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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京剧院走进耀华中学弘扬国粹

在校园播撒传统文化种子

激活闲置唱片 服务音乐教学

“黑胶唱片体验室”让旧声音焕发新光彩

首度曝光两位主演人选 陈坤李晨饰演陈独秀李大钊

《1921》再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 姜凝）日前，由南开大学图书
馆和外国语学院主办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周恩
来总理外交思想图片文献展在南开大学图书馆逸夫馆
开展，现场播放了“建党百年守初心，师生共诵爱国情”
视频，学生代表诵读了中、德、俄、英四语种版本的《共产
党宣言》。

展览通过大量珍贵史料、纪实照片再现了新中国大国外
交历程，展示了周总理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引导师生学习周
恩来精神，传承“公能”精神，践行使命担当，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贡献力量。现场还展出了周总理外交主题馆藏书籍、“品
读红色经典，传承爱国基因”红色书籍推荐展板、周恩来外交
风采影音资料。

本报讯（记者 张钢）昨日，将于今年7月
1日上映的《1921》发布了一组陈独秀与李大
钊的人物海报，首度曝光两位主演人选，由陈
坤饰演陈独秀，李晨饰演李大钊，影片将再现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场景。

据介绍，《1921》将时空锁定在1921年，
采用多线叙事，在浓墨重彩地表现中共一大
这一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同时，也关注中共
一大召开前后共产国际的风云变幻。片中
将展现陈独秀在广州向孙中山争取教育经
费以及与27岁的毛泽东对谈的场面。前者
表现出他的勇于任事，后者则展现他对青年
人的指引。海报中的陈独秀虽身躯单薄，但
屹立坚挺；虽粗布长衫，但内心澎湃。陈坤
一改飘逸造型，扮演的陈独秀面容瘦削，发
须凌乱，身后的狱卒以及头顶的铁栅栏都无
法阻挡他不屈的意志和救国的热望。海报
上的李大钊，坐黄包车穿过雨雾，眼神中充
满了忧思，似乎在思考如何改变旧中国的面

貌。李晨10年前在《建党伟业》中饰演张国
焘时，与李大钊有过许多对手戏，当时他曾

翻阅大量资料，此次饰演李大钊时将这些功
课全部派上用场。

《1921》由黄建新监制兼导演，郑大圣
联合执导。据黄建新介绍，该片启动于
2016年，有充裕的时间打磨剧本，10年前执
导《建党伟业》后，他希望这次创作能有新
意，“让更多青年了解那段历史，也希望能让
他们产生一些思考，思考到底什么样的青春
是更有意义的，思考作为年轻人能为国家做
些什么”。郑大圣2008年拍摄的京剧电影
《廉吏于成龙》曾获第1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戏曲片奖，2017年的《村戏》入围了第
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提名，作为
上海人，他对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景致、器
物、风情有着独到的认识，由他负责的布景
搭建彰显功力。此外，该片剧组从法国、美
国、日本和俄罗斯发掘了很多新的史料，补
充进故事中，颇具新意。该片还加入了悬疑
叙事的结构，全面表现共产党人与北洋政
府、欧洲反动势力、旧上海黑帮等对立面的
斗智斗勇。

■本报记者翟志鹏

黑胶唱片是 20世纪主要的音乐载体
之一，不但拥有无可替代的原声体验，也承
载着音乐、戏曲、曲艺、历史等多方面的文
化内涵。在CD和数字音频早已大行其道
的今天，黑胶唱片的收藏、欣赏已近乎“奢
侈品”消费，尤其是对于音乐专业的学生而
言，接触黑胶唱片更是可望不可即的愿
望。日前，天津音乐学院图书馆打造的“黑
胶唱片体验室”正式推出，首日活动，前来
体验的学生爆满。记者专程走进活动现
场，听天音师生畅谈“黑胶唱片体验室”的
幕后故事与聆听体验。

4万张黑胶唱片“活起来”

音乐院校图书馆与综合性大学图书馆的
主要区别在于唱片资源的不同。天音建于
1958年，前身是1950年创办于天津的中央音
乐学院。建校之初，中央音乐学院的一部分
唱片资源留了下来，后来不断积累，天音目前
拥有黑胶唱片约4万张。音乐院校的收藏不
同于私人收藏，再多的唱片如果将其束之高
阁也不会产生教学价值。为了让尘封的黑胶
唱片“活起来”，让师生免费体验这一“奢侈品”
消费，天音近几年对黑胶唱片进行了集中整
理，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一些有损坏风险
的老唱片清洁、修复、提取声音，将其转化成
数字化资源；二是挑选其中教学欣赏价值较
大、寿命较有保障的唱片，作为“黑胶唱片体

验室”的候选唱片用来播放。这些工作需要
大量时间、精力的投入。天音图书馆职工陈
仲凡对记者表示，要整理一张唱片，就需要对
其演奏者、曲目、录制和发行时间、版号等各
类信息进行考证，很多老唱片的相关信息不
完整或是非常罕见的小语种，就要尽力查找
信息或请教有关专家。虽然4万张黑胶唱片
的数量是固定的，但整理的工作量却浩如烟
海，目前仍在进行中。

记录工业发展成就，反映传统文化脉络

在CD、数字资源已高度发达的时代，黑
胶唱片对于音乐教学还有何意义呢？天音图
书馆职工安勇是整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
向记者介绍，与当前流行的数码录音方式不
同，黑胶唱片采用的是模拟记录形式，除器材
导致的一些损耗外，它与模拟录音母带记录
的内容是一致的，是最接近演奏现场的重
现。此外，一张黑胶唱片记录的不仅是艺术
家的风采，还包含了录音工程、唱片压制生
产、文案美术设计、封面印刷等多个其诞生时
代的工业成就，很多唱片还具有一定的历史
文化价值。因此，对于学生来说，聆听一张黑
胶唱片，带来的不仅是别样的听觉体验，更是

全方位的拓展学习。
在整理黑胶唱片的过程中，安勇挖掘到

了这项工作更深层次的意义。他向记者展示
了几张特殊的老唱片，如“中国唱片”发行的
梅兰芳演唱的《宇宙锋》，“长城唱片”发行的
梅兰芳、杨小楼演唱的《霸王别姬》和一些天
津曲艺、相声唱片，这些老唱片忠实记录着艺
术家某一时代的表演实况，反映了传统文化
在当时的发展面貌。最让安勇惊喜的是一张
广东地方戏《鲁智深出家》的老唱片，表演者
为艺名“公脚保”的艺人，经过反复查证，安勇
推测其可能是清末发行的唱片。他表示，黑
胶唱片不只是西洋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
个重要载体，经过系统的整理工作，一些因历
史或地域原因已鲜为人知的文化艺术或许会
重见天日，这些资源将来通过一定方式展现
给学生，可以令学生多一个角度认识传统文
化的发展脉络，提升他们的文化自信。

让古旧唱片重获新生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天音图书馆以满
足师生需求、尽量节省支出为前提，打造了
“黑胶唱片体验室”，配备了多媒体投影、高保
真播放系统，并针对声场的要求对室内做了

装修调整。建成后的体验室面积为75.27平
方米，座位24个。体验室启用前，他们又采
访了不同专业的学生，了解学生们的欣赏需
求。在精心挑选了唱片并事先清洁、试听之
后，确定了首场活动播放纽曼指挥、捷克爱乐
乐团演奏的德沃夏克《e小调第九交响曲·
“自新大陆”》和康维茨舒尼指挥、苏克担任小
提琴演奏、捷克爱乐乐团演奏的贝多芬《D大
调小提琴协奏曲》。

首场活动中，当“自新大陆”的第一个
音符响起，黑胶唱片特有的质感和立体声
的音响立刻“抓住”了听众，特别是在著名
的第二乐章“念故乡”的悠扬旋律和第四乐
章的音响洪流中，“自新大陆”通过黑胶唱
片展现出壮美的风景和浓烈的感情，不少
学生认真对照乐谱听完曲子后兴奋地对记
者说：“聆听黑胶唱片的感觉非常震撼，声
音非常立体、还原，感觉像是在演奏现场聆
听，虽然不如CD那么清晰，甚至会有一些
杂音，但那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使听者有
一种聆听音乐的仪式感。”

安勇向记者介绍，目前，“黑胶唱片体验
室”计划每周播放一次、重播一次，唱片随时
整理随时选择，今后将会根据各专业教学情
况和唱片整理进展，邀请相关专家为学生们
举办唱片讲座，让古旧的唱片因助力音乐教
学、培养专业人才而重获新生。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昨天下午，天津
京剧院走进耀华中学，由著名李派老旦、国家一级演员李
宏为学子们带来京剧讲座和体验活动，在校园播撒传统
文化的种子。

此次讲座安排丰富且巧妙，知识普及、名段赏析、互动体
验等内容兼具。李宏从红色经典剧目《红灯记》入手，一段剧
中“痛说革命家史”李奶奶的念白情感充沛、感人肺腑，在民族
艺术中展现革命先辈的艰苦卓绝，博得了同学们热烈的掌
声。在名段赏析和京剧身形体验中，李宏穿插讲述京剧的起
源发展，纷呈的行当、流派以及京剧表演的程式化、虚拟化。
一些爱好京剧的同学还兴致勃勃地登台献唱《文昭关》《铡美
案》《沙家浜》等选段，著名的“智斗”一段，李宏还反串老生与
学生对唱，现场一派国粹传承的火热气氛。高一学生段天熙
表示，听了讲座之后更深感京剧艺术博大精深，其历久弥新的
魅力让人向往。

据悉，天津京剧院还将继续走进我市多所学校进行京剧
讲座活动。

南开大学举办周恩来总理外交思想图片文献展

用珍贵史料再现辉煌成就

天津男排获得联赛第六名

上下齐心打出团队篮球

天津男篮加时赛力克江苏队

河南嵩山龙门模拟菲律宾

教学赛检验国足破密防能力

本报讯（记者申炜）昨天，根据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系统数据显示，北京中赫国安足球
俱乐部正式更名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不过
股份转让工作依然没有完成。
2016年年底，中赫集团出资35.5亿元

人民币获得了北京国安俱乐部 64%的股
权，成为第一大股东。而中信集团并没有
完全离开，仍持有俱乐部36%的股份。去
年年底，在中国足协推出中性队名限制令
的背景下，这 36%的股份也成了留住“国
安”名称的阻碍。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中
赫集团从中信手中收购这36%的股份，以
留住“国安”之名。
由于“国安”二字在北京球迷心中的地

位，中赫集团和中信集团也开展了多轮对话，
但进展非常缓慢。虽然中国足协对于国安俱
乐部的股权转让事宜给出了宽裕的时间，但
如果在中国足协规定的时间里，中信方面没
有完成在国安俱乐部内的“彻底退场”，“北京
国安”在理论上存在在赛季中被足协更名的
可能性。
昨天，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显示，北京

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正式更名北京国安足球
俱乐部。不过系统同时显示，北京国安俱乐
部的股东依旧为两家，即中赫集团和中信集
团。北京国安俱乐部的注册资本为2.08亿
元人民币，其中中信出资7500万元，中赫出
资1.33亿元。
至此，中超中性名大戏基本尘埃落定。

在所有16支球队中，山东泰山、上海申花属
于部分保留原队名的球队。通过转让股权从
而得以保留了原名字的老牌球队北京国安和
长春亚泰也只差官宣。在中性名改革的质疑
声中，北京国安的名字得以保留，可以让北京
球迷欣慰了。

本报诸暨3月25日电（记者 苏娅辉）
落后、追平、领先、被迫近、被绝平，直至加
时赛，面对砍下54分的外援威尔斯，天津
先行者男篮上下齐心，打出团队篮球，20
记三分球、26 次助攻、6 人得分上双，以
124：119力克对手。这也是继2015年 10
月23日客场获胜后，天津队首次战胜江苏
队。就像主教练刘铁鼓励队员时所言：“靠
自己，你们做到了！”

经历了开局0：4、3：6的短暂落后，天津
队在进攻端“下起三分雨”，上半场9人轮转，
其中8人均有三分球入账，凭借25投12中高
达48%的三分球命中率，一路压制对手以
61：50结束上半场。防守端积极强硬，逼得
对手三分球4投0中外加13次失误。中场休
息时，主教练刘铁嘱咐队员们，减少犯规，比
分迫近时别急，按自己节奏打，球要流转快，
出现机会果断投篮。

随着威尔斯的不断发威，江苏队第三节
一度将分差缩至1分。何思雨打出2+1，遗
憾罚篮未进。林庭谦命中两分后，成功打成
3+1，帮助球队拉开比分。第四节最后58.2
秒，天津队106：97领先。江苏队接连造犯
规，重压之下天津队球员心理波动，关键时刻
罚篮出现问题，4人共 10次罚篮仅得到4
分。而威尔斯继续神勇发挥，最终一记三分
球以112：112绝平比赛。

好在加时赛中队员们及时调整状态，开
场何思雨两罚全中加上命中三分球连得5
分，刘伟的三分球、金鑫一记抛投和两记罚
球，天津队最终以124：119锁定胜局。本场
比赛，天津队6人得分上双，何思雨23分5篮
板、林庭谦22分5篮板5助攻、时德帅19分9

篮板6助攻、孟子凯16分4篮板、特罗特三世
16分3篮板、刘伟11分4篮板3助攻。
值得一提的是，16日晚对阵北京队时腰

部受伤的特罗特三世，此番带伤出战，每一次
在场边接受队医紧急治疗后，都继续回到场
上坚持作战。比赛结束后，站立都困难的他
由队友搀扶离场。合同金额极其有限的他，
为球队拼尽了全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的

玩命精神，是所有人学习的榜样。
拿下全队最高分，并在加时赛关键时刻

立功的何思雨说：“今天三分球出手坚决，防
守也在贯彻教练的战术意图。但关键时刻抗
压还是出现了问题，关键球罚篮不进，包括常
规时间最后时刻的犯规。当时确实很懊恼、
后悔，但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必须尽快调整过
来重新投入战斗，专注于自己该做的。”

本报讯(记者 赵睿)按照中国足协、职业联盟筹备组的计
划，新赛季中乙联赛预计最快将于5月上旬拉开帷幕。不出
意外的话，由成耀东执教的U20国足（2001年龄组，未来的中
国国奥队）将继续通过中乙联赛练兵。

成耀东执教的这支队伍上赛季利用中乙联赛取得不错的
练兵效果，10战4胜1平5负，队伍方面很早就表达了非常希
望能够继续征战新赛季中、低级别职业联赛的愿望。中国足
协、职业联盟筹备组考虑到这支队伍成长的需要，同意其参加
新赛季中乙联赛。与上赛季不同，U20国青本赛季全面参加
中乙联赛正常的升级、保级竞争，其成绩与排名挂钩，这就迫
使U20国足、对手必须真刀真枪较量。有一点目前还没有确
定的，一旦U20国青成绩出色或降级，他们会否真的升级打
中甲或降级打中冠。

U20 国青征战新赛季中乙联赛还面临另一道难题。
那就是，部分适龄球员亦可能是各级职业俱乐部的重点培
养对象、主力替补甚至主力球员，如果参加中乙联赛却无
法征召全部精英到队，那么其锻炼价值也会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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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名
决赛中，天津食品集团男排以1：3不敌河南男排，获得联赛第
六名，四局比分为24：26、18：25、25：18和18：25。

首局，双方战至21平时。天津队用二传邓鹏换下沙义
杰。此后双方战至23平，天津队用副攻崔箫换下王翔宇。翟
浩楠二号位进攻得分，天津队将比分扳成24平。河南队关键
时刻抓住机会连得两分，以26：24赢下首局。第二局8：11落
后时，天津队用主攻刘昊田换下刘金浩，连得3分的天津队将
比分扳成11平。15：18落后时，天津队再次换上主攻刘金
浩。随后的比赛，河南队用发球有效地冲击天津队的一传，多
次抓反击机会得分，以25：18再赢一局。

第三局，天津队用二传邓鹏和主攻刘昊田先发出场。提
升发球、一攻和拦防质量的天津队以20：12领先。副攻崔箫
快攻、发球连得两分，天津队以24：17领先。随着张昕宇的拦
网得分，天津队以25：18扳回一局。第四局，天津队副攻崔箫
先发出场。河南队以25：18赢下制胜一局。本场比赛，天津
队接应翟浩楠拿下全场最高的28分，河南队老将主攻崔建军
拿下全场第二高的27分。

本报讯(记者 赵睿)经过3月24日的放
松调整，中国队昨日继续投入训练，准备工
作也开启40强赛模式，让队员提前感受正
式比赛的节奏。
按照计划，中国队进行四天的技战术

演练，为3月30日与河南嵩山龙门队的教
学赛进行准备，这场比赛是国家队按着菲
律宾队这个对手而专门设计的，届时将让

河南嵩山龙门队模拟菲律宾队的踢法，实
施防守反击战术，中国队则重点演练破密
集防守的招数。

与菲律宾队的较量，是后4场比赛中最
关键两场比赛之一，战而胜之不但可以获得
积分，压制住菲律宾队谋求小组第二的欲望，
还可以提升自身的士气，从而为和叙利亚队
比赛创造出最有利的氛围。如果4战全胜能

够拿到12分的话，从目前整个40强赛八个
小组的第二名情况来看，积分达到19分肯定
可以跻身四个成绩最好的第二名行列，从而
进军12强赛。

作为东道主中国队以逸待劳，如果能够
利用对手刚刚到来各方面尚未完全适应的有
利因素，一举击溃对手，那么中国队小组出线
就占据主动。这就是A组赛程有可能再次

调整，菲律宾队有可能是中国队第一个对手，
比赛提前到5月30日进行的原因。当然，这
样的安排还要经过对手和亚足联的同意。

中国队第二场教学赛对手是山东泰山，侧
重点是泰山队模拟叙利亚队的打法，叙利亚队
战术也是防守反击，前场有高中锋索玛，以及比
较快的马瓦斯等队员，泰山队与其特点相近，可
以帮助中国队检验防守上的短板。

国安队名暂时保住
股份转让还要继续

U20国足今年练兵动真格

文化观察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山海情

（4、5）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日头日

头照着我（7、8）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七九河

开(9、10)19:20 剧场：烽
火太行(12—15)22:15剧
场:烈火刀影(28、29)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贤妻良

母（16、17）
天视5套（106）
19:30 世界杯欧洲区

预选赛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大律师 20:10 男人
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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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集 得宝一伙儿去扒火车
物资时，遇到警察追捕，得
宝带着水旺逃跑，尕娃则
留在了那趟行驶的火车
上，他想去寻找多年前外
出打工失踪的父亲。尕
娃妈因为丢了孩子旧疾
发作，得宝被马喊水、白
校长轮番教训。福建来
的干部陈金山在火车上
遇到了扒手，因为口音问
题，难以与当地警察沟
通，会普通话的得福被叫
来与他沟通。陈金山见到
警察轻易放走了被抓的扒
手，不解又愤怒，得福解释
这些偷窃的移民大多是被
坏人利用……

天津卫视19:30
■《日头日头照着我》

第7、8集 杨青学自打跟
莉娜分手后便一蹶不振，
刘红梅十分着急，王小溪
出面劝解终于让他打起了
精神。这天正上着课时突
发地震，乡上所有人员赶
往现场救灾，杨青学跟去
帮忙，却不幸被突然倒塌
的墙砸倒，而王小溪被他
推开躲过一劫。看到满身
是血的儿子，刘红梅晕了
过去。刘红梅醒来，掐着
王小溪脖子要她偿命。医
生说杨青学伤到脊椎很可
能再也站不起来了，刘红
梅悲痛欲绝将火一股脑儿
全撒在了前来探望的王淑
莲身上……

天视2套 18:25
■《烽火太行》第

12—15集 平田被赵有利
成功误导，以为八路军被
包围在王家废墟，平田亲
自率部与崔世豪所部对
峙，却不承想，日军已进入
赵有利和崔世豪合谋的陷
阱中……

天视3套 19:20

■《贤妻良母》第16、
17集 玉芳要建徽坚强面
对，振作起来给林妈妈
看。建徽终于有了灵感，
画好一张设计图给玉芳
看，看着建徽坚定的样子，
玉芳非常欣慰。 玉芳一
家人陪着建徽焦急地坐在
观众席上，台上的主持人
宣布获奖者名单，建徽获
得了第三名，由绍问亲自
为她颁奖，台下的林妈妈
被感动了。一家人簇拥着
建徽从里面出来，林妈妈
拉着绍问过来，认同了他
们的感情，建徽表示一定
会照顾好绍问，让他过得
幸福……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牛先

生最近很生气，为什么
呢？因为一次周末的亲
子游玩。因为游玩中的
一场意外。这是发生了
什么呢？

天视6套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