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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达图书馆

“适老化”服务暖心

全景展现军民齐心抗敌坚强意志

新编评剧《盘山往事》完成彩排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

生）昨天，天津评剧院三团为献礼建
党百年推出的新编现代评剧《盘山往
事》在蓟州影剧院彩排，此后该剧将
进行下乡演出。
《盘山往事》是根据抗日战争时

期蓟县（今蓟州区）人民同敌人斗争
的故事编写而成。出品人王秋明，编
剧赵德明、徐培成、聂国兴，总导演徐
培成，导演田敬阳、王秋明。
编剧赵德明介绍，蓟州区有着

悠久的革命历史，早在1927年就建
立了党的组织，1940年创建了盘山
革命根据地，成为京东、津北的抗日
中心。从1933年到1945年，日本军
国主义侵占蓟县达十余年之久，疯
狂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
策，制造了多起惨绝人寰的惨案，罪
恶昭彰，罄竹难书。蓟县人民在党
的领导下，军民休戚与共，同日寇和
伪军汉奸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涌
现了包森、李子光、王少奇等抗敌将
领，还有杨妈妈、朴大娘等拥军模范
人物。此剧的故事内容以蓟县革命
史和当事人回忆录为素材，运用现
实主义手法，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最
为艰苦的时期，在冀东军分区副司
令员兼十三团团长包森的率领下，

部队奉命实行战略转移，盘山人民为
掩护部队留下的伤员和军需物资，与
日寇和伪军斗智斗勇，舍命保护伤员
和物资，粉碎了敌人的罪恶企图。
《盘山往事》充分发挥了评剧的剧种

特色，用细腻朴实、触动人心的情感和故
事，塑造了为保护八路军物资克服重重
困难、坚守盘山“神仙洞”的盘山民兵班

英雄集体，以及舍命保护八路军伤员的
“八路军母亲”杨妈妈的艺术形象，全景
展现了当时艰苦的斗争环境和军民齐心
抗敌的坚强意志。杨妈妈由王海燕饰
演，她唱作俱佳，把握了杨妈妈淳朴善
良、刚强爽朗、嫉恶如仇的性格，掩护伤
员、应对敌人审讯、痛斥日本强盗滔天罪
行几场戏的重头唱段慷慨激昂。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为进一步
做实做细面向老年人的各项服务工
作，推动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泰
达图书馆采取一系列助老、扶老举措，
积极开展“适老化”服务，切实帮助老
年人共享图书馆智能化、便利化公共
文化服务。
为方便到馆老年人，泰达图书馆

统筹“适老化”服务资源，提升改造了
馆内无障碍设施，在学雷锋服务台配
备了花镜、轮椅等助老设备，并在报刊
阅览区设立老年人阅览专区。针对老
年人推出了“银龄阅读”服务品牌，利
用“重阳节”“敬老月”及节假日等举办
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插花艺术、手工
制作、养生讲座等活动，进一步提升老
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欺诈式营销”难保“日不落”娱乐快评

■本报记者张钢

电影市场出现品质不高的作品并
不鲜见，而正在上映的《日不落酒店》
却“出了圈”。该片上映5天取得近两
千万元的票房，作为小成本电影，这一
成绩并不算差，而在剧情收获差评的
同时，很多网友针对影片涉嫌“欺诈式
营销”，纷纷在片方和“主演”沈腾的微
博下留言“维权”。截至目前，片方已
公开道歉，但沈腾尚未回应此事。

该片由黄才伦和张慧雯主演，讲
述了一对夫妻中了大奖后在日不落酒
店度过的奇幻一夜。该片在宣传阶段
被定位为“开心麻花作品”“爆笑喜
剧”，而观众发现，影片的故事讲得不
知所云，从头到尾没有喜剧感，空洞的
对白与毫无逻辑的叙事像是被硬生生
拼凑在一起的大杂烩，上映后在豆瓣
网上取得了3.0的超低分数。

该片的槽点并不仅限于分数，而
是在上映前的介绍中，沈腾被列为第
三主演出现，其饰演角色为“纸片
人”。基于沈腾目前的影响力，很多观
众都是冲他而来，但看完全片后，观众
发现沈腾的“真身”并未出现在影片

里，他的出场方式只是一个人形立牌，
总时长不超三分钟，感觉受到愚弄的
网友纷纷发出质问。

迫于压力，该片导演刘峻萌日前
发布“道歉信”，承认该作品与“开心麻
花”无关，只是影片阵容里有“开心麻
花”的签约艺人；他与沈腾是好友，请
沈腾来客串，本想让他出现在影片彩
蛋里，被列为主演是宣传的误导。从
他的“道歉信”中不难看出，他把影片
出现的问题推给了出品方和宣发团
队，也没有解释为何“人形立牌充当主
演”。一位网友留言，“对不起，我对你
们的故事不感兴趣，电影票钱我也不
要了，能不能把我人生中浪费的一个
多小时还给我？”

对于此次风波，因沈腾及其团队
尚未回应，导致仍有不少观众继续买
票去看“他主演的这部电影”。“李焕
英”的大卖，让沈腾以超200亿元的
成绩成为中国影史累计票房最高的
演员，难免有些作品来蹭他的热度，
越是在此刻，越应该珍惜羽毛。面对
众多网友的质疑，哪怕自己没有错，
是否也应该马上站出来说明一下情
况呢？

本报讯（记者 赵睿）因为种种原
因，中国足协、职业联盟筹备组最终
放弃了 23 日官宣参加俱乐部名
单。据报道，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
相关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
拒不履行裁决的俱乐部，中国足协
将根据纪律准则规定，进一步作出
罚款扣分等追加处罚。
有消息称，24日多名中甲内蒙古

中优队球员到中国足协参加仲裁会
议。中国足协、职业联盟筹备组一方
面严格保护球员利益不受侵犯，另一
方面也尽力争取名单上的俱乐部能够
留在职业联盟内，在如何才能找到平
衡点的工作上煞费苦心。对于拒不执
行裁决的行为，胜诉人可以向中国足
协纪律委员会投诉，目前，纪律委员会
已就多起未执行裁决的案件发出限期
执行通知。
23日晚间，有自媒体称中超的准

入名单也可能发生变化，中国足协、职
业联盟筹备组对此保持缄默，这更加
剧了外界的猜测。就目前的情况分
析，三级联赛准入名单的确定要比原
先预想的复杂。

本报讯（记者申炜）近日，中国足
球各级职业联赛新闻不断，各种负
面新闻更是层出不穷，不过昨天还
是出现了暖心的一幕，20位江苏球
迷众筹买下山东一家报纸的版面，
专门为吉翔送上祝福，这样的场面着
实让人感动。
吉翔从11岁加盟江苏舜天梯队，

31岁的时候选择告别江苏，在20年的
时间里，他一直在为江苏足球而奋斗。
吉翔成长为一名国脚，而且也拿到了个
人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座联赛冠军奖
杯，没想到这一切却戛然而止。尽管山
东泰山队主教练郝伟对吉翔相当欣赏，
但后者还是等到江苏队彻底没有希望
后才离开。
在告别之前，吉翔在社交媒体上

发表了长文，深情告别江苏队，让人相当
感动。江苏球迷也纷纷为吉翔送上了真
挚的祝福，其中有20名江苏球迷联名以
众筹的方式买下了山东当地一家报纸的
版面，用了“心系江苏、鲁力前行”八个字
送上祝福，由此也不难看出江苏球迷对
吉翔的不舍之情。
昨天，另外一名选择告别的球员是

阿奇姆彭，他和深圳队签约四年时间，目
前已经完成了转会手续。阿奇姆彭
2017年开始效力于天津泰达，出场89
次，攻入35球，是队史最成功的外援之
一。阿奇姆彭选择在微信群和队友们告
别，他这样表示：“过去几年我们遇到了

很多困难，但是依然继续前进。如今只
能说声再见了，很高兴和你们在一起战
斗过。”

对于这赛季决定“只出不进”的广
州队来说，在转会市场上也终于有动
静了。昨天，球队终于留住了国门刘
殿座。众所周知，刘殿座和徐新原先
的合同在2020年底到期，在合同到期
之后，广州队第一时间给两人提供了
顶薪新合同，但是两人一直没有签字，
让广州队非常被动，尤其是徐新转投
山东泰山之后，令球迷们十分失望。
如今刘殿座完成续约，可以保证球队
门将位置无忧了。

赛程仍可能调整 不排除一上来就碰菲律宾

国足将展示更强进攻火力
本报讯（记者赵睿）40强赛第二循

环A组的赛程还没有正式公布，中国队的
对手顺序仍然存在调整的可能。中国队
教练组正在密切关注菲律宾、叙利亚两队
的人员变化，把备战工作做细做实。
菲、叙两队过去一段时间在归化

球员方面动作频频，尤其是菲律宾队，
本来就拥有多名欧洲归化球员，去年
拿到菲律宾联赛金靴的西班牙前锋马
拉诺，今年2月完成了入籍手续，这意
味着，菲律宾队的进攻端实力得到了
提升。有消息称，中国队很有可能在

40强赛第二循环一上来就碰到菲律宾
队，果真如此的话，这对于至今没有打过
一场正式比赛的中国队来说是一个不小
的挑战。
中国队主教练李铁在接受采访时透

露，他有专门的情报收集小组，对手的所
有情况包括人员的变化，李铁都能够在
第一时间掌握。对菲律宾队这个难缠的
对手，李铁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这一点
上，他比里皮做得更好一些。
叙利亚队在3月份国际足联比赛周

期内安排了两场热身赛，分别于3月25

日、30日做客麦纳麦、德黑兰与巴林队、
伊朗队热身。中国队教练组会通过自己
的渠道搜集这两场比赛各种信息，研究
破敌之策，中国队不会奢望已经稳获小
组第一的叙利亚队对第二循环比赛“掉
以轻心”。

中国队本期集训的重点内容之一，是提
升艾克森、阿兰之间的默契度。未来的40强
赛他俩有望成为中国队打头阵的进攻组
合，辅以武磊、韦世豪等特点比较明显的
前锋，加之主场作战，相信中国队届时能够
展示出与第一循环时不同的进攻火力。

中国足球上演暖心一幕

确定准入名单变复杂

本报诸暨3月24日电（记者 苏娅
辉）25日11点，天津先行者男篮将迎战
江苏队，这将是本赛季双方第三次交
锋。对于这场“卡位战”，天津队上下一
心要与对手一拼到底。
今天的场地训练中，针对江苏队的特

点，天津队进行了针对性战术演练和实战
对抗，同时强化了投篮训练。本赛季前两
次与江苏队交锋，天津队一次最后时刻处
理球出现问题惜败，一次受各种“莫名其

妙元素”影响，大外援托多罗维奇早早被
罚下场，最终失利。此番再度交锋，托多罗
维奇依然未归队，爱德华兹腿伤尚处于恢复
中，特罗特三世腰伤并未痊愈，虽然已经参
加训练，但是能坚持出战多久，能有怎样的
表现都是未知数。很大程度上，天津队将仍
以全华班出战。主教练刘铁表示：“全华班
出战是对本土球员的锻炼和考验，希望队
员们能够全力以赴去争胜，通过实战积累
经验，来磨炼和提升自己。”

天津男篮今日迎战江苏队

本报讯（记者梁斌）昨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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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至
8名的排位赛中，天津食品集团男排以3：1
战胜劲旅四川男排，晋级五、六名决赛，这
也创造了联赛队史最好战绩，四局比分
25：21、25：21、12：25和27：25。今天，天
津男排将与河南男排争夺第五名。
本场比赛，天津队二传沙义杰首发出

场，起到了“奇兵”的作用。前两局，天津

队用发球有效冲击四川队的一传，拦防上
有效抑制对手二、三号位的进攻，以25：21
的相同比赛连赢两局。第三局，天津队进
攻受阻以12：25被对手扳回一局。第四
局局末，天津队抓住机会以27：25赢下制
胜一局。此役，天津队三人得分上双，翟
浩楠拿下全场最高的28分。赛后，天津男
排主教练蒋杰表示：“很高兴球队创造了
在联赛中的历史最佳战绩，接下来我们还
要争取成绩能再进一步。”

天津男排创联赛队史最好成绩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山海情

（2、3）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日头日

头照着我（4—6）20:45
鱼龙百戏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七九河

开(7、8)19:20剧场：烽火
太行(8—11)22:15 剧场:
烈火刀影(26、27)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贤妻良

母（14、15）
天视5套（106）
20:45 CBA 常规赛

天津VS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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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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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情》第 2、3
集 得福跑去县里解决通
电问题，却因为县局职位
交接，暂时受阻。一筹莫
展之际，水花用板车拖着
残疾的丈夫和年幼的女
儿，跨越戈壁来到金滩村
移民。马喊水不想让水花
落户到金滩村，怕影响得
福的前途，在看到水花一
家艰难的处境后，终于心
软了……

天津卫视 19:30
■《日头日头照着我》

第4—6集 李易昕去村里
帮王小溪家做农活，并告诉
她下周想带她回家，与此
同时，莉娜在单位接到了
李易昕母亲的电话，透露
了两人恋爱的事。县文化
局的领导来锣鼓队视察，大
家这才知道，李易昕的母亲
竟然是文化局的局长……

天视2套 18:25
■《烽火太行》第8—

11集 赵有利履行他的承
诺，却反遭到民兵的指责
和殴打，此时赵有利才得
知，由于自己设计抢劫伪
军惹来日军的报复，几个
村庄因他被屠村。幸得王
志强和政委及时赶到，平
息民兵的迁怒……

天视3套 19:20
■《贤妻良母》第14、

15集 建业回来，说自己
有个同学在珠宝设计公司
当主管，要招文员，让建徽
过去试试。建业向主管历
数着建徽的优点，建徽将
自己腿有残疾的事告诉了
主管，主管却说没有影响，
建徽激动得落泪。建徽坐
在电脑前忙碌地工作着，
同事们交头接耳，却没有
人帮她。建徽望着满桌子
的文件，不知该从何下手，
忽然，邮件来了……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今天

案子的原告丁老师是一名
国画家，不久前一家传媒
公司举办了画展，邀请丁
老师参加。于是丁老师拿
出了自己的三幅得意作品
参展，然而令人没有想到
的是，展后丁老师就再也
没有见到过自己的作品，
三幅画作不翼而飞。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呢？

天视6套 18:00

■《鱼龙百戏》本期
节目参与比拼的四位小伙
子青春朝气、个性十足。
来自天津的相声演员李震
霆、刘忠帅组成“挺帅组
合”，来自山东日照的快板
演员常金鹏，还有一位是
爱好快板的天津中学生李
权鑫。本场的三位监考
官，分别是两位天津曲协
副主席，相声名家王宏、快
板书名家李少杰，另一位
是天津时调名家刘迎。

天视2套2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