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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精良内容丰富 立足本土视角多元

天津出版打造“四史”主题图书
检验破密防能力“艾阿组合”将获展示时间

国足今热身尝试“跃龙门”

大外援迎来复出之战

天津男篮今日迎战山东
本报诸暨3月29日电（记者 苏

娅辉）明天19：35，天津先行者男篮将
迎战山东队。不出意外的话，大外援
托多罗维奇将迎来复出之战。主教练
刘铁表示：“要适应对手打球硬的特
点，敢于与对手硬碰硬。不能完全依
赖大外援，而是依然要靠自己，这样才
能与大外援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

运球、罚球、对攻、针对性战术演
练、投篮，两个小时的场地训练中，队员
们都非常投入。训练尾声，刘铁开始强

化时德帅、何思雨、托多罗维奇的投篮。
随着托多罗维奇的归队，外界甚至包括一
些队员都难免会认为天津队整体实力必定
提升，而现实并不一定是如此“想当然”。
歇赛期大手笔招兵买马的北控就是典型例
子，引援过后球队遭遇连败。今天训练时，
主教练刘铁特意提醒队员们：“我们之前
赢球靠的是每个人在场上积极拼抢，强硬
防守，贯彻执行战术。现在‘大外’来了，
但不能把所有东西都转到他身上。每个
人都不能松懈，依然要靠自己的积极态

度，再加上‘大外’的回归，才有可能更上
一层楼。所以，这口气绝对不能松。”

连续两天随队训练后，托多罗维奇
表示：“虽然目前感觉还不错，但毕竟很
久没有比赛了，现在还没有恢复到最好
状态，还需要时间去恢复。”明晚，天津
队将迎来与山东队的第三次交锋，之前
两次托多罗维奇均缺阵。考虑到山东
队内线非常强势，这将是对托多罗维奇
的考验。“山东队打法硬，上赛季交手时
有所了解。他们可能会夹击我，我会做
好准备。”自1月9日晚与四川队比赛中
途伤退，托多罗维奇已经离开赛场两个
多月，明天有望迎来复出之战。“我非常
期待比赛，但还是会看队伍需要和教练
的安排。”

据新华社电 2021年F1（世界一级
方程式锦标赛）揭幕战巴林大奖赛28
日举行，梅赛德斯车队的汉密尔顿以
超过0.7 秒的优势力压红牛车队的维
斯塔潘夺冠。维斯塔潘在27日进行的
排位赛中表现出色，拿下新赛季首个杆
位，而他在正赛中也给汉密尔顿制造了

很大压力。维斯塔潘在总共56圈比赛
的第53圈时超过了汉密尔顿夺得领先
位置，然而他开出赛道违规超车，按照规
则必须交回领先位置。维斯塔潘此后依
然保持对汉密尔顿的紧追，然而最终未
能超越，汉密尔顿以1小时32分03秒
897的成绩夺冠。

又讯本赛季F2(二级方程式赛车）揭
幕战正赛当地时间28日在巴林举行，中国
车手周冠宇延续了第二回合冲刺赛时的
好状态，杆位发车，最终夺冠，拿下了自己
F2生涯的第二场胜利。虽然开始处于劣
势，一度跌至第五，但从第16圈完成既定
进站后，周冠宇就接连完成了一系列精彩
的超越，并在比赛还剩五圈时超越名将理
查德·维肖尔拿回领跑位置，并在最后阶
段顶住了英国车手丹·提克图姆的进攻，
拿下赛季的首场胜利。目前周冠宇以41
分领跑车手积分榜。

本报讯（记者赵睿）今天，国足将
与河南嵩山龙门进行教学赛，按照既
定计划，后者将模仿中国队40强赛对
手摆出铁桶阵，考验国足破密集防守
的能力。
中国队本期集训重点是提升进攻

端的能力，检验艾克森、阿兰这对入籍
球员联袂能产生何种“化学反应”，是否
会加大前锋线的杀伤力。一切顺利的
话，“艾阿组合”将在今天的教学赛上获

得一定的展示时间。考虑到未来的40强
赛第二循环中国队全部是主场作战，菲律
宾、马尔代夫、关岛三队会以密集防守战
术为主，甚至不排除叙利亚队也会采用稳
固防守、快速反击打法，因此中国队进攻
端的阵地战能力就显得尤为关键。

另外，中国队在猛攻之下，还要做好
防守端的活儿，尤其注意不能让对手偷
袭成功。李铁近期在接受采访时曾透
露，他的战术指导思想说直白点就是“丢

球即抢”，追求控球权，即便抢不下来，也
不让对手顺利地组织起进攻。今天的教
学赛，场上队员还要把这一点呈现出来。

一支队伍技战术捏合成型，需要经
过很多场高质量的比赛才能达到目的，
但40强赛之前根本不可能给李铁和中
国队这个机会。如果能够顺利出线，由
于40强赛和12强赛间隔时间很短，中
国队也不太可能经历更多的国际热身赛
磨炼，这是暂时无解的一道难题。

本报讯 昨天，日本国奥与阿根
廷国奥进行了第二场热身赛，上场
0：1惜败的日本国奥此番吸取教训，
3：0成功掀翻了两届奥运冠军阿根
廷队，“复仇”的同时，展现了强大的
竞争力。

日本男足对于在东京奥运会上
夺冠的野心十足，期待书写亚洲足球
新的历史。此番挑选阿根廷队进行
两场热身赛，目的很明显，那就是看
看与世界顶级强队之间还有没有差
距，阿根廷在2004年、2008年连续
两届奥运会夺冠，在U23层面是世界
顶级的球队。

比赛上半场，林大地抓住单刀机
会打破僵局。下半场，阿根廷尝试反
击但未收效，日本队火力全开，板仓滉
成为场上最抢眼的球员，他在第67、
72分钟连入两球，5分钟内梅开二度，
直接终结阿根廷队。最终，日本3：0
爆冷取胜，与对手2场热身赛1胜1负
不分高下，甚至在表现上还牢牢压制
住了对手。

作为东京奥运会的东道主，日本
队已证明了自己有能力与世界强队
一较高下。日本男足发展速度有目
共睹，曾经与中国男足同时进入职业
化，迅速就培养了大批优秀球员，成
长为亚洲顶级球队，如今更是能够与
世界强队难分伯仲，甚至占据优势，
让人啧啧称奇。显然，日本男足奥运
冲冠的口号，绝不仅仅只是说说这么
简单。

F1巴林站汉密尔顿夺第96冠

中国选手周冠宇勇夺F2赛季首冠
完胜两届奥运冠军阿根廷
日本国奥目标宏大

3月28日，汉密尔顿收获了个人
职业生涯的第96冠。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我市五部剧目入选

“音为爱”让生活充满阳光

■本报记者仇宇浩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四史”图
书是当下全民阅读的重要主题。在3
月31日即将开幕的第34届北京图书
订货会上，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将集中
推出一大批优秀“四史”学习教育图
书，用书籍记录光辉历程，用文字讴歌
伟大时代，助力广大读者上好“四史”
必修课。

此次集中亮相的津版“四史”学习
教育图书，选题精良、内容丰富、视角
多元，立足天津地方特色，深挖红色出
版资源，生动反映中国共产党成立一
百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
验。其中，天津人民出版社结合自身
优势，推出了一系列“重磅”图书：“领
航：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丛书十册，
从百年来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
纪律、制度、理论、人才、文化、经济建
设十个方面来探究党带领中国人民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成功奥秘，

对党的百年建设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
的历史回顾、经验总结和理性分析。《中
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论》全面梳理
并阐释了从党的一大到党的十九大历届
党中央的经济思想，以及各个不同时期
经济思想的着重点和核心议题，从而系
统回答了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
题。《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我
们为什么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中国道路为世界贡献了什么？》《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等系列
通俗理论读物，从实践和理论上回答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
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等问题。

在组织出版内涵深刻的党史理论读
物的同时，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古籍出
版社着重突出地方党史特色，邀请权威
党史专家、投入优质编辑团队出版了《奠
基岁月：1949—1956年的天津》《见证天
津解放》《京津冀红色故事会》等党史题

材出版物。为了鼓励广大青少年通过学
习历史，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新蕾出版社出版了针对
中小学生的《“四史”漫画系列故事》，天
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走向胜利》和
“中国共产党党史故事丛书”系列连环
画，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
主旋律。

百花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向人
民报告——中国脱贫攻坚报告文学丛
书”。许晨、欧阳黔森、李春雷等六位作
家深入脱贫攻坚一线，采写记录感人的
扶贫故事，向祖国和人民报告全国各地
的脱贫成果，反映精准脱贫实现全面小
康的中国奇迹与人类壮举；以无愧于历
史、无愧于党和人民的艺术创造，向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建党百年献礼。

本届展会为期三天，一系列津版重
点红色主题出版物将通过现场推介、名
家解读和线上直播等多种方式与全国读
者见面，为奋进新征程、续写新篇章凝聚
强大精神动力。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
生）今年4月2日是第14个“世界自闭
症日”，前日，公益性艺术团体“音为爱
融合艺术团”在津成立。

据了解，“音为爱融合艺术团”由我
市的心智障碍者（包括孤独症、唐氏综合
征、发育迟缓等）组成，在天津市榕泽特
殊青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天津歌舞
剧院、守护星愿公益团队的支持下成
立。艺术团成员们都有着艺术上的专
长，曾多次在养老院等社会机构参加公
益演出。来自河北区残疾人联合会、心
智障碍者家长和学员、志愿者代表及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等参加了成立仪式。

成立仪式上，同时举办了艺术团的
首场演出。成员们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
心智障碍，但是在节目表演中，他们献上
了最饱满的热情。钢琴演奏《鸿雁》、萨
克斯演奏《天空之城》、合唱《我和我的祖

国》及舞蹈、朗诵等节目完整流畅、一气
呵成，赢得了在场观众的肯定与鼓励，观
众们既为他们的表演喝彩，又为他们的
自强不息感动和敬佩。

天津歌舞剧院的多位艺术家参加
了演出，带来了弦乐四重奏《匈牙利舞
曲第五号》《爱的致意》，萨克斯演奏《情
人的眼泪》等节目，还为艺术团成员们
指导节目。天津歌舞剧院萨克斯演奏
家江胜勇即兴配合成员们演出了多个
节目。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艺术团的
成立充分说明了社会处处有真情，今后
只要成员们有需求，他就义不容辞地为
他们义务指导，让音乐为他们的生活送
来欢乐。

本报讯（记者刘莉莉）“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
品展演”将于今年5月至7月举办。昨
日，记者自北方演艺集团获悉，该集团
旗下天津评剧院的评剧《革命家庭》、天
津市评剧白派剧团的评剧《骄杨》、天
津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运河1935》
《上甘岭》等四部剧目入选新创剧目
展演名单，其中评剧《革命家庭》将赴
北京展演。此外，天津京剧院的京剧
《华子良》入选复排经典作品名单。

此次展演由中宣部、文旅部、中国
文联主办，从全国范围内遴选出优秀
作品以及复排经典作品共140部。在
北方演艺集团选送的作品中，评剧《革
命家庭》是由市委宣传部和北方演艺
集团重点打造，天津评剧院创作。此

剧根据“革命母亲”陶承的口述自传《我
的一家》改编而成，此前已入选文旅部
“庆祝建党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
工程”“百年百部”创作计划重点扶持作
品。盛和煜担任文学指导，徐新华编剧，
张曼君执导，主人公方承由天津评剧院
院长、“二度梅”得主曾昭娟饰演。

话剧《运河1935》由天津人民艺术
剧院联合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联合
打造，聚焦上世纪三十年代，讲述当时身
处“三不管”地带的通州运河儿女，在面
临中华民族危难、华北危急的特殊时刻，
凭着朴素的爱国情怀选择抗日的故事。
由王培公、陈建忠编剧，王延松执导。

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新编评剧现代
剧《骄杨》，取材于革命烈士杨开慧的故
事。该剧编剧赵德明、柳峰，导演钟海，评

剧白派剧团团长王冠丽饰演杨开慧。此
剧参考当事人回忆录，并运用新发现的史
料，采取传奇手法，充分展现杨开慧烈士
临危不惧、勇于担当革命重任的高贵品格
和她对毛泽东同志深厚的感情，展现共产
党人高尚的革命气节和崇高的革命精神。

话剧《上甘岭》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
演出，黄宏担任艺术总监、编剧、主演，钟
海担任艺术监制，制作人李东、刘忠魁，
李任执导。该剧将叙事焦点落在年轻战
士、女护士、炊事员身上，在断粮断水、弹
药缺乏、与组织失去通讯联络的狭小坑
道内，“普通人”做着不平凡的事，成就了
人们心中的“超级英雄”。

天津京剧院创排的《华子良》由“二度
梅”得主王平以及王长君、杨乃彭、邓沐
玮、李经文等艺术家演绎。作品突出表现
以华子良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员为了
革命事业坚贞不屈的伟大精神。该剧自
诞生至今演出超过500场，屡获殊荣。其
中“耍鞋戏敌”“挑篓下山”等已成为脍炙
人口的精彩片断和戏曲院校的示范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