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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融合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及合唱演员的全阵容再现红色经典

中芭版《红色娘子军》将来津“起舞”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昨
日，由天津歌舞剧院“Give Me Five”木管五
重奏室内乐团打造的“春·世界”木管五重奏
室内乐音乐会在天津音乐厅上演。
木管五重奏音乐会是演出市场相对少

见的室内乐组合。“Give Me Five”木管五
重奏室内乐团由天津歌舞剧院歌剧团多名
声部首席演奏家组成，乐器包括长笛、单簧
管、巴松、双簧管、圆号。自2016年成立以
来，乐团排演了古典、现代、流行、爵士等大
量不同风格的室内乐作品。本场音乐会
上，乐团为观众带来了多首风格迥异的经
典曲目，《春江花月夜》《卡门幻想曲》《纪念
册》《超级玛丽》《粉红豹》等作品曲风多变，
充分展示了木管五重奏音色丰富、色彩绚
丽的艺术特色。

木管五重奏吹响春的气息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红色娘子军》
是中国芭蕾舞剧中的经典之作，鼓舞了几
代国人。4月24日，中央芭蕾舞团将携这
部代表作登上天津大礼堂的舞台，以融合
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及合唱演员的最强阵
容为津门观众再现激动人心的红色故事。
《红色娘子军》根据同名电影改编创作，

首演于1964年，是我国第一部民族芭蕾舞
剧。该剧以中国革命历史作为创作的历史依
托，将西方芭蕾技巧与中国民族舞蹈的表现
手法相结合，在芭蕾艺术领域融合了中西文
化，开创性地塑造了英姿飒爽的“穿足尖鞋”
的中国娘子军形象。该剧演出场次累计达
4000余场，对中国观众来说，“红色娘子军”
已超越了一部芭蕾舞剧的意义，而成为了一
个文化符号。
《红色娘子军》通过独具中国民族特色的

舞蹈演绎、震撼人心的故事情节、恢弘绚丽的
舞台画面以及顽强拼搏、催人奋进的精神内
涵影响了一代代人。全剧讲述了上世纪三十

年代的海南岛，农家姑娘琼花在红军党代表
洪常青的帮助下，从恶霸南霸天府中的一个
苦命丫鬟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共产主义
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故事。该剧入选了文化
和旅游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
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之“百年百部”传统精
品复排计划重点扶持作品。

在芭蕾舞剧的艺术品质中，音乐占据了
重要比重，《红色娘子军》也是如此。该剧由
吴祖强、杜鸣心、戴宏威、施万春、王燕樵等作
曲家共同创作，“快乐的女战士”“万泉河水
清又清”等均是其中脍炙人口的经典段落。
中芭此次来津演出的一大看点就是“全阵
容”，中芭交响乐团将在常任指挥刘炬的执棒
下现场演奏，为观众呈现最高质量的《红色娘
子军》演出。演出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国各地都在争
抢《红色娘子军》的档期，中芭特意为天津观众
留出了“七一”前的宝贵档期，希望这部作品能
够使观众再度感受红色经典的温度与力量。

■本报记者仇宇浩

继反腐题材《曲终人散》、关注老龄社会《天黑得
很慢》之后，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日前推出了自己
的最新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洛城花落》。接受记
者采访时，有着40年长篇小说创作生涯的周大新坦
言，只有沉入生活积累素材，再将心比心妙笔成文，才
能让读者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生活，感同身
受，引起共鸣。
新闻中、身边人常有一些让人大跌眼镜的婚恋故事，

这些年周大新看到的、听到的婚姻悲剧，促使他开始关注
离婚问题，探讨当下年轻人的婚姻状况。他透露，书中有
自己熟悉的人的影子，“都是年轻人，是我们孩子这一辈
的，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影响到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
母跟我交流。但是小说没有原型人物，我只是想着怎么
让故事看上去像真的。因为既然写的是现实，只有让读
者觉得故事真的在发生，他才会有兴趣读完一部20万字
以上的长篇小说。”
周大新花了两三年时间写成《洛城花落》，用四次

庭审记录讲述了一段婚姻里可能面对的大大小小的
问题，采用庭审记录这样的写作结构，也是他的一次
创新和自我挑战。为了迎接挑战，他专门请教了两位
律师，了解离婚庭审以及离婚案例，“用新的结构来讲
故事，给读者阅读的新鲜感。小说创作，要求作家自
我超越。”如果小说只是讲当下，就容易显得分量轻
薄，于是周大新引入了宗族史料，有助于读者了解女
性的命运，同时赋予小说厚重感，“不是只讲两个主人
公的离婚，而是搭建起一个历史脉络，引导人们去思
考关于婚姻的这些问题。”
书名取自欧阳修的词作《玉楼春》名句“直须看尽

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周大新说：“《玉楼春》写
情人分离的伤感，写得特别好，所以写这本书时，我就
想用这种意境来命名，表达对婚姻一种伤感的情绪。”
该书被评论家誉为“中国人的情感教育小说”，探讨了
人在智商、情商、财商之外的“婚商”问题。周大新表
示：“说这本书是情感教育的书，我觉得说得挺准。不
过，说实话，我原本没想过‘婚商’这个词儿，但互联网
上有这个说法，‘婚商’是指一个人创造自己婚姻幸福
的能力。我也希望年轻人能提高自己寻找、经营幸福
婚姻的能力，把日子过好。我感觉现在年轻人对婚姻
质量的要求比前几代人都高，不愿意凑合，一旦发现
质量不高，就选择离开这段婚姻。”
在周大新看来，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如果把

婚姻比成一个建筑，它肯定不是那种一住七十年、一百年
不用修的钢筋水泥房，可能就是个很不牢固的茅草房，保
质期也就三四年，过了保质期，就得开始修缮，不注意修
缮，可能就漏风漏雨最后倒塌了。那些八九十岁还很恩
爱的夫妻，就是修缮房子的高手。”
说到从此封笔长篇小说，周大新笑言：“人要学会

撤退。不想再写长篇小说，主要是年纪大了，精力、体
力不行了，过去 20万字在我眼里，抬条腿就可以过
去；现在20万字在我面前，已经像一座大山了，我得
几年才能爬过去。”不过他对文字的热爱依旧，“还会
写点散文、随笔。”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一
座张园见证一段红色历史，一段乐章讲述一
段红色故事，昨日，由天津交响乐团、天津演
出公司共同推出的“百首红色金曲系列演出
活动”在张园剧场启动。

昨日午后，春天的阳光洒满张园，这里迎
来了近百名听音乐会的观众。14时30分，
作为“百首红色金曲系列演出活动”的首场演

出，由天津交响乐团奇迹四重奏打造的“在希
望的田野上”弦乐四重奏在古朴雅致的张园
剧场上演。讲述革命岁月的《映山红》《愿亲
人早日养好伤》，抒发爱国情怀的《祖国慈祥
的母亲》《我和我的祖国》，反映党领导人民群
众迎来美好生活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北京
的金山上》……一首首红色经典曲目带领观
众走进时光深处，回味了一幕幕红色记忆；经

过烽火岁月的百年张园，在悠扬的弦乐中听
到了今天人们幸福的笑声和掌声。

目前，张园内正在展出天津市军事管制
委员会和中共天津市委旧址纪念馆推出的
“《奠基岁月》──天津市军管会和中共天津
市委在张园”主题展览。据了解，“百首红色
金曲系列演出活动”将在张园持续举办，由天
津交响乐团驻场演出，此次活动的推出，也与
这一展览形成了有效联动。该馆馆长李军对
记者表示，音乐会的加入丰富了展览形式，既
能通过党史的生动呈现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
展效果，又是一次文旅融合的新探索，让党史
学习教育更有吸引力、感染力。
“今天的音乐会我听得心潮澎湃，在红色

旧址聆听红色旋律，我感觉接受了一场‘沉浸
式’的红色教育”，青年观众赵洋兴奋地说。她
告诉记者，以前她只在剧场看过演出，在文博场
馆看演出还是首次。她说：“在文博场馆举办主
题音乐会，带给观众的感受是立体而震撼的，一
定会受年轻人的喜欢。”老年观众陈学军也有同
感，他对记者说：“这场音乐会是在红色旧址举
办的，听到老歌，又看到展览的老物件，让我想
起了那些火红的岁月，很有感慨。”

天交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为做好“百
首红色金曲系列演出活动”，乐团对红色音乐作
品展开了深入挖掘，按照“四史”的脉络准备了
一批作品，其中的很多作品是歌曲体裁，演奏家
们又对其进行了器乐的改编。今年，乐团将着
力在“用音乐讲党史”方面做工作，用百姓喜爱
的红色主题演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百首红色金曲系列演出启动

走进张园 聆听红色旋律

沉入生活将心比心
——著名作家周大新谈新作《洛城花落》

����������
�������������	���
���������������		����
��������

��������
������	�����	�����������
������������b������
�����������
�������������	b�����������	��
	u�������	v�����������������b�
������������������������������

��a���a�������
����
�������	����
�	����������������������b�����	
��	������������	���
�����������
��b����

	������������������
�	����
�����
���������b	����������������

ཟ⍛ᐸ्䗦॰ᇒުถ䭽Ӱ≇᭵ᓒ ����ᒪ�P ��ᰛ

吴前当选南北明星赛MVP 单项赛冠军各有归属

全明星周末25周年庆典热闹非凡

本报讯（记者张璐璐）日前，2020—2021
赛季全国速度滑冰锦标赛在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拉开战幕，天津选手阿合娜尔·阿达克
在女子全能500米、1500米两项比赛中均
斩获铜牌。

本次比赛为期四天，共有来自43支队伍
的221名运动员参赛，设置了女子全能500
米、1500米、3000米、5000米和男子全能
500米、1500米、5000米、10000米以及男、
女短距离全能500米、1000米，还有男、女集

体出发和男、女集体追逐等项目。在首日进
行的女子全能500米比赛中，天津选手阿合
娜尔以41.29秒获得第三名，内蒙古选手韩
梅、黑龙江选手杨滨瑜分获前两名。

在第二个比赛日争夺中，阿合娜尔在女
子全能1500米比赛中同样收获铜牌，韩梅则
包揽了女子全能1500米及5000米冠军，沈
晗扬夺得男子全能1500米冠军，男、女全能
总冠军的殊荣也分别归属了韩梅、沈晗扬，而
男子全能10000米冠军则被辽宁选手王帅
涵收入囊中。

本报讯（记者赵睿）中国队昨天在上海集结，进行40强赛第
二循环前最重要的一次集训。入籍队员费南多因伤退出，他的同
胞阿兰则克服困难参加集训，受到主教练李铁的表扬。

从前天夜里到昨天上午，国脚陆续来到驻地酒店，受到球
迷的热情欢迎。本期集训召入了艾克森、阿兰、费南多和蒋光
太4名归化球员，但令人遗憾的是，后两名队员因伤都退出了
本期集训，艾克森和阿兰则格外受球迷追捧。李铁接受采访
时透露：“阿兰在昨天上飞机之前得知小孩儿生病了，而且比较
危险，家人也希望他能回到巴西陪伴。但他自己渴望留下来，
在国家队好好表现，一到国家队他就含着眼泪跟我说了这些，
好在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费南多在广州队热身赛中受伤，需要恢复2—3周的时
间，李铁表示很可能补招一名队员参加集训。李铁多少表现
出对伤号较多的担忧，希望这些球员到5月份的时候都能恢
复健康，或者保持健康。武磊自李铁担任中国队主教练以来，
从未参加过集训，李铁对他给予了充分信任：“虽然他还在西
班牙，但我们每次集训都会把武磊拉入群，他仍然是我们的重
要一员，希望到时候能回归球队。”对于战术的问题，李铁拒绝
回应。按照计划，中国队将在集训期间分别与河南嵩山龙门、
山东泰山进行热身赛，检验集训成果。

本报讯（记者 赵睿）记者昨天从职业联盟筹备组获悉，
2021赛季职业联赛准入俱乐部名单即将公布。根据目前已
知消息，本赛季有2支中超、3支中甲队伍和个别中乙球队将
从各自的联赛中退出。

今年中超联赛揭幕战计划在广州天河体育场进行，如果
疫情防控措施没有变化的话，筹备组力争中超从一开始就向
球迷开放，而且会根据球场安保、当地防疫形势的变化，不断
调整观众入场人数。据粤媒透露，揭幕战对阵双方是广州队
与浙江队。广州队核心外援保利尼奥、塔利斯卡何时归来仍
无准确日期，北京国安的两名巴西外援有同样遭遇。主帅比
利奇就坦言做好了最坏打算。另外，上赛季为青岛队保级立
下汗马功劳的亚历山德里尼未如期登上来华航班，何时返回
中国依然是待解的未知数。

中超准入名单呼之欲出

力争开赛即允许球迷入场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昨天，2021年自
由式滑雪世界杯赛在美国阿斯本继续进
行，刚刚在世锦赛上拿到 2金 1铜的中国
选手谷爱凌，在世界杯坡面障碍技巧决赛
中出现失误，以74.91分获得第四名，无缘
登上领奖台。
世锦赛后，谷爱凌仅休整一天便带伤

投入到世界杯赛的比拼中。在坡面障碍
技巧预赛中，谷爱凌延续了良好状态，凭
借第一轮 86.50 分的高分，排名第一晋级
决赛。
决赛中，谷爱凌最后一位出场，她在首

轮发挥正常，以74.91分排名第二，英国选
手穆尔76.64分位列第一。第二轮，谷爱
凌出现明显失误，成套动作基本没有完
成，只得到 10.45 分。法国选手勒德克斯
以 82.17 分升到第一。第三轮，勒德克斯
继续提升表现，得到83.90分。随后俄罗斯
选手塔塔利娜拿到78.55 分也超过了谷爱
凌。最后出场的谷爱凌再度失误，仅拿到
11.32 分，最终以 74.91 分排名第四。勒德
克斯、穆尔、塔塔利娜分获前三名。
今天，谷爱凌将在U型池决赛上再次冲

金，她在预赛排名第一。

全国速度滑冰锦标赛拉开战幕

天津选手阿合娜尔摘两铜

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坡面障碍技巧赛

谷爱凌收获第四

本报讯（记者梁斌）昨晚，在国家体育总局
秦皇岛训练基地举行的2020—2021赛季中
国男排超级联赛B组最后一轮的比赛中，天
津食品集团男排以0：3不敌江苏男排，以2
胜3负积7分的成绩排名B组第四名,晋级
八强，三局比分为18：25、19：25和23：25。今
日举行的四分之一决赛，天津男排将对阵A组
头名北京男排。

已提前晋级八强的天津队此役对阵容进

行轮换，为下月揭开战幕的十四运男排成年
组预赛练兵和磨合阵容。天津队的首发阵容
为主攻刘昊田、刘金浩，副攻崔箫、张昕宇，接
应罗壮，二传沙义杰，自由人徐朋。首局，双
方一路战至12平。随后的比赛，江苏队用发
球有效冲击天津队的一传，多次抓防反机会
得分，以22：16领先。随着天津队队员进攻
出界，江苏队以25：18赢下首局。
第二局，江苏队在接应刘向东的发球轮连得

5分，以8：2领先。而天津队此后提升发球和拦
防质量，随着张昕宇拦网得分，天津队顽强地将
比分扳成12平。而江苏队随后又连得5分，以
18：13领先。天津队随即用二传邓鹏换下沙义
杰。局末阶段，江苏队连得3分，以25：19再赢
一局。第三局，二传邓鹏先发出场。天津队在
刘昊田的发球轮连得3分，以14：11领先。随
后，双方一路战至22平。最后时刻，江苏队抓
住机会以25：23赢下制胜一局。

第一阶段小组赛战罢，北京队、上海队、
浙江队和河南队分列A组前四名，江苏队、
四川队、山东队和天津队分列B组前四名。
四分之一决赛具体对阵为，天津队对阵北京
队，上海队对阵山东队，四川队对阵浙江队，
江苏队对阵河南队。

男排联赛小组收官战不敌江苏

天津今日对阵北京争进四强

本报青岛3月21日电（记者 苏娅辉）
2021CBA全明星周末今天在青岛国信体育馆
进行，南区明星队以123：109战胜北区明星
队。南区吴前三分球13投7中砍下23分，当
选全明星MVP，北区赵继伟空砍20+8助攻。
吴永盛获得技巧挑战赛冠军，胡明轩夺得三分
球大赛冠军。
比赛中，每当高诗岩持球，现场球迷就高

呼“扣一个”。这是高诗岩的第6个赛季，他
一共参加了225场比赛，至今却没有一次扣
篮。上半场最后一攻，高诗岩持球杀到篮下，
队友刘传兴和俞长栋合力将他托起，助其实
现了扣篮的梦想，这一创意赢得了现场阵阵
热烈鼓掌。
比赛间隙上演了有趣的跨界挑战赛，由

UFC亚洲一哥李景亮单挑西热力江。双方
赛前打嘴仗预热，一见面李景亮就说：“既然
西热力江不来找我打拳，那我就来到这儿找
他打打球！”西热力江接招：“既然都冲到篮球
场来了，就必须给他上上课！”虽然两次被李

景亮直接撞倒，但西热力江还是凭借最初的
上空篮得分以2：0获胜。

中场休息时，中国篮坛泰斗蒋兴权、中国
篮协副主席宫鲁鸣为CBA全明星25年球员代
表姚明、李晓勇、胡卫东、易建联、朱芳雨、刘炜、
马布里、郭艾伦颁奖。宫鲁鸣说：“CBA25年
走过了辉煌的发展阶段，也有坎坷。今天我
们在国内舞台上嗨得快乐，明天我们在国际
舞台上嗨得有价值。”81岁的蒋兴权说：“这
些都是25年来最优秀的运动员，现在在不同
的岗位依然是中国篮球的骨干力量，希望他
们今后为中国篮球作出更大的贡献。”

单项赛决赛同时上演，技巧挑战赛决赛，
吴永盛击败张宁，与淘汰了赵岩昊的冯欣展
开终极对决。最终，吴永盛命中三分夺冠。
三分大赛决赛，卫冕冠军陈林坚无缘三连冠，
预赛第一胡明轩以23分夺冠。扣篮决赛，张
镇麟两轮获得99分，以1分险胜陈登星，夺
得扣篮大赛冠军。

青岛全明星周末允许观众入场观赛，为

CBA联赛开了个好头。CBA公司宣布，接
下来的CBA常规赛第四阶段及季后赛将允
许球迷入场。第四阶段逐步恢复观众入场，
入场人数根据场馆规模大小而定。至于下赛

季是否恢复主客场制，据CBA公司竞赛负责
人孟晓琦介绍，目前CBA公司已经在与各个
俱乐部进行沟通，具体能否恢复主客场，等疫
情明朗后会加速推进。

昨晚，张镇麟拿下扣篮大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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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装台》第 29、30
集北京的演出很是顺利，
各位领导都对顺子打的追
光很是满意，节目也得到
了各领导的赞赏。去了欢
乐谷的大雀儿特别高兴，
因为满足了女儿的心愿，
也给女儿发去了在欢乐谷
游玩的照片。在家收到照
片的丽丽开心地和刁大军
一起分享。出了欢乐谷大
门，墩墩急着去798，却发
现前面还在自拍的大雀儿
已经倒在了门口……

天津卫视 19:30
■《妈妈在等你》第

42—44集晓晓夫妻走到
了绝路，江凌蝶让晓晓掀底
牌，找石竹求情。晓晓纠结
不已。晓柳去接石竹，石竹
说起自己的担心，晓柳笑石
竹瞎操心。晓柳把石竹拉
到饭店，盛情接待石竹。晓
晓知道石竹来了，抓到了最
后的救命稻草……

天视2套 18:25
■《追风行动》第

42—45集川岛芳正得知
军事仓库被袭十分震怒，
要求田中信一三天之内撤
离上海，田中信一也认为
目前的情况下，在上海很
难保证风影计划的安全，
于是服从命令。田中信一
让李梓杭在十天之内筹集
大量的化学物资，以营造
十天后撤离的假象……

天视3套 19:20
■《贤妻良母》第8、9

集 建徽提醒小英小心被
骗，小英表面为郭笑辩解
着，心里却十分担心。建
徽发现郭笑和另一个女孩
罗娜在一起，将事情告诉
了玉芳，要她提醒小英注
意。玉芳看到建邦很喜欢
植物，并且对植物的习性
非常了解，建议他去农作
物研究所工作，建邦却没
有自信。玉芳去农作物研
究所替建邦求职，对方嫌
建邦的学历太低，不肯收
下，玉芳苦口婆心地替建
邦说情，终于打动了对方，
决定试一试建邦……

天视4套 21:00

■《最美文化人》她
从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的
赣南采茶剧团的知名演员，
到多次摘取文华戏曲大奖
的知名导演，她从风华正茂
的温婉女性到作风硬朗才
华横溢的戏剧人，她的每一
次转身都是一次华丽的蜕
变与涅槃，她就是是国家一
级导演，中国戏剧梅花奖、
文华奖得主张曼君。

天视2套20:45
■《非你莫属》本期

舞台上迎来一位治疗心理
学专业的山东小哥，首轮
环节中企业家们便为他集
体留灯，最终他会选择哪
家企业？

天津卫视 2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