正以两倍的速度进行赶超。

尽管导演饶晓志和片方都在呼吁院
线方给《人潮汹涌》多排一两场黄金场，
但为时已晚，该片上映五天票房刚刚过
亿元，在七部影片中垫底的成绩，成为今
年春节档的遗珠。作为一部都市黑色幽
默喜剧，该片有着刘德华、肖央等加盟，
剧情紧凑，节奏张弛有度，情节荒诞有
趣，被网友打出7.4分，这一分数位居春
节档影片的第二位，仅次于《你好，李焕
英》的8.4分。由此，电影界内部以及观
众都觉得该片目前的成绩着实憋屈。有
网友算了一笔账：目前刘德华入驻抖音，
不到两天时间便迎来4000万“粉丝”，这
些“粉丝”即使单独买票看片，按平均票
房50元计算，也能有20亿元的票房实
现。对于这部品相不错的影片，之所以
票房惨败，还是因为发行策略的失误。
相比其他几部同档电影，该片并不具备
春节特色，而春节前长达一个月时间的
空档期，如果该片选择提前上映，绝不会
落得勉强过亿的地步。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姚文
生）大年初五，天津京剧院在滨湖剧
院演出经典剧目《龙凤呈祥》。
《龙凤呈祥》这出戏是梨园界在

节庆之时经常上演的经典之作，剧
情丰富，情节生动，场面宏大，耳熟
能详的唱段、精彩的开打场面兼
具。正所谓“生书熟戏”，越是耳熟

能详的传统经典就越受戏迷欢迎。
此次演出天津京剧院排出了实力

演员合作的阵容,由“梅花奖”得主吕
洋以及国家一级演员吴凡、王嘉庆、
李宏、王大兴、焦鹏飞、马国祥、王志
钢等共同演出。行当齐全、流派纷
呈、文武兼具，舞台亮点不断，博得戏
迷掌声阵阵。

2021年度总票房过百亿元 春节档突破60亿元

春节档电影“双喜临门”

京剧院唱响经典《龙凤呈祥》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6：2、6：2，三
届大满贯冠军大坂直美轻取首次打进大
满贯八强的35岁中国台北老将谢淑薇，
继2019年后重返澳网女单四强，这是她
生涯第4次挺进大满贯半决赛，此前3
次都拿到冠军。

世界排名70开外的谢淑薇是下半
区八强中唯一的非种子和非大满贯女单
冠军得主，但她双正双反变化多端的打
法让大坂直美这样的力量型选手很难
受。此前双方五度交手，有四次都打到
了决胜盘，唯一一次两盘完赛还是谢淑
薇获胜。这一次，大坂直美赢得异常轻
松，直落两盘且比分相差悬殊。另一边，
小威以6：3、6：3战胜哈勒普，时隔四年
后第9次打进赛会四强，将与大坂直美
争夺决赛入场券。

男单1/4决赛中，世界排名第114
位的俄罗斯黑马卡拉采夫再续神奇，在
2：6先输一盘的情况下，以6：4、6：1、6：2
连扳三盘逆转有伤在身的前赛会四强、
保加利亚名将迪米特洛夫。卡拉采夫首
次出战大满贯正赛即杀入半决赛，本届
澳网之前他生涯里总共完成的巡回赛级
别比赛还不足20场。德约科维奇以6：7、
6：2、6：4、7：6逆转A·兹维列夫，达成生
涯澳网80胜。这也是他在四大满贯中
首个取得80胜的赛事。小德生涯9次
跻身澳网四强，前8次全部夺冠。这也
是他生涯第39次跻身大满贯半决赛，前
38次夺得17个冠军。半决赛中，小德
将迎战卡拉采夫。

大连人外援租借加盟俄超

中超“离职潮”还没完
“女黑马”停步了
“男黑马”还在狂奔

小威小德都赢了
澳
网

崇高的追求与理想
赵世炎虽然年轻，但却是一位

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他有很多传
奇故事。比如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
会议，发现被特务跟踪，怎么也甩不
掉。正在他着急时，突然见对面走
来一位与自己打扮得一模一样的青
年。这个青年靠近他时悄悄说：“快
躲进那边饭馆，我来对付特务。”赵世
炎这才发现这位青年是区委机关的夏
之栩(女同志)，是专门来掩护他的。脱
险后的赵世炎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区
委女同志会在暗地里掩护他。后来成
为他妻子的夏之栩告诉赵世炎，她常
听李大钊表扬赵世炎如何如何能干，
所以心生好感，于是便有了主动暗中
掩护他的“跟踪行动”。
“哈哈……你太好了！”赵世炎后

来与夏之栩相恋，并结成革命伉俪。
然而才结婚没多少日子，敌人就

在赵世炎家将他逮捕了。开始他们并
不知道赵世炎的真实身份，只是发现
他家有3万多银元。这可是一笔不小
的数目！
敌人对他施以严刑却没有获得结

果，赵世炎也是被叛徒出卖了。这3
万元是赵世炎保管的党产，他一家人
从未碰过这钱。敌人识破他的身份
后，嘲笑他“傻到家”。赵世炎则如此
回应那些见财眼开的反动派：“你们怎
知共产党人心里想的是什么！”
“想什么？”敌人问。“我们想的是

广大劳苦大众的幸福生活和明天有个
美好的国家。”“傻，彻底地傻了！”敌人
听后大笑起来。他们自然无法懂得共

产党人崇高的追求与理想。
1927年7月19日，赵世炎在被关押

17天后，敌人接到了刚刚得知赵世炎真实
身份的蒋介石下达的“即刻就地枪决”的
指令。那一天早饭过后，赵世炎就被叫出
牢房。他知道这是最后斗争的时刻了，镇
静地理了理身上的衣服，扣好纽扣，像赴
宴一样从容。一出牢房，他便振臂高呼
“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军阀蒋介石！”
等口号。刽子手们一听就急了，一阵狂
叫：“砍！快快拿刀砍！”

一代英豪、党的好儿子赵世炎英勇地
倒下了，鲜血染红了一地……

又一位才26岁的忠诚革命者牺牲在
上海滩。

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特别值
得铭记的年份。那一年蒋介石背叛革命，
残酷镇压和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及人民群
众，在“四一二”惨案之后的三天之内，据
统计，有三百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五千
多人下落不明……

啊，血，大街上流淌着的血，一直把黄
浦江和苏州河染得通红通红，直连到与残
阳一样血红血红的天边……

上海，南京，武汉，北京，广州……都
开始血流成河。那血多数是革命者的，共
产党人的，其中还有李大钊的……

老瘪想盘下铺子
其实老瘪的骨子里还是个男

人，过去让来子他妈数落，再怎么数
落也是让自己的女人数落，他认
头。可这绿帽子的事他就不认头
了，还别说绿帽子，脑门儿上沾一点
儿绿都不行。

老瘪这时才把自己跟二闺妞的
事，又从头到尾细细地捋了一遍。
这一捋，也就明白了，其实自己是让二
闺妞招赘了，住的房子是她的，这嘎巴
菜铺子也是她的，家里的哪怕一根柴
火棍儿都是她的，哪天她一翻脸，这个
家除了儿子小帮子，什么也没自己
的。老瘪自从看明白这一点，在铺子
的生意上也就不这么实在了。好在二
闺妞是个甩手掌柜的，吃凉不管酸，整
天就知道跟街上的那些闲人调笑，铺
子的账都是老瘪管着。这以后，每天
柜上的钱从老瘪手上过，也就从手指
缝儿里漏一点儿。

这时，老瘪说，你先说吧，这半个
铺子我要干，怎么干？杨灯罩儿又看
看他，你真有心气儿要？老瘪说，你先
说，我得听听。

杨灯罩儿说，你要真有心气儿，盘
了这半个铺子，先不能让老朱知道，他
要知道了，头一件事，就得让你往铺子
里添本钱，但你要是真拿了本钱，就得
见利，不见利就叫赔本儿，可买卖上的
事谁保得准？你光添本钱，不见利，这
不等于盘了个债主子？当然不合适。

老瘪一听，也觉着这话有理，就
问，可盘了铺子，又不说，这有嘛用？

杨灯罩儿晃了晃脑袋说，话不是

这么说，你现在不说，不等于以后也不
说，盘了这半个铺子，可以先在手里搁
着，只要我不说，你不说，老朱也就不知
道，等日后，他把这铺子干大了，甭管干
多大，也得有你一半儿，到那时，你再把
这一半儿要回来，不就行了？

老瘪问，可他要是干不大呢？杨灯
罩儿摇头说，老朱是自个儿绱鞋自个儿
卖，他卖的是手艺，能赔吗？老瘪这才明
白杨灯罩儿的意思了。杨灯罩儿又说，
用洋人的话说，这叫投资。

老瘪又在心里想了想，觉得这事儿
可以干。倘现在，把杨灯罩儿的这一半
铺子盘过来，先放在手里，日后也是一条
后路，如果哪天真跟二闺妞闹翻了，自己
和儿子小帮子总不至于去街上要饭。但
老瘪毕竟跟杨灯罩儿住过街坊，心里有
数，知道跟这种人打交道得留心。于是
说，这事儿行是行，可咱是老街旧邻了，
我有句话，你别过意。

杨灯罩儿点头，你说。老瘪说，做买卖
有句常说的话，叫亲兄弟，明算账。杨灯罩
儿一拍大腿，这你放心，咱该怎么算怎么
算。老瘪说，我的意思是，这么大的事儿，
总不能咱俩一说就办了，还得找个中间人。

杨灯罩儿没想到老瘪会提这个
要求。

48 45 热血丹青
驻扎在灌云县城的解放军，常常

来看王继才王仕花夫妇。每次上岛，
战士们都要为夫妻俩带来充足的食材
与饮用水。

省军区营房管理部把岛上的住房
修缮一新，换上铝合金门窗。门窗非
常结实，刮风时再也看不到、听不到窗
户“痛苦”地颤抖了。灌云县有关部门
给他们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王仕花再
也不用一锅一锅烧洗澡水了。每逢建
军节、国庆节、元旦、春节等节日，连云
港市委市政府以及灌云县委县政府的
领导和驻连云港各部队的首长还会到
岛上来看望王继才夫妇。
“咱们守岛，是尽自己的本分，没想

出名。现在这么多领导来看望我们，大
家这么关心我们，我们感到过意不去。
我们无以为报，只能更认真地守好每一
天。”王继才说。

快过春节了，王继才专门找人写了
这副对联：

甘把青春献国防 愿将热血化丹青
2015年春节，开山岛上灯火通明，

王继才一家欢聚在开山岛上。这是28
年来全家人第一次一个不少地在一起
过大年——真正意义上的团圆年。

2月11日上午，在2015年军民迎
新春茶话会开始之前，习近平总书记亲
切接见了全国双拥模范代表。
其中，就有荣获“情系国防好家
庭”“爱国拥军先进个人”称号
的王继才。后来，中宣部向全
社会公开发布“时代楷模”王继
才、王仕花夫妇的先进事迹，他

们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
往年春节，是28个春节啊！每一个春

节都是怎么过的，王继才、王仕花已经记不
清了。但是，有一点他们记得很清楚，就是没
有一次是阖家团圆年。无论是在岛上过，还
是在村里过，总是人不齐全。这些年中，父母
在世的时候，王继才都没能回家过个团圆
年。王继才每每想到这些，内心就一阵绞痛，
他必须留下，在岛上站岗，不能下岛，他们只
能隔海相望……28年来，遥望岛下，王仕花
的心情只能用惆怅来形容，其中有母亲对儿
女的牵挂……按照民俗，除夕夜是不能掉眼
泪的，她只能咬牙忍着，此时的王继才喝着
酒，也只能是闷酒，夫妻俩的目光各自回避，
尽量不对视，他们都怕有绷不住的时候……

后来，孩子们都长大了，各奔东西。他
们有的工作忙，有的值班回不来。再后来，
他们成家有了孩子，各自的孩子还小，都不
方便上岛。渐渐地王仕花也就习惯了。

王仕花和女儿王苏忙着张罗年夜饭。
王仕花个子小，够不到灶台，踩在两块石板

上，身子吃力地向前微倾。看着母
亲的背影，王苏眼眶泛了红：小时
候特别羡慕别人家的孩子，过年有
父母在身旁，有蜜饯糖果，还有红
包拿。而她吃上一顿母亲做的年
夜饭，都是特别奢侈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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