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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多台不同主题风格多元的音乐会

天津歌舞剧院音乐季将启幕

12场荐书直播有趣有用 独特国风文创吸引眼球

订货会开幕首日天津出版成焦点

从火热的生活中取材 多角度展现中国精神

在继承中创新，用工笔画记录伟大时代

分别兵发山东潍坊和广东江门

天津男女排今日出征全运会预赛
天津男篮大外援积极恢复

“我将逐渐找回状态”

本报讯（记者 赵睿）中国队本期集训
的首场教学赛两球取胜，教练组没有注重
比赛结果，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比赛过程
上。应当说，开场20分钟左右就取得入球，
队伍上下对战术打法、人员配置的信心都
有所增强。
练兵效果被现场观战的中国足协主席陈

戌源及抵沪开会的众多执委尽收眼底。442
是中国队的基础阵型，从首发的吴兴涵、金敬
道担任左右边前卫的安排来分析，战术指导
思想是两个边路快速突破，撕开对手防线，并
结合中路渗透，后腰吴曦、前腰张稀哲包括因
伤缺席本次集训的蒿俊闵都有比较精准传球
的能力。对于主力阵容，主教练李铁心中已
有大致答案。
艾克森、阿兰联袂的锋线没有让人失望，

其中艾克森在第20分钟左右获得禁区内直
接面对球门的机会，被对手门将放倒，他主罚
点球一蹴而就。上期集训与河北队的教学赛
上他曾梅开二度。艾克森重回中锋位置，作
用比里皮执教时期更突出，这是李铁在人员
使用上的一个亮点。
据悉，中国队教练组对40强赛与菲律

宾、马尔代夫、关岛三队的比赛有一个判
断，那就是对手将“摆大巴”，尤其是和菲
律宾队比赛，将考验中国队阵地战能力。
早进球有助于场上队员放平心态，因此中
国队如何提升进攻端效率是重点之一，第
20分钟左右破门应当是比较理想的时间
节点。
另外，3月的第二个国际足联国家队比

赛日，40强赛与中国队同组的叙利亚队做
客德黑兰，0:3负于伊朗队，本月两场热身
赛均告失利。

本报讯（记者 梁斌）第十四届全运会排
球成年组预赛将于4月6日至4月13日举
行，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和天津食品集团男排
今日分别兵发山东潍坊和广东江门，正式开
启全运会预赛的征程。本次全运会预赛，天
津女排和天津男排的目标是获得第十四届全
运会决赛阶段的参赛资格。
第十四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预赛B组的

比赛将在山东潍坊举行，参赛队包括天津队、

山东队、上海队、北京队、云南队、广东队和福
建队，比赛采用小组单循环的赛制，前四名获
得全运会女排成年组决赛阶段的参赛资格。
今天早上，天津女排将乘坐大巴车赶赴赛地
山东潍坊，预计于中午抵达。比赛开始之前
的体能测试，天津女排的四名国手姚迪、李盈
莹、王媛媛和袁心玥可免测。主教练王宝泉
表示：“本次全运会预赛，全队在一起配合训
练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这两天也是在抓

紧时间磨合阵容。抵达赛地后，要抓住每次
训练的机会来提升队员之间的配合默契度，
希望全队能在本次比赛中把自身的技术水平
充分发挥出来。”

第十四届全运会男排成年组预赛B组
的比赛将在广东江门举行，参赛队包括天津
队、广东队、山东队、河北队、上海队、北京队
和中国澳门队，同样采用小组单循环的赛
制，也是前四名获得全运会男排成年组决赛

阶段的参赛资格。天津男排今日将乘机从
天津飞往珠海，然后再乘坐大巴车赶赴江
门。虽然同组有上海队、北京队、山东队三
支老牌强队，再加上相比之前的联赛，实力
有所下降，但天津男排会力争获得全运会决
赛阶段的参赛资格。天津男排主教练蒋杰
表示：“虽然本次全运会预赛对于球队来说
有很大的困难，但我们会全力以赴，争取小
组出线。”

本报讯（记者梁斌）日前，由天津市排球协会选派的排球
教练刘亚、梁潇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达一中、泰达一小的
体育教练员进行了排球项目的提升训练，这也标志着为期一
年的“2021年泰达中小学体育教练员业务能力提升项目”拉
开了序幕。
“2021年泰达中小学体育教练员业务能力提升项目”启

动仪式暨“体育运动培训基地”授牌仪式日前在泰达一小举
行，天津市少年儿童体育运动协会今年将联合泰达社会管理
委员会，携手天津市篮球运动协会、天津市排球运动协会、天
津体育学院、国家卫健委专业培训机构等单位对泰达六所公
立中小学校展开篮球、排球、团体操、体能训练、运动伤害预防
以及校园内CPR（心肺复苏技术）等项目的培训，对近百名带
队教练和体育教师进行业务水平的提升训练。泰达六所公立
中小学也同时成为天津市少年儿童体育运动协会的“体育运
动培训基地”。

启动仪式上，天津市篮球运动管理中心负责人向泰达社
管委赠送了多名篮球明星签名的纪念篮球，天津市排球运
动协会还向六所学校赠送了气排球，勉励青少年气排球项
目不断普及开展，让“排球之城”的校园排球发展蒸蒸日上，
后继有人。

本报诸暨3月31日电（记者 苏娅辉）首秀过后，天津男
篮大外援托多罗维奇的身体反应非常强烈，教练组特许他今
天不参加训练。他利用这个时间进行理疗和力量恢复，期待
着尽快找回状态，尽力帮助球队赢得胜利。

考虑到托多罗维奇的身体情况，主教练刘铁特意控制
了他的上场时间。即便是这样，他的身体酸痛反应依然很
强烈。考虑到实际情况，教练组允许他调整一天。今天上
午观看技术录像和晚上的场地训练，他均未参加。托多罗
维奇在复出首秀中并没有恢复到昔日的神勇状态，主教练
刘铁非常理解，“好状态和日常训练的积累分不开，大外毕
竟这么长时间没有训练和比赛了。他的能力是有目共睹
的，只是需要时间恢复。对阵山东队的比赛，主要就是让他
找比赛感觉。”其实，像托多罗维奇这样刚刚解除隔离重返
赛场，找不到感觉的外援大有人在，比如新疆队的克拉克、
广厦队的费尔德、北京队的迈克瑞等。
“常规赛临近尾声，其他人都已经渐入佳境，而我却像

是季前赛第一场一样，但相信我会逐渐找回状态的。”托多
罗维奇说，之前已经在场上证明过自己，这一场的表现并不
会让自己焦虑。“输球确实不开心，但自己表现不好毕竟是
因为太久没打球了。感谢教练的理解，昨天教练对我上场
时间的把控也非常好。今天教练让我调整，主要是进行理
疗，下午做了一些力量恢复。”托多罗维奇非常清楚，他需要
通过与强队对抗尽快找回感觉，之后要在与广州、江苏等队
的比赛中发挥应有的水平。

4月2日中午，天津队将迎战目前联赛排名第二的辽宁
队。主教练刘铁要求队员们继续发扬敢于拼抢的顽强作风。

本报讯（记者 申炜）在公布了各级职业
联赛准入名单之后，中国足协与职业联盟筹
备组开始加紧落实各级赛事开赛事宜，今天
将在上海组织召开2021赛季职业联赛俱乐
部负责人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望公布中
超首阶段各轮次对阵形势。

对于中超各家俱乐部来说，在这次会议
上最关心的话题无疑是新赛季的赛程。如
不出意外的话，职业联盟筹备组有望公布中

超首阶段各轮次对阵表。此外，还将组织举
办新赛季中甲联赛首阶段分组抽签仪式，相
信外界对此也会非常关心。

当然，这次会议的核心内容，还是职业联
盟筹备组将向各俱乐部提出“要求”。职业联
盟筹备组相关负责人将向各俱乐部通报
2021赛季各级联赛总体准备情况及对各级
联赛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尤其在赛风赛纪
方面肯定会三令五申。

本报讯（记者 申炜）怕什么来什么。当
拜仁即将迎来“魔鬼赛程”的时候，破坏力惊
人的国际比赛日给拜仁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俱乐部昨天发布公告，莱万多夫斯基因右膝
韧带拉伤将休战约4周之久。

莱万在两天前波兰3:0战胜安道尔的世界

杯预选赛中受伤，在那场比赛中莱万打入波兰
队的前2球，在第63分钟被换下。此前，波兰足
协表示，这种伤势一般恢复5到10天即可。不
过回到慕尼黑，拜仁俱乐部在经过诊断后发现
伤势远比想象的更加严重，莱万被确诊为韧带
拉伤，预计要缺阵4周之久。

目前看，莱万将肯定缺席本周末对阵莱
比锡的德甲比赛，而排名第2的莱比锡仅以
4分之差紧随拜仁。另外，莱万也将在4月7
日和13日同巴黎圣日耳曼的主客两场欧冠
1/4决赛中作壁上观。本赛季莱万状态神
勇，在已经进行的26轮联赛中打入35球，创
下了个人单赛季进球纪录。而且，莱万本来
有希望打破盖德·穆勒在1971—1972赛季
创下的40球德甲单赛季进球纪录，但如今
却充满了变数。

职业联赛会议今日召开

拜仁收获噩耗莱万因伤休战4周

国足主力阵容
李铁心中有数

泰达中小学体育教练员
业务能力提升项目启动

■本报记者翟志鹏摄影姚文生

伴着津城和煦的春风，昨天下午，由中国
美协、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国文联美术艺术中
心、天津画院承办的“品真格物——第二届全
国青年工笔画作品展”在天津现代美术馆开
幕。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青年画家们用画笔表现时代、讴歌人民，为天
津观众送来一场美术盛宴。昨日，记者走进
展览现场探看参展作品，并倾听策划者、专
家、参展者畅谈艺术理念。

展览最大的特色是在继承“气韵生
动”“畅意”“传神”的中国画精髓的同时，
结合时代新元素，探讨新时代下的“尚意”
精神，丰富工笔画的表现性，这些在参展
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记者在现场看
到，参展作品主题和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天
河晨曦（红旗渠）》《观万象·品花花世界》等传
统题材的风景画、花鸟画，表现少数民族幸福
生活的《草原雄鹰》《乌木龙的春天》等人物
画，也有记录当代人工作生活的《大海是
我家》《服装系的开幕式》，表现战“疫”壮
举的《出征》《平凡而伟大》等。

从参展作品中不难看出，青年画家们努
力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取材，通过视角和艺
术语言的创新，多角度地构建起了在党的领
导下全国人民奋斗、工作、生活的图景。中

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里说，参
展的年轻画家能够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在不断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的过程中，发现美、表达美，创作出更多具有
中国精神、中国气概、反映时代的优秀作品，

全面地呈现出一种新的形象、新的生机、新
的景象，他们通过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丰富
多彩地呈现出对工笔画艺术语言的研究与
发展。
专家们认为，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举办这一高水平展览，生动体
现了党领导下的美术事业蓬勃发展的美好前
景。中国美协副主席、天津市美协主席王书
平认为，年轻一代画家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
关注生活，发现生活中的美，尤其在很多主题
上进行有效探索，使展览呈现出一种整齐的
精致面貌，让更多观众看到年轻一代艺术家
极具时代性的学术观念、创作理念和文化视
野。参展青年画家李朋帮也深有感触，他说，
在伟大的时代中，他深感青年人所肩负的使
命，青年画家要有自己的坚守，这份坚守是对
传统的继承，也是对创新的展望，只有结合时
代精神与传统文化，才能塑造出自己独特的
艺术语言。

此次展览是在第一届青年工笔画展览
的基础上，在天津已有的工笔画创作格局
下连续成功举办的第二届活动。共有8件
天津画家的作品入选了此次展览，展示了
天津工笔画创作的深厚传统与发展成果。
天津画院院长范扬表示，此次是天津画院
第二次承办全国青年工笔画展，工笔画作
为传统艺术传承与发扬的重要载体，它的
发展与繁荣不仅是新时代对文艺的召唤，
更是彰显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天津画院
将更加努力，继续为中国工笔画的传承与
发展提供助力，为青年工笔画艺术家打造
更多展露才华的舞台。

本报讯（记者翟志鹏）4月3日，天津歌舞剧院2021音乐
季将拉开帷幕。

据悉，天津歌舞剧院2021音乐季将在立足传统交响乐的
基础上，弘扬主旋律、唱响新时代，融合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
方的音乐精品，推出多台不同主题、音乐风格多元的音乐会，
满足不同群体的欣赏需求，为培育高雅艺术市场奠定基础，繁
荣天津文艺舞台。音乐季的推出，旨在提升乐团整体专业水
平，拓展国内外演出市场，推动乐团艺术水准向国内外一线剧
院看齐，实现国际化、职业化的发展道路。

作为音乐季首场演出，“伟大的祖国”交响音乐会将于4
月3日在天津大剧院举行。这台演出由天津歌舞剧院新任艺
术总监、著名指挥家李飚执棒，青年钢琴演奏家万捷旎担任钢
琴演奏，小提琴演奏家梁大南参加演出。

本报讯（记者张钢）日前，喜剧电影《第十一回》召开媒体
发布会，导演兼主演陈建斌以及周迅、大鹏、窦靖童等主创与
观众见面，该片将于4月2日全国上映。

该片是陈建斌继《一个勺子》后执导的第二部作品，与前作
一样，该片也是一部荒诞喜剧。影片故事因多年前一桩旧案被
市剧团改编成三幕话剧而起，案件当事人马福礼带着一心认定
的“真相”与话剧团展开轮番“较量”，希望以此还自己一个清
白。在这一过程中他遭遇家庭、人生的双重压力，由此引发一
系列令人捧腹的故事情节。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首次专题辑录冯骥才传统村落保
护思想的新书《冯骥才传统村落保护话语》近期由天津大学出
版社出版。

该书由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传统村落保
护与发展研究中心所编，为历年来冯骥才关于传统村落保护
的思考探索观点的提炼集结，为读者了解冯骥才的传统村落
保护之路提供重要窗口，同时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
护传统村落、留住乡愁的重要文本资料，为更好地保护传统村
落、增强人们对传统村落的认识提供更多启示与反思。

本报讯（记者仇宇浩）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拓荒者和奠基人
乐黛云的自传《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近日由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出版。乐黛云的学术成就滋养了几代学人，这本记
忆历史、体味人生、寄情文学的自传，堪称学人传记典范。

乐黛云的人生经历映射着时代变迁。书中，乐黛云以隽永
的文字回顾了自己历经沧桑却始终坚韧如初的人生：从童年生
活、求学经历到北大毕业留校任教；从遭遇一系列坎坷曲折到
重返教学岗位；50岁时选择重新开始，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和
理论开拓中披荆斩棘，取得斐然成就。乐黛云希望通过分享
自己的人生故事，给予读者智慧启迪、精神滋养和力量传递。

■本报记者仇宇浩文并摄

春光明媚中，第34届北京图书订货会昨
日在京开幕，40余万种参展图书的书香文化
味儿比春花更馥郁、比春风更醉人。订货会
开幕当天，天津展区的2000余种图书及新媒
体融合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12场各类有
趣又有用的荐书直播活动，网络流量达到
“10万+”；文美斋百花诗笺纸、尉氏年画及尉
氏年画口罩等独特国风文创，吸引众多读者
驻足。这套全面推广营销、融媒体助力传播
的“组合拳”让天津出版成为焦点。

新书抢眼经典常销
此次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携2000余种图书

及新媒体融合出版物参展，其中新书1400余
种，亮点频出。以同名纪录片为蓝本的新书
《赶大营》既保留了纪录片的精彩内容，也将片
中匆匆掠过的珍贵图片资料重点呈现，立体、
生动地描绘了数百名天津杨柳青人的“赶大
营”历史，展现了天津人怀揣梦想、走向远方的
开拓创新精神。该书函套精装版内附一幅长8
米多的手绘长卷，仿佛当代“清明上河图”，令人

惊艳。路过展台的读者说，能从中感受到祖辈
们爱祖国、爱家乡的民族自豪感。
此外，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科幻小说系列、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走向胜利》系列连环
画等也打破了传统设计理念。津版图书无论
从内容选题、编辑加工到印刷包装都有了很
大提升，兼具颜值和内涵，令人眼前一亮。新
书抢眼，经典常销书同样受读者青睐。很多
读者对这些常销书如数家珍——封面有了哪
些改进，内容有了多少增补，开本有了什么变
化，可见其在读者心中的分量。

共叙前景畅谈情怀
作为全球最大、最专业的华文书业盛会，

北京图书订货会既是华文图书出版的风向
标，也是同行们交流和沟通的盛会。开幕当
天，就有北京出版集团、辽宁出版集团等兄弟

单位来到天津展区参观，彼此就市场预期、技
术分享、选题等进行交流分享，现场达成的共
识也将影响接下来国内出版的发展走向。

有理想、有情怀的出版人能为读者提供
更多优质精神食粮。昨日下午，天津人民出
版社的新书《理想与情怀——三联书店出版
工作行思录》在订货会上举办分享会，该书作
者、创办北京首家24小时书店的著名出版人
樊希安畅谈多年工作心得体会，追忆前辈感
人故事，并寄语年轻人要做有理想、有情怀的
人。很多年轻的出版人在活动结束后还舍不
得离开，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融合出版为传统注入新活力
天津出版不仅在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技

艺推广、非遗新品开发、古籍文献保护等领域
投入了很大力量，让不少沉睡多年的文化瑰

宝重获新生，同时实施融合发展战略，推进新
媒体建设，开展数字化转型升级。此次天津
展区首次设置3个网络直播间，3天时间推出
27场不同内容的荐书直播，首日12场直播
网络流量“10万+”，津版好书和荐书主播，将
通过融媒体被更多人看见。

《冯骥才传统村落保护话语》出版

喜剧电影《第十一回》明日上映

乐黛云自传《九十年沧桑》出版

本报讯（记者顾颖）昨天，天津津门
虎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聘请
于根伟为俱乐部总经理兼津门虎足球队
主教练。公告内容如下：天津津门虎足
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聘请于
根伟为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总经理兼津门虎足球队主教练。

于根伟出任
津门虎总经理兼主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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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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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集 得宝终于和临行前的
麦苗在车站见了一面，得
宝却支吾着说不出什么。
在冲突中被打伤的凌一农
向得福坦白了自己贴钱的
事，得福将此事跟杨书记
汇报，杨书记找到吴月娟
商议，最终降低了航空运
输的成本，提高了双孢菇
的利润。金滩村成为了闽
宁协作蘑菇产业示范村，
得福自掏腰包开了个小灶
送别凌一农，没想到全村
的人都赶来送他……

天津卫视 19:30
■《日头日头照着我》

第 22—24 集 杨青学和
莉娜再次因为处置两个买
房老人的事发生争执，面
对两人价值观的冲突，杨
青学有些无奈。郝开心仍
旧无法接受郝建斌结婚，
王小溪表示他这是没有安
全感的表现，要用时间去
感化。为了替儿子守住媳
妇，郝忠厚亲自来接送王
小溪下乡公干……

天视2套 18:25
■《烽火太行》第

36—39 集 赵有利派老
桂头混入牢房给王志强
传信，让王志强和一班长
假意屈服于平田，引诱平
田重兵围剿游击队驻
地。平田通过电报得知
赵有利诱骗自己的圈套，
为彻底歼灭游击队，扫除
采矿的障碍，平田将计就
计，假意相信王志强的投
诚，为防止游击队察觉有
诈，命刀疤挟持崔世豪带
兵出城支援，制造崔世豪
督战的假象……

天视3套 19:20

■《贤妻良母》第28、
29集 美云从保姆处得知
丽红汇钱给建邦，十分高
兴，让永发好好待丽红，永
发有些内疚，提议要和丽
红庆祝结婚二十周年纪
念，丽红准备让玉芳参加，
将两个人这么多年的恩怨
化解一下。宾客们纷纷来
为永发和丽红庆贺，玉芳
也赶来了……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在一

些家庭里，父母可能会因
为种种原因分开，也就是
选择了离婚，在这时，孩子
会和父或母一方继续生
活，如果孩子还小的话，就
会产生抚养费。虽然说从
物质上讲，抚养费就是钱，
但更深层次的，这也是父
母对孩子爱的体现。敬请
收看《女儿抚养费之争》。

天津卫视 18:00
■《鱼龙百戏》到本

期季擂台打擂的5个席位
获得者分别是来自天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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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天津的京韵大鼓演员
旋丽敏，来自天津的相声
演员谢洪利、李建峰组成
的锋利组合，还有一位是
来自天津的演唱京韵大鼓
的京剧演员朱文成。

天视2套 2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