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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N代”“新生代”集体发力

综艺节目迎来“万物生长”

柔石与鲁迅
鲁迅听后哈哈大笑，此后更加

喜欢这个浙江小老乡。然而这一回
也是鲁迅与殷夫最后一次见面，鲁
迅给了当时身无分文的殷夫一些经
济上的帮助。

殷夫第四次坐牢，是接到“组织
通知”，说是到“东方旅社”开会……
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刚刚坐下不久，就
被持枪的敌人逮捕，并再也没有出狱，
被敌人杀害在龙华那座地狱里。他曾
写过一首《梦中的龙华》，描述里面是
“魔鬼和血”的地方。

与殷夫一起被鲁迅写入纪念文章
的柔石，应该是鲁迅真正意义上的学
生，而且鲁迅特别喜欢他。正如鲁迅
所写的那样，柔石与鲁迅一起出门，柔
石总是像照顾自己年长的父亲一般，
生怕他的脚踩空，生怕他被什么东西
绊倒，总之格外小心，关怀备至。这些
都让生活能力颇弱的鲁迅很是感激，
因此在听说柔石被害后，他像失去自
己的亲儿子一般痛苦，甚至亲自为柔
石写传记，这在鲁迅一生中是极少见
的。他俩关系深到柔石为了革命需
要，不能用自己笔名投稿发表文章时，
干脆直接用鲁迅的名字。之后有人将
这些文章一起收入鲁迅的作品出版，
鲁迅也并没有反对，可见两人的师生
情谊超越了一般人。

也正是因为如此，柔石之死让鲁
迅悲愤不已。

出生于宁海的柔石，或许骨子里
也有一种铁骨铮铮的性格，所以让鲁
迅一见如故。当然，这也跟柔石在认

识鲁迅之前就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有关。
柔石的原名叫赵平福。16岁那年考

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那是1918
年的事。年少的柔石第一次走出大山，从
宁波港乘船先到了上海，再奔杭州。第一
次出远门，就见到了三个大城市，尤其是
上海和杭州，让柔石从此知道了“外面的
世界更灿烂”。

他上浙一师时，正逢这所“浙江革命
熔炉”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后来受到被称
为浙一师“新文化运动”四大金刚的陈望
道、刘大白(后在复旦大学执教，是复旦校
歌词作者，1932年去世)、李次九和夏丏尊
(因受日本侵略者迫害，于1946年去世)的
影响，柔石在入学的第二年就接受了五四
运动的洗礼，原本只想“好好念书”的他，
看到自己尊敬的经亨颐校长和陈望道等
“四大金刚”被解聘，以及他十分欣赏的同
学、进步刊物《浙江新潮》主编施存统被开
除等触目惊心的事件后，柔石有了“现今
中国之富强，人民之幸福，非高呼人人读
书不可”的全新认识。

然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柔石，像绝
大多数青年一样，他们一方面在接受进步
的思想潮流，一方面又受到来自家庭和社
会等各方面的旧势力干扰，他们的追求仍
受到束缚。

小福子他妈遇麻烦
这洋人是个大个儿，留着两撇

小黄胡儿，身上穿着蓝军服，看意思
刚喝了酒。他翻了翻蓝眼珠儿，摆
摆手，意思是让老朱出去。老朱一
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没说话，
把小福子他妈往自己的身后一拉。

不料这洋人从腰里拔出手枪，
指着老朱又挑了挑。这一下老朱急
了，跑到人家的家里来这么闹，没这么
欺负人的。一气之下，一抬手就把正
绱鞋的锥子朝这洋人扔过去，正扔在
他脸上，一下扎了腮帮子。这洋人疼
得一激灵，不知老朱扔过来的是个什
么东西。一愣的工夫儿，老朱又弯腰
抄起地上的鞋拐子。这鞋拐子是一根
铁棍儿，头儿上有一块像鞋底子形状
的厚铁片儿，是楦鞋用的，底下是一个
木头墩子，为的是放着稳当。

这时老朱抄起这鞋拐子一抡，就
如同是抡起一把大锤，跟着就嗡地砸
过来，正砸在这洋人的脑袋上。这洋
人还没反应过来，脑袋叭的一下就给
砸开了，登时花红脑子都流了出来。
小福子他妈吓得嗷儿的一声就用手捂
住眼。老朱也傻了，拎着鞋拐子看着
这洋人。这洋人一头栽到地上，两腿
蹬了蹬就咽气了。

事后老朱才知道，小福子他妈这
个下午去锅店街上溜达，几个洋人刚
在一家小馆儿喝了酒，正从里边出
来。其中一个洋人一见小福子他妈就
凑过来，就在大街上，一把搂住又亲又
摸。小福子他妈立刻吓得叫起来。这
时旁边铺子有几个搬货的人，听见喊

声都出来，一看就火儿了，冲这洋人扑过
来。旁边的几个洋人正看热闹，这一下
也不干了，立刻跟这几个搬货的人动起
手来。

小福子他妈这才趁乱跑出锅店街。
但这个洋人的性子已经上来了，还不依不
饶，一直在后面追，这才跟着追过来。老
朱毕竟是男人，这时看看死在地上的这个
洋人，已经反应过来，赶紧去把铺子的门
关上了。先让小福子他妈把头发衣裳整
理好，嘱咐她脸上别带出来，先回家去。
看着她走了，才把这洋人的尸首拽到墙
角，用几块夹纸盖上，又把地上的血迹都
擦净了。到了晚上，看看街上没人了，就
去估衣街找刘二。刘二是打更的，夜里一
边打更，也捎带着给各家铺子倒脏土，挣
点儿外快。老朱跟这刘二认识。来估衣
街跟他说了说，把拉脏土的排子车借来，
先把这洋人的尸首弄到车上，用脏土盖
上，就拉着来到运河边。南运河往东是三
岔河口，都是码头，船多人也多。往西走，
越走越僻静。老朱就拉着排子车一直往
西。来到个没人的地方，朝四周看了看，
就把这洋人的尸首扔进河里了。

来子听了有些意外，没想到，老朱还
干过这样的事。老朱笑笑说，我这辈子，
就干了这么一件像样的事。

52 49 使命担当
网友纷纷留言，当今社会既有英

雄辈出，亦有沉渣泛起。英雄们可歌可
泣的事迹，理应获得全社会关注，从而
增添激浊扬清的“正能量”。真善美从
未随风而逝，无须包装，也不用升华，原
生态的正能量最叫好，也最叫座。

习近平总书记对王继才的守岛
事迹做出的重要指示，在江苏引起
强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英
雄离去但精神永存，要深刻领会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各自岗位上大力
倡导践行爱国奉献精神，并将之化为
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驱动。

2018年8月8日上午，连云港市委
做出《关于开展向王继才同志学习活动
的决定》。下午，灌云县委召开常委会
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表示，开山岛夫妻哨为全县党员干部树
立起标杆，我们要学习他们默默坚守、
甘于寂寞、克服困难、无私奉献的精
神。全县干部群众要在各自岗位上坚
守职责，用实际行动学习榜样，在高质
量发展和脱贫攻坚的道路上交出满意
答卷，带领全县人民走向全面小康。
“老王走了，但他的精神永存，我

会带着老王的诺言坚守岗位、保家卫
国。”灌云县燕尾港镇副镇长、人武部
部长姜驹说，王继才最让他佩服的，就
是在艰苦条件下数十年如一
日的坚守。他对事业的执著，
对荣誉的珍惜，在当今社会尤
显珍贵。“爱国奉献就是要踏
实走好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
事，这样才能无愧于党，无愧

于国家，无愧于良心。”
江苏省军区官兵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

好、领会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对王继才
的守岛事迹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迅速掀起
学习王继才同志矢志守岛卫国无悔奉献国
防精神的热潮，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
统的基因一茬茬、一代代传下去。
“共产党员身份不是一阵子的坚持，

而是一辈子的坚守。”淮安市盱眙县桂五
镇敬老院院长李银江对王继才这位守岛
英雄格外钦佩，在他看来，王继才坚守一
线，对工作有种特别的热爱。“学习王继
才，就是要把平凡的小事做好。”李银江表
示。他说今后自己将一如既往地坚守岗
位，站在服务群众最前沿，全心全意为群
众排忧解难，在无怨无悔的奉献中为人民
服务，无愧于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王继才的爱国奉献精神让一线基层干

部肃然起敬。”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党工委
书记孙金娣长期扎根基层，对于坚守一线的
艰苦深有体会。“与王继才相比，我还远远不

够。”孙金娣说。她表示今后自己要
坚持爱国奉献、心系群众，把为群众
谋实事作为工作的原动力，继续守
在基层一线，做群众的知心人。
（连载完。明日连载《漫画大

师冯朋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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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排20人集训名单出炉 五月赴日本参加测试赛

三名天津选手成功入选
■本报记者张帆

进入2021年，综艺节目领域显现
出一派“春生万物”的勃勃生机，呈现
出新老节目集体发力的景象：一方面
是多档“综N代”节目以创新之姿回
归，另一方面新生节目纷纷“冒头”，新
的节目类型和模式也期待新的“综N
代”诞生其中。

“综N代”引入新鲜血液
“长寿”综艺历来是各卫视的收视

王牌，同时也是不断尝试“微创新”的
试验场。在保证核心观众不大量流失
的前提下，创新才是“综N代”的“长寿
密码”。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很多新
的节目创意也由此诞生。“综N代”除
了常规的编播策略外，疫情影响下的
居家生活，也为观看节目提供了更多
受众基础和收视保障。
“创新”是今年回归的老牌长寿

“综N代”的关键词。湖南卫视《百变
大咖秀6》时隔7年回归，“百变五侠”
携“新百变五侠”再战舞台；浙江卫视
《王牌对王牌6》，王牌家族扩大回归；
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7》，探索跨界
喜剧人养成新模式；腾讯视频《吐槽大
会5》全面升级赛制、环节、嘉宾等，也
呈现出全新面貌。

当越来越多的“综艺咖”在节目中
表现得愈发纯熟与圆滑，综艺娱乐的
光彩却变得黯淡无光。对此，各档节
目都在积极尝试引入新鲜血液。《欢乐
喜剧人7》引入了去年爆红的脱口秀
演员李雪琴，范湉湉、李艺彤、欧弟、秦
霄贤、熊梓淇、张大大等不同领域的嘉
宾以“欢乐人”的身份加盟；《百变大咖
秀6》保留了经典的“百变五侠”，杨
迪、戴军、刘维等新嘉宾也为节目增色
不少；《王牌对王牌6》采取了升级扩
大的打法，宋亚轩、沈涛两位年轻面孔

在首期节目中也奉献了不少笑点。
想要成为一档长寿的“综N代”，首

先要逃过“综二代魔咒”——《乘风破浪
的姐姐 2》似乎正在经历这样的“魔
咒”。节目目前豆瓣评分只有5.5分，观
众最大的失望来自于节目的“中规中
矩”，分组、选人、训练，姐姐们按部就班
地进行着成团之旅。有业内人士指出，
观众之所以觉得节目不好看，“是因为她
们把体验类真人秀做成了选秀。节目本
应注重意外感和记录感，侧重于人物成
长线，但唱歌跳舞却成了重头戏。”

综艺新生代“出圈”不易
近来，新生综艺超过20档，类型也

是多种多样。近年渐火的观察类情感
节目再“上新”，《怦然再心动》展现的是
“征爱女嘉宾”与“素人男嘉宾”的征爱
之旅；《你真的太棒了》聚焦幸福好物、
烟火生活，通过游戏赛制、好物分享、温
暖的故事打造专属于2021春节的欢乐
时刻；《戏剧新生活》用“综艺语言”把小
众的戏剧呈现在大众面前，节目开播后
豆瓣评分超过9分，称其为综艺“黑马”
毫不为过。戏剧作为相对小众的“阳春

白雪”，在这档节目中却先要为“能不能
挣到钱”进行了一番“灵魂拷问”。在几
位资深戏剧人达成“戏剧能挣钱”的共
识后，一段类似生存节目式的“卖艺之
旅”就此展开。它不仅展现了戏剧创作
过程，用专业的拍摄技术尽可能地展现
出戏剧舞台的“现场感”，更将戏剧作品
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在节目中完整保留
呈现。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节目通过
“真人秀”部分，向观众展现了大众非常
陌生的“戏剧人生活”。

新生代综艺不能一味迎合潮流，否
则即便红如“姐姐”也有“翻车”之虞；“综
N代”想要“长红”仅凭一张“情怀牌”远
远不够，在获得掌声时拿出创新的勇气
才能让节目走得更远。每个“综艺人”都
应看到，内容创作的核心永远是内容本
身，正如专家所言：“只要家庭文明不解
体，只要审美不发生颠覆性变迁，长视频
一定是刚需，一定是主流，越是艰难的时
候越是要坚守内容本质。”

文化观察

■本报记者仇宇浩

素来被视为书业风向标的北京图
书订货会今年延期了，不过这并不会
影响读者在新的一年里与好书相遇。
继开年推出新长篇的两位茅盾文学奖
得主梁晓声、周大新之后，今年还有王
安忆、阿来、刘醒龙、陈彦、周梅森、李
修文、王松、葛亮等诸多名家新锐将为
读者献上力作；外国文学方面，2017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新作
也将全球同步首发。

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除了可与
《尘埃落定》互相参照的小说集《行刑
人·银匠——〈尘埃落定〉外篇》，还将
推出散文随笔集《以文记流年》，这是
他第一次在作品中展现自己的多元学
识和情感世界、日常生活，让读者了解
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阿来。

茅盾文学奖得主王安忆的新长篇
《一把刀，千个字》以一位淮扬名厨非
同寻常的成长经历为叙述线索，呈现
时代更迭中的个人命运与抉择，以及
多重视角与评述体系下的民间记忆。
《如果来日方长》通过茅盾文学奖

得主刘醒龙的亲身经历和处于一线的
在场感受，抒写了武汉封城那段惊心
动魄、可歌可泣的抗疫过程，讴歌了中
国人民的伟大抗疫精神，书中既有个

人日常平凡小事的描绘，也围绕着疫情
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深度反思。

以“茶人三部曲”前两部获得茅盾
文学奖的王旭烽，将推出新长篇《望江
南》，上承《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下
启《筑草为城》，组成“茶人四部曲”，勾
画出近代、现代和当代史上中国茶人的
命运长卷。

小说家、编剧海飞除了开年展现现
代中国社会革命风云变幻壮丽画卷的新
长篇《长亭镇》，还将推出讴歌人民、讴歌
英雄、弘扬民族精神的《苏州河》，以果敢
坚硬的警察陈宝山为代表呈现在特定大
时代中绽放光彩的无名英雄们。

鲁迅文学奖得主孙惠芬首次涉足儿
童文学领域，为孩子写下生命童话和心
灵之书《多年蚁后》。知名作家葛亮“匠
人”系列的结集《瓦猫》，充满奇幻色彩，
历史与当下重合，现实与虚构交替，寻找
瓦猫，也是在寻找历史。鲁迅文学奖得
主李修文的散文集《诗来见我》通过描写
他与诗词的相遇，解读中国古典诗词中
的苦难以及在苦中如何支撑下来的精
神。《人民的名义》编剧、原著作者周梅森

的新长篇《人民的财产》，讲述华福公司
董事长将公司带出困境的故事。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
雄自获奖后的首部长篇小说《克拉拉与
太阳》简体中文版将于4月全球同步首
发。新作中，石黑一雄以典型的细腻内
敛与情感张力，通过一位特殊的叙述者
的视角，观察千变万化的现代社会，探索
究竟什么是爱。

意大利“80后”作家、粒子物理学博
士保罗·乔尔达诺的疫情日记《新冠时代
的我们》年前刚刚与中国读者见面，其以
忠实的记录、独到的见解以及跨学科视
域给予读者以警醒，他的虚构作品《逆光
之夏》年内也将亮相。

此外，2019年布克奖获奖作品《女
人，女孩，其他》、全球销量超6亿册的
“苏斯博士”系列、经典之作“裸猿三部
曲”、“暮光之城”系列新书《午夜阳光》、
荣获纽伯瑞金奖的“手斧男孩”系列、
“猫头鹰王国”系列以及“企鹅图书”最
具影响力的名著系列“企鹅布纹经典
文集”第一辑等众多畅销佳作也将与中
国读者见面。

诸多名家新锐将奉献佳作

新春，与好书相遇

本报讯（记者梁斌）日前，中国女
排已在福建漳州开启球队今年第二期
的封闭集训。在主帅郎平的带领下，
20名队员进行为期40天的封闭集
训。中国女排本次集训的20人名单
出炉，姚迪、李盈莹、王媛媛三名天津
选手成功入选。

中国女排本次集训的20人名单
为主攻朱婷、张常宁、李盈莹、刘晓彤、
刘晏含；副攻颜妮、袁心玥、王媛媛、杨
涵玉、郑益昕、高意；接应龚翔宇、栗
垚；二传丁霞、姚迪、刁琳宇、梅笑寒；
自由人王梦洁、林莉、倪非凡。

主攻位置上，朱婷和张常宁的主力位
置暂无人撼动，李盈莹、刘晓彤、刘晏含也
各具特点，李盈莹的一传实力提升明显，
技术非常全面，在进攻端也能有效分担朱
婷的进攻压力。随着年龄增长和受伤病
的困扰，虽然刘晓彤的状态有所下滑，但
丰富的比赛经验让其入选本次集训。刘
晏含能兼任主攻和接应两个位置，虽然她
在一传和防守上有短板，但具备不俗的进
攻实力。相比上期集训，副攻位置上的人
员有变动，郑益昕成功入选，胡铭媛则遗
憾落选。郑益昕技术全面，尽管身高不占
优势，但其具备不俗的进攻和拦网实力。

此外，日本排协日前宣布，东京奥运
会测试赛将于5月1日和2日在东京奥
运会排球比赛场馆——有明体育馆举
行。这项比赛是在有明体育馆举行的首
届国际排球赛事。本次测试赛，日本排
协仅邀请了中国队参加。这也将是中国
女排时隔 19个月后再次亮相国际赛
场。其中，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进行一
场测试赛，比赛将于5月1日举行，中国
男排将与日本男排进行两场测试赛，分
别于5月1日和5月2日举行。据悉，本
次测试赛计划邀请观众观赛，4月初将
发布比赛门票销售信息。

本报讯（记者梁斌摄影孙震）春
节假期刚过，天津渤海银行女排抓紧
时间全力备战预计4月揭开战幕的第
十四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预赛。为了
能更好地备战十四运，针对上赛季女
排联赛暴露出的问题，球队也让保障
型接应杨艺开始尝试改打自由人。对
此，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表示：“杨
艺是一名老队员，技术比较全面，经验
和心态都不错，这段时间的训练重点
也是让她向自由人位置去发展看看。”
目前距离4月份的十四运预赛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天津女排的训练
侧重也有所调整。王宝泉表示：“前
一段时间的训练主要针对上赛季联
赛暴露出的问题，以加强一传和防守
的训练为主，尤其是对王艺竹等几名
重点进攻队员进行技术强化训练。
目前全队的训练以配合为主，扣球、
拦网、防守相结合，训练也更贴近实
战，重点也是侧重接应、自由人位置
上的队员，她们的配合训练会更多一
些。”训练中，王艺竹、于鋆炜、陈博雅
都是兼顾主攻和接应的位置，三名队
员在二、四号位进攻的同时，也会上
演后排攻。对此，王宝泉表示：“这三
名队员会在接应和主攻的位置上进
行针对性的扣球和拦网训练，虽然近

期她们的训练量都很大，起跳比较多，
但训练都非常积极，表现得也非常好。”
王宝泉认为从上赛季女排联赛来

看，球队自由人位置上的实力急需提
高，“天津女排的传统是自由人比较出
色，现在刘立雯和孟子旋各自分担防守
和一传，两个人场上进行轮换容易分心，
所以球队自由人位置发挥得并不是很稳
定，而且接下来的全运会比赛只能带一
个自由人，所以球队需要一名技术全面、
心理素质过硬的自由人。杨艺的一传、

防守、场上作风都非常好。由于扣球和
拦网的高度不够，杨艺与国内高水平接
应存在一定的实力差距。改打自由人对
杨艺来说，应该会有更好的发展。”

对于自己改打自由人，杨艺坦言还
需提升自身的实力水平:“像防守拼救
球和手上控制球的能力还需做得更好
一些，还要加强一传的稳定性，面对不
同方向的来球，自己尽可能把球控制
好，起高起稳，给队友创造一个好的接
应条件。”

本报讯（记者 赵睿）新赛季横在中
国足球面前的是两道思考题：如何完成
亚冠小组赛事？如何在中超联赛和中国
队之间寻找平衡点？

亚冠东亚区小组赛4月21日正式
开赛。按照赛程计划，替补出场的上
海海港4月14日需打一轮资格赛。也
就是说上海海港在4月10日左右就要
为亚冠分身，江苏队、广州队和北京国
安三队在4月17日前后也要进入亚冠
时间。如果上海海港跻身正赛，东亚
区小组赛5月7日全部结束，航班顺利
中超四强可以尽早回到国内，但按照
目前防疫规定需要隔离观察至少两
周，结束隔离就到了5月下旬，中国队
备战 40强赛的时间又开始了。如果
回国航班不顺利的话，何时归来谁都

无法预测。
今年中超设计方案里没给亚冠预留

时间，计划亚冠小组赛期间中超联赛平
行进行，所以外界普遍认为中超四队大
概率不会以主力阵容出战今年的亚冠小
组赛事，因为一旦其间出现问题的话，不
仅中超有损失，也会令中国队参加40强
赛很被动。同组其他对手的情况还不清
楚，但需要做好中超四队今年铩羽而归
的心理准备。

中国足协、职业联盟筹备组今年的
重头戏是做好40强赛中国队的保障工
作，而且还不能让中超沦为“鸡肋”，寻找
这个平衡点颇费思量。有消息称，职业
联盟（名称尚未确定）将在今年4月份挂
牌，中超品牌保值增值将是这个管理机
构的重点工作之一。

赛程撞车被逼“兵分两路”

中超BIG4遭遇最难选择题

杨艺尝试改打自由人

天津女排备战十四运做足细节准备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6：4、6：3，
23岁的日本名将大坂直美战胜美国
22号种子选手布拉迪，三年来第二
次夺得澳网女单冠军。这是她第二
次背靠背拿下美网和澳网冠军，自
2018年起连续四年都有大满贯冠军
入账，成为亚洲夺得大满贯最多的球
员。在个人前四个大满贯决赛全胜
后，夺冠次数追平克里斯特尔斯，在
现役球员中仅次于威廉姆斯姐妹（小
威23、大威7）。
在澳网后最新一期的WTA排

名中，大坂直美将以7835分超越哈
勒普升至第二，距离世界第一的巴
蒂尚有1351分的差距。手握4个大
满贯冠军，她的职业生涯总奖金额
将达到1990万美元（约合1.28亿人
民币）。

总奖金直逼2000万美金

大坂直美澳网再夺冠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什刹海》第9、10
集 志存给惠心打电话约
惠心见面，他怀疑晓晓和三
十多岁的外国人大卫交往
的事情，惠心表明按照她对
闺女的了解是不会和大卫
有出格的关系。面对心里
不踏实的志存，惠心出主意
让他去查清事情真相……

天津卫视 19:30
■《明天，会更好》第

56、57集 手术顺利，夏
天被推出了手术室。虽然
夏天已经脱离了生命危
险，但夏天的脑部受到了
损伤，接下来还要继续观
察。格尔知道了夏天受伤
后，来到医院后首先想到
的竟然是夏天这个样子会
耽误了自己去美国的安
排，听到格尔这样的话，小
怜非常的生气……

天视2套 18:25
■《计中计》第44—

45集 江边的战斗因为杨
秋怡带人支援逐渐取得优
势，大岛长雄的船发生爆
炸。战斗结束却找不到老
温，分头去找，重伤的老温
再加之战斗中被弹片击中
奄奄一息，却坚强的一直
将紫色密码机保护好。众
人找到老温后，确认确实
是紫色密码机，此时老温
也处于弥留之际……

天视3套 19:20

■《爱情珠宝》第42、
43集 事情败露，金美兰
反责怪一切都是宫宏达的
错，宫宏达气急攻心突发
心脏病。宫宇辉劝母亲金
美兰跟随自己离开宫家，
让出本不属于他们的财
产。金美兰打定了主意，
表示自己会处理好所有的
问题。随即，金美兰赶到
医院，找到了宫宇烨要求
谈话……

天视4套 21:10

■《非你莫属》本期
舞台迎来一位来自天津的
女生，她曾是一名邮轮乘
务员，是何原因令她放弃
高薪工作再求职，她又能
否成功？

天津卫视21:20
■《相声大会》上一

周《相声大会》“牛年
New idea”我们为观众
提供了快乐宝典。这一期
节目DJ老友再度集结，为
观众献上快乐宝典的下半
部。听一听2020年他们
为工作、为听众、为自己付
出了哪些努力？这一次观
众又会提出哪些问题请
DJ帮忙解答？谁的牛年
idea能成功写进牛年快乐
宝典？谁的妙招能赢得观
众的点赞？

天视2套 21:05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什刹海

（9、10）21:20非你莫属
天视2套（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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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56、57）21:05相声
大会

天视3套（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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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视5套（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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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视6套（107）
18:45 警方报道19:20

法眼精编20:10 百医百
顺21:00 生活黑科技

天津少儿（108）
18:56 多派玩儿动

画《怪兽计划》（40—50）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