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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会费590万欧元 金特罗正式加盟深足

如此“低价”仍有望当标王

本报讯（记者 赵睿）记者昨天了
解到，2021赛季中超联赛的开赛日期
初定为4月20日。获得今年准入资
格俱乐部的名单也将在不久后公布。
中国足协、职业联盟筹备组设计

了多个开赛时间节点，由于奥运会预
赛中韩女足两回合附加赛将在4月8
日和13日进行，因此中超4月上旬、
中旬开幕不是理想时间。日前，苏州
赛区和广州赛区已经接到中国足协的
承办比赛的确认通知。当然，中超能
否按时启动，还要视3、4月份疫情的
情况最终决定。
按照计划，本赛季中超将分为三个

大阶段进行，打满30轮。第一阶段是

从4月20日至7月30日，此阶段共进行14
轮，中间需要穿插进行世预赛亚洲区40
强赛A组的比赛。第二阶段从8月10日至
9月21日，此后中超联赛进入一个较长的
间歇期。第三阶段从10月26日至12月5
日，第二、第三阶段各进行8轮比赛。如果
中国队能够顺利从40强赛突围，进入下
半年开始的12强赛，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
也要为中国队的集训和比赛留出时间。
2021赛季中甲联赛前两名将会直

接升入中超联赛，中超联赛倒数第一和
第二名，将和中甲联赛第三、第四名踢附
加赛，赢球的两支球队也将获得2022赛
季中超联赛的参赛资格，这意味着今年
中超联赛没有直接降级名额，令今年中

超联赛保级压力小了很多。
中国足协要求的各级俱乐部提交确

认表和材料的日期已过，这几天会抓紧
审核，大约在3月中旬公布三级联赛准
入名单。尽管目前只有江苏俱乐部一家
宣布“停止运营”旗下各支队伍，但俱乐
部从职业联赛消失的悲剧可能还没有画
上句号。

中国足协考虑到各俱乐部普遍面临
的实际困难，为了最大限度保证联赛的
稳定性，在球员利益得到保护的前提下，
今年的准入审核已有所放宽。未来几年
中超将进入调整期，在“限投令”及“限薪
令”等规定的约束下，俱乐部的投入将大
幅压缩，生存空间也将得到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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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至5月473场歌舞、话剧、戏曲、曲艺倾情上演

相约剧场 共享春的气息
准入名单中旬公布 赛季分三段共30轮 没有直接降级名额

中超联赛计划4月20日揭幕

本报讯（记者申炜）昨天，深圳俱乐
部终于官宣了哥伦比亚国脚金特罗加盟
的消息。让人比较惊讶的是，他的转会
费只有590万欧元，即使这样仍有望成

为新赛季中超“标王”。
虽然名气不如之前的胡尔克

等大牌外援响亮，但金特罗在南美
足坛也是赫赫有名。这名哥伦比
亚球员曾经有过在意甲、葡超和
法甲效力的经历。2018年，金特
罗开始效力阿根廷劲旅河床，3
个赛季出场60次，贡献10球 7
助攻，帮助球队夺得2018年南美

解放者杯、2019年南美超级杯以及阿根
廷杯冠军。
尽管金特罗加盟深圳队直到昨天才

得到官宣，但其实早在去年8月双方之
间就有所接触，去年10月金特罗来到中
国签约，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只能在

2021赛季才加盟中超。而球队原外援
前锋约翰·马里受疫情影响暂时无法归
队，因此被租借至日本J联赛升班马福
冈黄蜂队效力一个赛季。这“一进一出”
也帮助深足免去外援超标的烦恼。

据报道，金特罗转会费是590万欧
元，低于此前外界传说的820万欧元。今
年中超冬窗将于3月26日关闭，在交易冷
清的局面，金特罗有望成为新赛季中超
“标王”。对于深足来说，这笔交易也算是
性价比很高了。

在石柯离队加盟山东泰山后，上海
海港需要在防线上进行补强，昨天球队
也正式官宣迈斯托罗维奇加盟。从履历
上来看，这名球员基本上在克罗地亚联
赛效力，加盟海港之前，他效力的奥西耶
克在2019—2020赛季位居克罗地亚甲
级联赛第四名。目前，上海海港也凑齐
了5名外援。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昨天，遭遇
车祸的美国高尔夫球名将泰格·伍兹
首次公开发表声明，感谢同行和球迷
的支持，帮助自己度过困境。对于这
起车祸发生的原因，官方目前尚未给
出正式结论，调查人员透露可能是伍
兹疲劳驾驶所致。
车祸发生后，球迷们纷纷送上

祝福。在比赛日，包括麦克罗伊、弗
利特伍德在内的多位高尔夫明星，
都穿着伍兹标志性的红衬衫和黑裤
子出战，用这样的方式祝福伍兹早日
康复。
24岁的科林·森川获得世界高尔

夫锦标赛冠军，成为伍兹之后第二位
在25岁前拥有大满贯和世界锦标赛
冠军的球员后表示：“伍兹对我来说意
味着一切，谢天谢地他没事，希望他能
很快恢复。”昨天，伍兹发表声明向所
有人表达谢意。“当我打开电视，看到
所有的球员身穿红色衣服时，无法用
语言来形容我有多感动。感谢每一位
高尔夫球员和每一位球迷，你们在帮
助我度过这段艰难时期。”
车祸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据参与

事故调查的几位专家初步判断，可能与
伍兹疲劳驾驶有关。“这并不像超速造
成的，而是某种疏忽所致。这是一种漂
移事故，伍兹应该是失去了意识，身体
不舒服或者是睡着了，直到他的车离开
路面才醒来。”

伍兹车祸后首次发声
“艰难时光感谢陪伴”

本报讯（记者张钢）北京时间3月1
日上午，第78届金球奖揭晓，中国女导
演赵婷凭借《无依之地》荣获剧情类最佳
影片和最佳导演双奖。这一成绩不仅使
得赵婷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亚裔女导
演，也是继芭芭拉·史翠珊后，金球奖历
史上第二位获得最佳导演奖的女性。

该片根据杰西卡·布鲁德的小说《游
牧民族：生存在21世纪的美国》改编，是
一部文学性颇强的文艺片，讲述了一名
在经济大萧条中失去一切的六旬女性，
作为居住在房车里的现代游牧民穿越美
国西部的故事。作为赵婷的第三部电影
长片，该片在去年威尼斯电影节获得最
佳影片金狮奖，并拿到第45届多伦多电
影节“人民选择奖”，第21届美国电影学
会奖等，横扫颁奖季。在今年4月即将
举行的奥斯卡颁奖礼上，该片也是获奖
的热门片目。

赵婷还有一个不为人熟知的身份，
她是演员宋丹丹的继女。在得知赵婷获
奖后，宋丹丹随即发布微博表示祝贺，
“真不知该如何祝贺你了！你每一个新
的奖项都超出我们的想象并给予我们巨
大惊喜。一个不懂英文的中国女孩16
岁才出国求学，选择了一条我们从不看

好但也只能尊重的道路。今天，在人家
的主场拼人家的强项，取得了这样的认
可，创造了这样的纪录。你是我们家的
传奇，相信你的故事也会激励无数中国
的孩子们。”

据悉，《无依之地》将被引进，该片片
方宣布将于4月23日在全国艺联专线
上映。

■本报记者刘莉莉翟志鹏

早春三月，盎然春意也在津门文
艺演出市场生发。记者自天津演艺网
获悉，截至目前共有473场演出将在
3月至5月期间上演，包含戏曲、曲艺、
歌舞、话剧、儿童剧等众多艺术门类。
津门文艺院团与观众相约剧场，以精
彩演出共享春的气息。
针对不同观众的口味，天津歌舞

剧院策划了多场主题鲜明的音乐会演
出。其中3月7日的“为你歌唱”交响
音乐会以国际妇女节为主题，将为女
性观众带来一场温情十足的演出；3
月20日的“奥斯卡”世界经典电影主
题大型交响音乐会，准备了多首人们
耳熟能详的电影金曲；“春·世界”木管
重奏音乐会、“春天的童话”弦乐重奏
音乐会将分别于3月21日、28日为观
众呈现木管乐器和弦乐器的魅力。

天津交响乐团将于3月19日与
著名指挥家李飚合作，共同带来“巨人
的号角”交响音乐会，演绎马勒《第一
交响曲“巨人”》等作品。3月21日，
该团“奇迹四重奏”将亮相张园剧场，

上演“在希望的田野上”弦乐四重奏音乐
会，这场演出也是天交进行文旅融合的
新探索。

天津大剧院将于本周开启农历新年
的演出。3月6日，小剧场话剧《项链》将
首先与观众见面，该剧灵感源于法国著
名作家莫泊桑的同名小说名作，将“项
链”的故事内核与中国背景相结合，挖掘
其现实意义。3月30日、31日，廖一梅
编剧、孟京辉执导的大型多媒体音乐话
剧《琥珀》将上演。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排演的多部话剧
接连上演。3月11日，由江珊、郑云龙
等演出的《德龄与慈禧》将在天津大礼堂
演出。3月26日—28日，探讨情感话题
的小剧场话剧《江小东和刘小文》在天津
人艺实验剧场演出。还有《运河1935》
《两只蚂蚁在路上》等剧目也即将与天津
观众见面。

小朋友们喜爱的儿童剧也同样丰富
多彩。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有三部剧目
将于3月在光华剧院上演：3月5日、6日
演出《猫鼠新传》，3月19日、20日带来
该团最新排演、根据同名动画片改编的
音乐偶剧《没头脑和不高兴》，3月27日

演出《白雪公主》。
天津音乐厅儒熙艺术馆近期将推出

“经典佳映”志伟吉他乐团专场音乐会及
“弦动巴洛克”“走进女中音的世界”等艺
术讲座活动。
我市各戏曲院团在辛丑正月开箱后

继续好戏连台。天津京剧院将于4月
24日在滨湖剧院小剧场演出《琼林宴
（问樵）》《穆桂英挂帅（捧印）》。4月30
日在滨湖剧院演出《天女散花》《武家坡》
《铁笼山》，5月8日在滨湖剧院演出《红
鬃烈马》，这几场演出均由优秀青年演员
挑梁。
天津河北梆子剧院3月7日在中国

大戏院带来“庆三八名家新秀演唱会”，
由杨丽萍、赵靖、王少华、金玉芳等“梅花
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领衔。3月14
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龙凤呈祥》，同样
是名家新秀合作演出。五一期间该院还
将举办庆祝建党百年京津冀三地名家演
唱会。
与此同时，津门小剧场相声演出依

旧是多点开花。天津市曲艺团、名流茶
馆、谦祥益文苑等团体每日演出接连不
断，满足观众需求。

赵婷凭借《无依之地》成为首获该奖项的亚裔女导演

中国女导演摘得金球奖最佳导演奖

■本报记者仇宇浩

余华是一位写得很“慢”的作家，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之后，读者
等了10年才等到《兄弟》；《兄弟》后又
过了7年余华才出版《第七天》。时隔
8年，新春伊始，余华将献上最新长篇
小说《文城》。封面插画是余华选定的
当代艺术家张晓刚作品《失忆与记忆：
男人》，风格独特，意蕴广远。
如果说《活着》让我们见到了一个

人和他的命运，那么新作《文城》将从不
同层面继续挖掘命运这个主题，书写一
个人在命运浪涛里的寻找，以及一群人
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以时而细腻舒
畅、时而勇猛锋利的笔触，夹杂独特的

黑色幽默，谱写一曲荒诞悲怆的命运史
诗。《文城》还将见证一个我们曾熟悉的余
华的回归——那个采用底层视角、关注普
通人“活着”的壮美故事，将历史和时代真
正融入人物生活的余华，他是一位忠实的
叙述者，也是一位耐心的聆听者。
余华的许多小说都在书写记忆——

个人的、集体的。在《文城》中，他继续追
寻一段被历史记忆封存的时光，同时，他
也突破以往的创作，把故事背景设定在
前作少有着墨的清末民初。在讲述这段
往事时，余华承续了民间叙事的风格，不
动声色地融入魔幻色彩，从不同视角讲
述了林祥福、纪小美以及与他们相连的
各色人物的爱恨悲欢、颠沛起伏，牵引出
军阀混战、匪祸泛滥的时代之殇。余华

写的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每个普通人“活
着”的故事。书中全新的女性形象纪小
美，是迄今余华笔下最为复杂丰满的女
性形象。读者将与故事中的各色人物一
起同命运交锋，并将窥见余华突破自我、
令人耳目一新的一面。
“从庚子到辛丑，120年前一幕人

生的悲剧烛照映衬着120年后的人类
大悲剧。”评论家丁帆感慨于这样宏大
的时空设置，“让我们唯一能够记取的
历史遗训就是：无论在任何灾难面前，
人类只要人性的底线尚存，真善美终
究是会战胜假恶丑的，这才是人‘活着’
的真理性，唯有悲剧才能深刻地阐释出
这样的人生意蕴。”

余华说过，“我只要写作，就是回
家”。于他而言，故事中的小镇已是一个
抽象的南方小镇了，是一个心理的暗示，
也是一个想象的归宿。那么文城究竟在
哪里？相信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答
案。因为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

书写一个人在命运浪涛里的寻找和一群人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

余华时隔八年推出新长篇《文城》

本报诸暨3月1日电（记者 苏娅辉
文并摄）今天上午，接到核酸检测全部通
过的通知后，天津先行者男篮正式解封，
下午进入海亮教育园体育馆进行了抵达
赛区后的第一次场地训练。
在战术演练的同时，投篮依然是球

队的训练重点。按照赛程安排，3月2日
天津队对阵八一队的比赛取消。这样一
来，天津队本阶段首战将于3月4日11
点迎战深圳队。非常巧合的是，去年10
月13日进行的本赛季CBA联赛季前赛
第一场，天津队就是对阵深圳队，当时天
津队以76：70战胜对手。时隔近五个
月，双方将迎来再度交锋。值得一提的
是，当时林庭谦本来准备好了开始他的
“CBA首秀”，没想到却因为赛前依然未
拿到国际篮联澄清信，而最终未能登场
亮相。
“当时已经做好了上场准备，做完

准备活动热身了，却得到无法上场的
通知，这种情况确实非常令人沮丧，觉
得很可惜。”这一等，竟然等待了将近
五个月之久。“深圳队的外援和国内球
员能力都很强，是一支很全面的球
队。我会保持平常心，和对待平时的
每一场比赛一样去认真准备。按照教
练的部署去执行，努力做好防守。”在球
队后卫线饱受伤病困扰的情况下，林庭
谦肩负起了一号位的重任，而他在第二
阶段中的出色表现，也让外界对他寄予
厚望。“不要想太多，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情，达到教练的要求。”
在队友们训练时，外援爱德华兹

在场地边由队医指导进行康复训练。
虽然他非常想上场和队友们一起训练
比赛，为球队贡献自己的力量，但伤病
的事急不得，他也只能耐下心来积极
康复。田野之前的火疖子伤口创面尚
未痊愈，这也让他的上场出现了不确
定因素。张云梦并没有出现在训练
场，他因为扁桃腺发炎发烧，前往医院
输液治疗，目前状况逐渐缓解。

天津男篮抵赛区后首次训练

本报讯（记者 张帆）昨晚，由殷
桃、宋轶主演的都市剧《爱的理想生
活》在湖南卫视开播。该剧继承朱德
庸漫画原作的精髓内核，在全新背景
下讲述全新故事，以“悦己而荣”为基
调，讲述当代都市女性在取悦自我、追
寻自我、坚守自我的征途上，焕发出的
多彩光芒，共同组成一幅光彩夺目的
当代女性生活光谱，让每个人都能更
好地爱和被爱，与爱一生不离。
《爱的理想生活》以温如雪、戴希

希、温小阳、丁荟桥和齐悦这五位性格
迥异的都市女性为主线，讲述了她们
在爱与被爱的过程之中最终找到自
我、追寻自己心中理想生活的故事。
全剧在保证都市题材剧集时尚浪漫底
色的同时，同样重视对现实议题的讨
论与关怀。剧中关注并探讨了女性在
当代都市生活中所面临的一系列困
境，让每一位观众都能在剧中找到自
己或身边人的影子，对人物的遭遇感
同身受。不论是温如雪对于爱情的通
透、即使遭遇相亲套路也能够潇洒自
如，还是戴希希与刘珂因家庭差异导
致的观念冲撞，抑或是丁荟桥在职场
上遭遇的轻视与偏见，都引发观众广
泛的共鸣。

《爱的理想生活》
聚焦当代都市女性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什刹海

（26、27）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大家庭

（21—23）20:45艺品藏拍
天视3套（104）
17:40剧场：海边女人

(1、2)19:20剧场：壮士出川
(35)穿越火线(1—3)22:15
剧场:刀光枪影(25、26)

天视4套（105）
21:10 剧 场 ：九 九

（17、18）
天视5套（106）
19:30 直播:体育旅

行家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大律师20:10 百医百
顺21:00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19:00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什刹海》第 26、
27 集 志存来找刘芬谈
话，刘芬剖析志存和惠心
斩不断的情感以及志存内
心真实的想法，表明要结
束她和志存的关系。冬爷
告诉志斌，他和丁老板相
中了庄家菜馆这块金字招
牌，提出要开发庄家菜进
军餐饮业的想法……

天津卫视 19:30
■《大家庭》第21—

23集 李美娣大扫除把家
里的旧物拿出来晒，袁母发
现了一张酷似小刚的照片，
一看却是李劲松的，袁母似
乎明白了什么，赶紧找来袁
父认证。袁父找到袁刚谈
心，袁刚瞎编了自己与陈涵
秋相好的经过来欺骗父
亲。这天小刚回家，袁父袁
母一改往常疼爱孙子的态
度，因为一点小事就冲小刚
发了脾气……

天视2套 18:25
■《壮士出川》第35

集日军空军袭来，鬼子又
上了城墙，靳继忠让守护自
己安全的杨彪立刻带人前
去。东门、北门皆已经失
守，靳继忠带着仅剩的人冲
去保护师部。桥本已经站
在城墙上指挥，张抗和杨彪
守不住，边打边撤……

天视3套 19:20
■《九九》第 17、18

集 大全给春梅出主意让
春梅在村里请乡亲们看露
天电影，为农家乐做广告
增人气。大全妈闻之让大
全带上小翠儿去看电影，
逼着大全和小翠儿约会。
电影开场，村民们从四面
八方赶来……

天视4套 21:10

■《艺品藏拍》第一
位持宝人拿上来一个小花
盆，说是婆婆在三十多年
前送给自己的彩礼，另外
一只还种了菖蒲，这样做
会伤害这对“传家宝”吗？
第二件藏品是一件黄龙玉
的竹雕件，玉质油润，雕工
细腻，持宝人朋友的这份
回礼有多重呢？第三位持
宝人受朋友之托，拿来了
一幅程十发大师的《抚琴
图》，会客厅一致认为是捡
漏了，专家是否认可呢？

天视2套 20:45
■《今日开庭》今天

案子的原告雷女士的儿子
周小军是职业技术学院的
一名学生。原本已经到
了大三实习期，待实习过
后就可以毕业了，不料，
厄运突然降临，周小军
实习下班后不幸发生了
交通事故，当场身亡。
雷女士认为，儿子发生意
外时，还处于学校实习期
间，学校应该对孩子的离
世负有一定的责任。于是
雷女士将小军所在的学校
告上了法庭。

天视6套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