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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里看大戏 161场演出扮靓春节

“在剧场欢笑中开启新的一年”
成功逆袭，成为目前今年中国票房最高的电影

《你好，李焕英》票房突破40亿元

为我市和唐山观众献上声乐和民乐演出

天津歌舞剧院打造津冀艺术周末

“春风千里知华夏”

贵州广西自驾活动启动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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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莉莉文并摄

俗话说“过大年、看大戏”，在刚刚过去的
春节假期里，很多市民选择走进剧场，让精彩
演出为新春添彩。据天津演艺网统计，春节
假期期间（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共有戏曲、
曲艺、歌舞、话剧、儿童剧等161场演出上演，
大家在丰富多彩的演出中感受年味儿，抒发
寄托新年的新希望。
在天津，正月里看大戏是很多观众的“习

俗”，因为正月里的开箱戏象征着吉庆的开始。
天津京剧院正月初三到初五在滨湖剧院连演
三场，演出票均早早售罄。初三上演的“迎新春
演唱会”中，一首由该院九名琴师一同演奏的京
剧曲牌《迎春》，给戏迷们留下深刻印象。欢乐
明快的曲调，加之九琴齐奏，配合默契，春日生
机喷薄而出，赢得一片掌声。戏迷们纷纷点赞
道：这样的节目真是太提气了！
剧场里也洋溢着家的温馨。正月初五，

观众石鸿祥带着小孙女看了儿童剧《拇指姑
娘》。演出前，他帮小孙女做功课了解故事情
节，演出后，祖孙俩还要分享观后感，新春之
际在剧场里共享天伦、寓教于乐。石鸿祥坦

言，剧场已经是自己生活离不开的一部分，而
春节期间和家人一起走进剧场，更给节日氛
围增添了一份文化色彩。

市民胡金燕特别喜爱观看各类演出，新春

佳节，她自然也要到剧场里欢度时光。这个春
节假期，她两次走进剧场，分别观看了话剧《你
若安好，那还得了》和《听相声·过大年——新春
相声专场演出》。“这部话剧我已经是‘四刷’了，

除了开心和欢笑，也留下了思考。而春节之际，
最能让大家开心的莫过于听相声，既可以放松，
又可以慰藉，其乐融融！”胡金燕在微信里记录
下辛丑年伊始的喜悦心情。

的确，天津人的新年菜单里少不了相声
这道“菜”，津门相声茶馆也用精彩的演出笑
迎宾朋。根据天津演艺网统计，大年三十到
正月初六的161场演出中，相声类演出占比
达七成。丰富的选择，充分满足了观众们对
这份津味儿“文化年货”的惦念。

春节假期，吴琼和先生如愿以偿走进茶
馆听相声。茶馆里充满中国意蕴的布置，台
上台下欢乐洋溢的气氛，让吴琼感慨万千。
她说：“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剧
场演出纷纷暂停，过节没能走进剧场，不免有
些遗憾。如今，剧场演出早已重启，今年春节
我们在剧场欢笑中开启新的一年，带着愉悦
的心情开始新的生活。”

本报讯（记者翟志鹏摄影姚文生）在新
春的喜庆氛围中，昨日，天津歌舞剧院两支演
出队伍分别在天津音乐厅和唐山大剧院上演
了两场不同主题的音乐会，为津冀观众送来
了美好的艺术周末。

为满足广大市民和留津人员新春期间的
精神文化需求，今年正月，天津歌舞剧院准备
了多场不同主题、不同形式的文艺演出。其
中既有传统的剧场演出，也有由该院演员组
成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慰问基层的演
出。昨天的演出适逢春节过后的首个周日，
天津歌舞剧院为天津和唐山观众分别推出了
深受喜爱的声乐和民乐演出。

昨天下午，“春——大团圆”声乐演唱会
在天津音乐厅举办。天津歌舞剧院众多优秀
中青年演员齐聚一堂，为迎着和煦春风走进
剧场的观众送上了一道精美的声乐大餐。音
乐会中的绝大部分曲目都是观众们耳熟能详
的中国优秀作品。《走进春天》《微风细雨》等
唱出了大家迎来春天的共同心声，《三百六十
五个祝福》《祝你平安》等是人们百听不厌表

达美好祝福的老歌，《欢天喜地》《大地飞歌》
等歌曲将欢乐的情绪在音乐厅内传递。著名
歌星牛豹登台演唱了《我的中国心》《众人划
桨开大船》等歌曲，他激情四射的演唱将声乐
艺术的感染力演绎得淋漓尽致，也把演出推
向了最高潮。
保利天歌民族乐团（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

团）昨晚在唐山大剧院演奏了“全家福”中国民

乐金曲新春音乐会。这也是继去年底的“2021
唐山新年音乐会”之后，天津歌舞剧院再次为
唐山观众演出。音乐会由青年指挥家胡彪执
棒，乐团演奏了《春节序曲》《良宵》《全家福》
《茉莉花》《庆典序曲》等节庆主题的经典曲
目。此外，乐团还特别献上了《连年有余》《大
寨红花遍地开》等代表作品，向唐山观众展示了
天津的民族音乐文化底蕴和创作成果。

三盘速胜梅德韦杰夫

澳网九称王 小德强中强

本报讯（记者 梁斌 摄影 孙震）今年1月
6日，中国女排集结北京开启今年的首期封
闭集训，虽然不在本期国家队集训大名单之
内，但天津渤海银行女排新秀陈博雅仍有幸
获得赴国家队试训的机会。参加国家队一个
多月的封闭集训，这名21岁的小将坦言收获
很多，打球比之前更有信心了。
1月4日，陈博雅收到参加国家队今年首

期封闭集训的通知，这让她感到很惊讶，“因
为之前自己从没想到能去国家队训练。临行
前，王指（王宝泉）、张指（张静坤）都专门叮嘱
我，到了国家队要努力训练，要多向国家队其
他队员学习，自己也很珍惜这次到国家队试
训的机会。”首次参加国家队集训，让陈博雅
感受最深的是非常积极的训练氛围，“国家
队的训练氛围很不一样，训练场上大家的呼
喊声都特别洪亮，每名队员的训练都特别积
极。”跟随国家队训练一个多月，陈博雅坦言
自己收获很多，“在国家队试训期间，自己练
习基本技术比较多，同时也发现了一些自身

的问题和不足。训练期间，主要是打接应位
置，一传方面，也学了上手传球和帮自由人补
位置，拦网方面，与副攻进行拦网配合等，自
己的扣球动作也得到纠正。”

结束在国家队的试训，陈博雅于2月9
日回到天津，她表示：“通过本次在国家队
的试训，让自己增强了信心，训练期间也发
现了自己的不足，进而找到接下来提升的
方向。回到天津队后，我会更加努力地投
入到每天的训练中去，在进攻、防守、一传
等技术环节上去提高，在主攻和接应这两
个位置上做好准备，争取在十四运的赛场
上能有好的发挥。”

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认为，通过在国
家队一个多月的试训，陈博雅在技术上有提
高，“陈博雅是一名非常有潜力的队员，弹跳
好，在接应位置上的能力比较强，身高、扣球
力量、扣球高度、场上的攻防意识和心态都不
错，关键是在训练中她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
求，这样才能更快地提高。”

参训月余 收获挺大 发现问题 纠正动作

陈博雅:国家队归来后更有信心了
共建共担共享 郑州洛阳双主场

建业正式改名“河南嵩山龙门”

本报讯（记者 赵睿）20日晚间，河南建业俱乐部发布消
息，正式更名为河南嵩山龙门俱乐部。俱乐部未来由郑州市
人民政府、洛阳市人民政府、建业集团三方共建共担共享，一
旦联赛恢复主客场制，将把主场分别设在郑州市和洛阳市，实
行双城双主场轮换制。至此，中超俱乐部里只剩下北京国安、
重庆当代还没有完成更名。

关于政府入股职业足球俱乐部，2015年颁布的《中国足
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第11条明确表述：“优化俱乐部股权结
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
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推动
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
的非企业化。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
建设，立足长远，系统规划，努力打造百年俱乐部。”河南嵩山
龙门俱乐部率先作出了尝试，共建、共担、共享的“新玩法”摊
薄了压力，满足了需求，值得具备条件的俱乐部思考。

北京国安、重庆当代两家俱乐部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名
称非企业化的变更，考虑到中超开幕日期比原计划延后一个月，
存在放宽时限的可能。重庆当代拟更名为重庆两江竞技，只待
官宣，而北京国安新名叫什么暂时还没有消息。

另据报道，唐山市发改委和唐山市体育局联合发布红头
文件，称唐山市有意引进一支中超球队。外界普遍判断，文件
中表述为“实力较强，投资人出现资金问题，无力承接球队支
出，导致球队面临转让或解散”的队伍是刚刚完成更名的河北
队（原华夏幸福），因为根据中国足协相关规定，中超俱乐部目
前不能跨区域转让。

本报讯（记者申炜）尽管在欧冠赛场上风头很劲，但在英超联
赛中却依然无法扭转颓势。昨天进行的英超第25轮比赛中，利
物浦主场0：2输给同城对手埃弗顿，22年来首次在主场输掉同
城大战，这也是自1923年以来利物浦首次遭遇联赛主场四连败。

开场仅3分钟，罗德里格斯妙传撕破利物浦防线，理查利
森反越位低射得手。尽管利物浦下半时加强了进攻，但始终
没有收获进球。终场前7分钟，利物浦再遭沉重一击，本方禁
区内犯规送给埃弗顿一粒点球，西古德松主罚命中，将比分定格
在2：0。这是埃弗顿自2010年以来首次在同城大战中告捷，而
他们上一次在安菲尔德球场击败利物浦还是在1999年。

目前，利物浦在联赛积分榜上被曼城甩开16分的距离，
连利物浦主帅克洛普也承认，卫冕希望已落空。这个赛季，利
物浦战绩大幅度下滑的原因，除后防线球员接连受伤之外，锋
线球员进球效率下降也困扰着球队。

西甲联赛方面，昨天进行的24轮比赛结束后，皇马已缩
小和领头羊马竞的积分差距。皇马客场对阵巴拉多利德，卡
塞米罗头球破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反倒是主场作战的马
竞0：2不敌莱万特，爆出本轮一个冷门。

目前，马竞以17胜4平2负积55分继续领跑西甲。皇马
则以16胜4平4负积52分排在积分榜第二位，距离榜首少赛
一场的马竞只有3分差距。排名第三的巴萨目前为46分，西
甲联赛的冠军争夺依然还有悬念。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7：5、6：2、6：2，
赛会头号种子、现男单世界第一德约科维
奇战胜 4号种子梅德韦杰夫，第 9次赢得
澳网男单冠军，这也是他的第18个男单大
满贯冠军。9次澳网决赛保持全胜，小德
依然是不可战胜的墨尔本之王。就像他赛
前所言：“很多人都在谈论新生代球员的崛
起，并要接我们的班，但实际上这还没有发
生，我不会站在那里就把荣誉交给他们。”

他确实做到了。
对阵已经取得跨赛季20连胜，包括对

TOP10球员12连胜的梅德韦杰夫，外界认
为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然而，小
德并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梅德韦杰夫仅
在首盘与小德形成抗衡，之后完全进入小
德的节奏，以至于梅德韦杰夫情绪失控摔
球拍泄愤。
这是小德第二次在澳网实现三连冠，也

是他第5次在澳网实现卫冕，还是他第4次
以头号种子身份在澳网夺冠，他在澳网已取
得82胜，继续刷新单个大满贯赛事最高胜
场数纪录。在单一大满贯上拿到9冠，也
超越费德勒的温网8冠，仅次于纳达尔的
法网13冠。小德在硬地类型的大满贯赛
事中已拿下 12冠，超越费德勒的 11冠纪
录，成为公开赛时代的“硬地之王”。3月8
日，小德将迎来自己311周坐拥世界第一宝
座的历史性时刻，从而超越此前费德勒保持
的310周占据男单No.1的纪录。去年，小德
曾经公开表示过，有信心在退役前成为赢得
大满贯最多的ATP球员。以目前的状态看，
他完全有机会。

本报讯（记者李蓓）由天视体育、天津市
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金昇体育共同主办的
“春风千里知华夏”贵州、广西自驾活动现在
启动驾友招募。
此次活动计划3月16日从天津出发，途

经河南、贵州、广西、江西等省、自治区，感受
祖国的山河壮美，体验苗、侗、壮等少数民族
的风土人情，探秘巴马长寿村、神奇百魔洞，
到桂林来一次画中游。全程6500公里，历时
15天，活动期间，主办方将推出自驾旅行“护
照”，驾友凭“护照”不仅可以在今后的活动中
尽享优惠，还可以记录打卡中华大地的山山
水水。
本次自驾活动对参加车辆车型不设限

制，驾汽油车或是混动车皆可报名，但需要保
证车辆手续齐备且车况良好。所有参加活动
人员须保证身体健康，因疫情防控需要报名
时需提供个人健康码填报健康申报表。天津
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将派出专业技师和保障
车全程保驾护航。
本次活动咨询电话：天津汽摩协会

23526974，金昇国旅4008782255。报名地
点：南开区水上北道爱俪园公寓天津汽摩运
动协会；南开区三马路165号金昇国旅。

利物浦输给同城对手埃弗顿

98年来第一次主场四连败

天津音乐厅演出 唐山大剧院演出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春节期间，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天津大剧
院有效利用保利院线平台艺术资源优
势，推出“保利云剧院”之“‘剧’力闹新
春”活动，观众可以通过手机欣赏多部
好戏。

天津大剧院“保利云剧院”是去年全
国剧场因疫情封闭期间推出的线上活
动，为观众带来了门类丰富、水准较高的
线上演出播映。此次“‘剧’力闹新春”活
动从大年初一起陆续推出，相继上线了
西蒙·拉特执棒、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
“柏林森林音乐会2013：《欢乐颂》”，红
壶相声社的“红壶南团”演出，俄语音乐
剧《基督山伯爵》，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
团芭蕾舞剧《胡桃夹子》，邵梦岚、黄燕舞
等主演的新编越剧《大唐骊歌》，纪录片
《肖邦的艺术》等，涵盖多种艺术类别。
观众可通过“天津大剧院”微信公众号获
取观看方式。

本报讯（记者 张钢）昨日，电影市场上演了精彩一幕：根
据灯塔数据显示，晚8时，《你好，李焕英》与《唐人街探案3》双
双突破40亿元票房大关；晚10:08，《你好，李焕英》达到
40.25亿元，超出40.24亿元的《唐人街探案3》，成为截至目前
今年中国票房最高的电影。从一个喜剧小品演员过渡到中国
票房最高的女导演，贾玲仅用了10天时间，便将这个奇迹变
成现实。此前，贾玲曾表示：“我是因为要纪念我的母亲才做
了导演，而不是为了做导演才拍了这部影片。”
《你好，李焕英》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李焕英是贾

玲已故母亲的名字。影片讲述了贾晓玲在母亲遭遇车祸弥留
之际穿越回1981年，陪伴年轻时代母亲的故事。对此，贾玲
说：“当年我在春晚舞台表演过这段小品后，因为付出的是真
情实感，所以打动了很多观众。因为相对于小品，电影能更好
地把这个故事讲述完整，那时我就决定，要将这个故事搬上银
幕，把我母亲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以弥补我的自责。在我母
亲活着的时候，我没有真正让她高兴一回，因此我做剧本的时
候，我让穿越后的贾晓玲来到母亲李焕英年轻时工作的化工
厂，她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带着‘我就想让她高兴’的初衷，所
以影片前半部有一些喜剧色彩，并不显得太悲情。在生活中，
我也很少看到我母亲哭，我在挑选她照片的时候，发现她每一
张都在笑。大家可以从影片里看到，我母亲的形象是一个非
常开心阳光的样子，所有悲情的部分都是我自己承担，她从头
到尾一直很乐观，只哭过一次。”
对于影片取得的超高票房成绩，贾玲坦言，这部影片成功

之处在于与观众产生了共鸣，而不是因为她有什么高超的电
影技巧和手法。母爱就像空气，从你出生时就有，所以你经常
忽略她；而你一旦失去她，就会体会到那种窒息感和无助感，
这是你这辈子都不愿意去体验的痛苦。
此前，贾玲称如果影片票房突破30亿元，自己将去减肥

瘦成一道闪电：“减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事情，我尽量去减。
获得这么好的成绩，我太意外了，也感谢我们的精神股东（观
众）。近来我也会在网上看观众对影片的评价，按说票房那么
高我应该开心，但每天我看到网友留言都会哭，因为我看到了
很多他们对母亲思念的故事。”
谈及最近的工作计划，贾玲表示暂时不会再做导演。她

说：“我已经说了我这次做导演的初衷，所以我暂时没有再去
拍电影的计划。也许将来有了自己很感兴趣的题材，我会再
次尝试做导演，而且很想和沈腾再痛快淋漓地合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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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刹海》第11、12
集 庄家小院里，大卫帮
忙扫院子时看到庄大爷
穿着练功服出门，扔下笤
帚拿上相机追随庄大爷
而去。大卫夸庄大爷功
夫好，提出想拜师学艺。
庄大爷欣然收下了大卫
这个徒弟。庄家人如期
赴约去牛排家和大卫一
起吃了饭……

天津卫视 19:30
■《明天，会更好》第

58 集 小怜与格尔的案
子，因为取证问题无法审
判，身体逐渐虚弱的程玮
决定出庭作证。弯弯害
怕自己因为拐带夏明轩
被判有罪，让格尔帮自己
洗脱罪名。弯弯气急之
下，供出了当时指使自己
的就是格尔。所有的证
据都指向了对格尔不利
的一面……

天视2套 18:25
■《壮士出川》第3—

6集 张抗先回家看了父
亲而后去看了夏之悦，夏
之悦看到张抗还活着很
激动。张抗到了 122 师
向靳继忠团队报到，张抗
提出要带团，当靳团长把
张抗带到连队时，张抗心
里明白这个连很不好带。
第一天夜里张抗就进行了
紧急集合……

天视3套 19:20
■《九九》第 2、3集

九九领着孩子上山采摘山
货贴补家用，却在山上碰
见等在那里的高大全。大
全小心询问九九近况，让
九九有困难就找自己帮
忙，九九没有多说转身离
开。饭桌上，二水提出九
九领了大水的抚恤金却不
主动拿出来，月华和大水
妈也对九九有意见，让二
水找回芸香，准备针对抚
恤金的事儿开个家庭会
议，找九九问清楚……

天视4套 21:10

■《非你莫属》本期
舞台迎来一位来自贵州的
苗族女生，她良好的现场
展示给企业家留下了深刻
印象，首轮环节中，她的良
好表现得到了企业家们的
认可，12位企业家集体为
她留灯。此次求职她希望
寻找旅游推广以及新媒体
的相关职位，最终她能否
成功？

天津卫视21:20
■《最美文化人》今

天做客节目的这位嘉宾可
谓是曲坛常青树，快板界的
旗帜，也是“不老”的传说，
他就是当代快板书艺术大
师，中国文联授予的首批
“德艺双馨”艺术家之一，非
遗快板书项目传承人，中国
曲艺最高奖——牡丹奖、
中国“金唱片”获得者张
志宽。

天视2套 2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