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展览、品民俗、写“福”字…… 线下携手线上，我市文博场馆推出各种特色活动

留津过个文化年博物馆里很精彩
天津交响乐团“在津过年”新春系列音乐会火热举办

聆听《春之声》欢度幸福年

■本报记者刘茵翟志鹏

看展览、品民俗、写“福”字……为让留津
过年人员充分享受文化年味儿，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我市文博场馆积极挖掘馆藏资
源与其背后的文化内涵，线上携手线下，推出
了各种展览和新春文化活动，更好地满足了
就地过年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牛年看牛，贺岁主题展牛气冲天

新年新气象，不少博物馆策划推出了贺
岁主题展。天津博物馆除了基本陈列，特推
出了“‘牛’转乾坤——辛丑（牛年）新春生肖
文物图片联展”，展览精选40余家文博机构
数百幅文物艺术品图片，让观众更深入地了
解有关生肖牛文物所代表的寓意、精神，更多
地领略其艺术性与文化内涵。来自河北省石
家庄市的观众马泽平告诉记者：“在春节期
间，来天博看这个展览能欣赏到全国各地博
物馆优秀的文物藏品，感受到了牛岁春入户，
牛气满乾坤的新年气象。”

天津自然博物馆在春节期间，接待游客
逾5万人，该馆推出的《牛气冲天》生肖特展
和《属你最牛》牛年作品展，都以“牛”为素材，
借牛儿寄寓着对美好品质的赞美，也抒发着
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展览吸引了众多观
众前来观看。记者在现场看到，《牛气冲天》
生肖特展展厅内，孩子们在1:1仿真奶牛体
验区尽情享受“挤牛奶”的欢乐。
《鱼龙勇士》《黑羽精灵》《羽龙传奇》《剑

齿王朝》《非洲大草原》《熊猫滚滚》……在春
节假期，天津自然博物馆推出9部科普3D影
片，这些集科普、探索、体验等元素为一体的
影片着实让观众大饱眼福。

逛展馆、看特展，把福气带回家

春节期间，天津美术馆推出的几项线下
展览都持续展出。近日，记者走进美术馆一
楼大厅，见这里正展出两件火红的“福牛”雕
塑作品，使每一位观众感受到风风火火牛年
的到来。记者采访时看到，每个展厅都有不

少观众，在“国家荣誉──中国女排精神展”
展厅内，市民孙正贤正结合着厅内展品，给外
孙讲述中国女排“五连冠”的故事。他对记者
说：“展览的形式非常丰富，像队服、奖杯、奖牌
这些老百姓喜欢看但很少见到的展品都有，
还有丰富的图片和影像资料。这个春节我带
着外孙看了很多展览，每个展览他都拍照片、
写心得，学到了很多知识。”留津过年的河北
省石家庄市女孩庄洁与朋友仔细欣赏着画家
刘子久的作品《给军属拜年》，她告诉记者：“春
节这几天留在天津，正好有时间逛逛一直想
去但没时间去的展馆、景点，美术馆的展览非
常丰富，我们已经看了半天还意犹未尽。”
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在春节期间开展“鲜

花献先贤 祝福带回家”活动，故居美育老师
现场书写“福”字，让观众在节日期间把福气
带回家。

春节文化+红色文化，送展览进社区

平津战役纪念馆只有一个，但红色文
化是流动的。大年初三，平津馆将《古田会

议——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送进瑞
益园社区，平津馆宣讲团成员刘万成的讲解
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参观，各种版本的《古田
会议决议》，闽西苏维埃政府印信、袖章、选民
证，以及被称为“解读明星”的戴镜元在长征
中破译密电码的钢笔等图片文字介绍，让社
区居民了解了党史知识，丰富了居民群众的
文化生活，也成为节日期间社区文化活动的
亮点。

瑞益园社区居委会主任霍彤说：“平津馆
的巡展活动很接地气，特别是将春节的传统
节日文化和展览的红色党史文化结合起来，
让大家牢记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无数
革命先驱的舍生忘死，才有了我们和平、祥
和、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的好日子。”

线上也精彩，“云端”年味儿浓

春节假期，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举行
“新春佳节忆伟人 扬鞭奋蹄过大年”线上
主题活动，选取周恩来过春节的小故事，在
充满意趣的讲述中带着孩子们共同感受一

代伟人奔波忙碌、艰苦奋斗的人生轨迹，激
励青少年要珍惜幸福生活，向上向善，努力
学习，不负时光韶华。观看的学生们纷纷
表示，这次活动不仅让我们学习到了“年”
的来历，更了解了很多周总理与春节的故
事。视频中老师们的讲述活泼有趣，让大
家在收获知识的同时更加爱上传统民俗文
化，在越来越浓的年味儿中把这些习俗和
礼节传承下去。

天妃宫遗址博物馆线上推出了“牛转乾
坤 灯彩团圆”灯彩制作活动，并于初二到初
七期间以“视频+音频”的形式在线推出“考
古人陪您过大年”活动，展示独具魅力的考古
文化，回顾过去一年天津考古人经历风雨取
得的不凡成果，让大家足不出户便可了解考
古知识。

孩子们在自然博物馆《牛气冲天》生肖特展展厅内“挤牛奶”。 摄影刘茵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天津交响乐团“在津
过年──爱在天津·乐在天津”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正在火热
举办中，昨天下午，由天交团长、国家一级指挥董俊杰执棒的
“《春之声》——世界经典圆舞曲交响音乐会”在天津音乐厅上
演，为观众送来春的问候。

圆舞曲是深受世界各地人民喜爱的音乐体裁，其旋律
华美流畅，情绪欢乐祥和，尤其适合在节日期间上演。天交
将本场音乐会安排在大年初六的午后，意在使观众于春节
假期临近结束之际，享受一场美好的艺术盛宴。音乐会主
要以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圆舞曲作品为主，兼有其他体裁
作品，“主打曲”《春之声圆舞曲》由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
生动描绘了大地回春、冰雪消融、一派生机的景象，可谓应
时应景。

音乐会由格林卡创作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开场，
迅速将观众们的热情点燃。瓦尔德退费尔《溜冰圆舞曲》、伊
万诺维奇《多瑙河之波圆舞曲》、哈恰图良《假面舞会圆舞曲》、
小约翰·施特劳斯《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等都是广受欢迎的圆
舞曲名作，这些作品既有鲜明优美的旋律，又描绘了诸多自然
人文场景，带给观众无限遐想。当《春之声圆舞曲》和罗马尼
亚民间舞曲《春天》奏响，温暖欢快的音乐使观众的心灵为之
激荡。

观众们为乐团献上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观众王雨晴
兴奋地说：“春节假期快结束了，明天就是工作日。今天这场
演出选择的曲目大家都很熟悉、很喜欢，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让我感到欢乐祥和、岁月静好。”

据悉，天交“在津过年——爱在天津·乐在天津”新春祝福
系列音乐会将持续举办至正月十七。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在昨天进行的斯诺克威尔士公
开赛第二轮比赛中，“中国一哥”丁俊晖爆冷输于新秀庞俊
旭。另一名中国选手肖国栋在第二轮的比赛中以4：1战胜
加里·威尔逊，晋级32强。此外，迎来21岁生日的颜丙涛
连续打出破百，以4：1战胜徐思，与周跃龙携手挺进64
强。奥沙利文打出15秒的平均出杆时间，以4：0完胜罗
比·威廉姆斯，在个人年度排名赛首秀中获胜。

与庞俊旭比赛的前五局，丁俊晖2：3落后。关键的第
六局，丁俊晖原本有机会赢下，但局末阶段打丢难度不大的
粉球，而庞俊旭抓住机会接连打进粉球和黑球赢下制胜一
局，最终以4：2战胜丁俊晖，晋级32强。

昨天是颜丙涛大师赛夺冠后参加的第一场比赛，他
在第2、3局连续打出破百，以4：1战胜徐思。周跃龙打出
2杆破百，4：0击败卡蒂。此外，其他几位中国选手，鲁宁
3：4不敌本土业余选手艾莫里，雷佩凡、田鹏飞、高阳、陈
子凡均遭淘汰。

奥沙利文迎来了自己本年度内的排名赛首秀，面对世
界排名77位的罗比·威廉姆斯，奥沙利文仅用时46分钟就
以4：0完胜，不仅奉献了15秒的平均出杆时间，并且只让
对手打进16颗球，他还在比赛第2局打出一杆122分，个
人职业生涯破百总数提升至1087杆。

新科冠军江苏阵容解体 山东泰山痛失亚冠资格 还有四队至今“无帅”

中超诸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本报讯（记者 赵睿）昨天有媒体报道，

中超新科冠军江苏队的国脚李昂大概率转
会山东泰山，外援特谢拉正在与北京国安
接触，卫冕之路面临剧烈动荡。

李昂跟江苏俱乐部合同 2022 年 6 月
30日到期，在合同期内出售李昂，来换取
一定的资金和一些不错的潜力股小将，江
苏俱乐部的算盘打得非常细，而能够满足
这两个条件的俱乐部目前看来只有山东泰
山。江苏俱乐部无意续约，但特谢拉谋求
继续在中超赚钱并不是秘密，据爆料，巴西

人和广州、上海海港等多家俱乐部接触过，
但与北京国安走得更热乎一些。
江苏队中卫米兰达、后腰瓦卡索、前

锋桑蒂尼和埃德尔提前解约；谢鹏飞转会
上海申花；U23 球员高天意转会北京国
安；吉祥、周云、顾超合同到期，尚未传出
续约消息；主教练奥拉罗尤回到西亚执
教，主力阵容在夺冠后不到三个月内解
体，应当是职业联赛以来混得最惨的冠
军，没有之一。
山东泰山引进了中卫石柯和韩国中

场孙准浩，如果收购李昂成功的话，后防
线实力将大幅提升。另外，昨天亚足联更
新了亚冠赛程，其中已不见山东泰山的名
字。从另一个角度看，今年中超球队都为
如何摆平中超、国家队和亚冠三者之间的
关系而挠头，泰山队主教练郝伟则不必发
愁了。据报道，泰山队引援还没有结束，
与韩国国脚尹比加兰也扯上了关系。据
悉，尹比加兰加盟与否要看格德斯、莫伊
塞斯的归队情况。在中超“银根紧缩”的
背景下，山东泰山一路买买买，又没有了

亚冠的掣肘，这是直奔赛季双冠王目标而
去的节奏。

部分中超球队在春节假期内就开始第
二阶段冬训。截至昨天，已进入训练的队
伍有山东泰山、广州城、河南建业、上海海
港、北京国安、上海申花、深圳队、武汉队和
长春亚泰；即将投入备战的球队有广州队、
青岛队、大连人；其余队伍在第二阶段安排
上暂时处于“静默”状态。目前4支球队没
有主帅，分别是广州城、河北队、江苏队、大
连人。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欧冠迎来1/
8决赛首回合的对决，巴塞罗那在主场先
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巴黎圣日耳曼 4：1逆
转，姆巴佩完成“帽子戏法”，成了当之无愧
的大赢家。
比赛第27分钟，梅西利用点球破门，不

过随后的比赛被姆巴佩接管，巴萨的后防漏
洞给了他充分发挥的空间，最终帮助大巴黎
4：1取胜。
这是姆巴佩自2018年世界杯以来，第二

次和梅西交锋。虽然两人对战次数很少，但
经常被放在一起作比较，甚至有人认为姆巴
佩会接替梅西成为下一代球王。三年前的世
界杯，姆巴佩用速度冲破了阿根廷队疲顿的
中后场，4：3力克梅西率领的阿根廷队。如
今大巴黎再次利用速度优势，一次又一次刺
穿了巴萨的防线。
赛后，大巴黎主帅波切蒂诺这样表示：

“我很高兴姆巴佩在我们俱乐部，伟大的球员
就是通过这样的比赛书写历史和职业生涯
的。”尽管巴萨近年来战绩不佳，但在主场作
战遭遇如此惨痛的失利还是很少出现，上一
次在欧冠淘汰赛上遭受巨大失利还是在
2012—2013赛季时。

比赛结束后，姆巴佩的表现不仅让法国
媒体为之惊叹，连西班牙媒体都问出了“他何
时加盟皇马”的猜测。不过姆巴佩本人则认

为：“仅一场比赛便决定我的未来太过愚蠢，
我也无数次说过，我在这里过得很开心。而
巴黎战袍也是我深爱的球衣。”

本报讯（记者 申炜）欧冠另外一场1/8
决赛首回合的对决，利物浦客场2：0击败
了莱比锡。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这
场比赛被安排在了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
多少也削弱了莱比锡的主场优势。
莱比锡之所以将欧冠主场移至中立场

地，也是迫不得已。原因是因为德国的防疫
政策，最近来自疫情高风险地英国的航班不
允许入境，因此利物浦队根本就无法进入德
国。在这种情况下，莱比锡只能寻找中立场，
甚至有消息说可能借用热刺的主场作战。
好在，莱比锡最终确定了在匈牙利首都

布达佩斯的普斯卡什球场进行比赛。尽管利

物浦最近战绩不佳，但莱比锡来到这座陌生
的场地后，球员们状态也出现了问题。第53
分钟，萨拉赫抓住对方后场回传失误单刀赴
会，首开纪录。5分钟后，马内趁莱比锡后卫
解围踢空之机再添一分。最终，利物浦2：0
取胜。

莱比锡踢完这场比赛后，按照要求从匈
牙利返回德国时需要进行隔离。接下来，利
物浦要为两队的第二回合比赛场地发愁了，

因为按照要求也将在中立场地进行。
比赛赢了，让利物浦主帅克洛普也松

了一口气，针对社交媒体上有关他可能
辞职休养一段时间的传言，德国名帅直
接进行了回击：“我是被炒了，还是自己
离开了？我并不需要休息。我们用一种
特殊的方式控制住了他们，利物浦踢出
了一场很不错的比赛，我们得到了应该
取得的结果。”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当巴蒂以 6：1拿下首盘、第
二盘2：1领先时，所有人都以为这将是一场“一边倒”的
比赛。但在穆霍娃申请了医疗暂停后，场上形势发生
了巨大转变。3：6、2：6连丢两盘，头号种子巴蒂遭遇新
赛季首败，八连胜也随之终结，穆霍娃则首次跻身大满
贯四强。

巴蒂以 6：1轻松拿下首盘，她的非受迫性失误仅
6次，而穆霍娃则为 13 次。转折出现在第二盘，当时
仍处于下风的穆霍娃叫了医疗暂停，重返赛场后场上
形势发生变化，巴蒂的非受迫性失误增加至 19次，而
穆霍娃则减少至 9次，并且连扳两盘实现逆转。“第一
盘我觉得有点蒙，头也很晕，休息了一下，他们检查了
我的血压，给我降了降温，感觉好多了。”显然，医疗暂
停帮了穆霍娃的大忙。22号种子布拉迪以4：6、6：2、
6：1 逆转佩古拉，首次挺进澳网女单四强，这也是她
继去年美网后再度杀入大满贯四强，将与穆霍娃争夺
决赛资格。

遭逆转让巴蒂很遗憾，“我在第二盘3：3时有几个破
发点，这对第二盘的走势很关键。我只是很失望，在她医
疗暂停后没能按照我的方式把比赛扳回来。我对比赛进
展不如意感到沮丧，后来又逼得太紧，导致关键时刻犯了
太多错误。我有点迷失了方向，这毫无疑问是令人失望
的。回去后我会把所有的东西重温一遍，提取所有经历
进行学习。能重返巡回赛真是太棒了，尽管有时会感到
沮丧，但这就是比赛。”

男单 1/4 决赛中，梅德韦杰夫以 7：5、6：3、6：2战
胜卢布列夫，生涯首次挺进澳网四强，也是生涯第三
次挺进大满贯四强。这也是他豪取跨年19连胜，新赛
季至今 9战全胜。纳达尔以 6：3、6：2、6：7、4：6、5：7
遭西西帕斯逆转。这是纳达尔大满贯生涯第二次2：0
领先遭逆转，上一次是 2015 年美网 2：3负弗格尼尼。
西西帕斯三年里第二次打进澳网四强，将与梅德韦杰
夫争夺决赛资格。

威尔士公开赛爆冷不敌新秀庞俊旭

丁俊晖无缘32强

巴蒂纳达尔澳网双双遭逆转

姆巴佩“戴帽”巴萨欧冠遭虐

莱比锡送大礼利物浦止连败

据新华社电 日本岛根县知事丸山达也
17日说，如果首都圈新冠疫情不见好转，岛
根县考虑退出原定5月在县内举行的奥林匹
克运动会圣火传递活动。

受疫情影响，东京奥运会推迟至今年7
月23日至8月8日举行。日本境内奥运圣火
传递定于3月25日在福岛县启动，在121天
里传遍全国47个都道府县。

岛根县奥运圣火传递原定于5月15日
至16日举行，共有170名火炬传递者。

丸山 17日在岛根县圣火接力执行委
员会上表明取消县内圣火传递意向。提
及原因，他说不满中央和东京都政府防疫
不力。

岛根县位于日本西南部，人口约 66.6
万，累计新冠确诊病例约280例。丸山说：
“我们不是现在就要求中止（圣火传递），将视
疫情状况以及（中央和东京都政府防疫对策）
是否有改善再做决定。”

丸山反对在政府防疫对策没有改善的情
况下举行东京奥运会。他10日批评首都疫
情防控能力差，质疑东京都政府是否有资格
举办奥运会。

共同社报道，岛根县考虑取消奥运圣火
传递反映日本民众对今夏举行奥运会的强烈
忧虑。共同社2月早些时候民意调查显示，
超过80%的调查对象认为应该再次推迟或
取消东京奥运会。

日本广播协会(NHK)以岛根县体育振
兴处为消息源报道，岛根县政府就圣火传
递与东京奥组委签有协议，规定在发生大
的自然灾害或难以预测事故时可以取消圣
火传递。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17日说，丸
山最新表态并不意味着岛根县圣火接力执行
委员会已经得出结论，眼下不适合发表评论。

日本岛根县考虑
退出奥运圣火传递

天津美术馆内的“福牛”雕塑。 摄影姚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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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欧冠赛场上，
巴萨主场遭逆转。赛前，
这场对阵大巴黎的比赛，
就被外界视为梅西和姆巴
佩之间的较量。两名球员
也不负所望，携手打入了
4球，只不过梅西只攻入
了一粒点球，而姆巴佩却
完成了“帽子戏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