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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诗歌朗诵音乐会重温百年奋斗征程 线上直播感动网友

“红色的追忆”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红色经典主题活动开展

争夺一个奥运席位

中国女足今日出征韩国

■本报记者张帆

“渤海哀，蓟水泣，英雄立；高大、憨厚、军
人范儿……”“脱贫攻坚，冲锋在前；43岁的
生命绽放成沙漠玫瑰，每一个花瓣都饱含晶
莹的汗水……”牺牲时年仅31岁的抗日英雄
包森、用生命捍卫对党忠诚的“老兵”单玉厚、
带动当地上万人就业的“最美支边人物”席世
明——一首首饱含深情的诗朗诵，让英雄的
形象再现于观众眼前。昨天，由市文化和旅
游局主办，市群艺馆承办的“致敬百年 缅怀
先烈坚定信仰”天津市纪念革命烈士清明节
专题征文活动暨“红色的追忆”清明诗歌朗
诵音乐会圆满落幕。
此次活动自3月启动，面向全市群众文

学创作骨干征集专题朗诵诗作品百余首，最
终选取了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戍边卫
国，以及为抗击疫情和扶贫助农献出宝贵生
命的烈士事迹，推出了《一条红船指引前行的

方向》《献给包森烈士》《纪念碑前的怀念》《喀
喇昆仑山不会忘记》《追忆“老单”》等一系列
佳作，并再度进行精心打磨，推荐参加了专题
朗诵会。

本次参加活动的创作骨干全部来自基
层一线，他们关注并书写的烈士也是来自
他们生活工作的地方。来自蓟州区的金学
钧书写的是31岁便为抗击日寇献出宝贵
生命战功赫赫的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副司令
员包森；来自滨海新区的王玉梅（田田）书
写的是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参
与妥善处置“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突发事件
的区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单玉厚；来自
静海区的郝秀苓书写的是被中宣部授予
2019年“最美支边人物”称号，曾带动当地上
万人就业的天津市第九批援疆干部席世明。
《追忆“老单”》的作者王玉梅因工

作关系与单玉厚相识，在她的印象里，

“老单”热情、干练、质朴，有着典型的
军人性格：“他在群众中的口碑特别好，
我记得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我是一个老兵’。”在得知“老单”去世的
消息后，王玉梅看到了一个单玉厚生前
接受采访的视频，“那是他去世前几天的
一个采访，能够看出他的身体已经很虚
弱了。我也因此有感而发，觉得他真的
是一个为民的好干部，并从这个角度写
了一首小诗，就是后来的这首朗诵诗《追
忆‘老单’》。”王玉梅还表示，她希望能让更
多年轻人听到这些真心赞颂时代英雄的声
音，“年轻人应该以这样的英雄为榜样，多
朗诵这些英雄的故事。希望有更多的人敬
仰老单，不忘老单，向老单学习。”

昨天的“红色的追忆”清明诗歌朗诵音乐
会以线上直播方式举行，累计观看超70万人
次。沉浸式表演的形式，将诗歌朗诵、故事演
绎、红色歌曲演唱相结合，由我市优秀群文干

部引领观众追忆红色岁月、缅怀革命先烈。
诗歌朗诵音乐会以诗歌言志，以诗歌抒怀，重
温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诉说中华民族
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歌颂我党英勇奋战，不
畏强敌，坚定信念，复兴中华的丰功伟绩，充
分反映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精神。诗歌
的魅力也感染了观看直播的观众，有网友表
示：“岁月静好时，我们更不能忘记为了脚下
这一片山河无恙负重前行、抛洒热血之人，他
们有着清澈的爱，坚定的心，拒强敌、保家园，
青山忠骨，英魂长存。”

本次活动是第六届天津市民文化艺术节
的一项子活动。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本次
群众文学创作活动和诗歌朗诵音乐会的举
办，发扬先烈遗志、弘扬民族精神，表达对革
命先烈诚挚的敬意和深深的怀念，同时丰富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使人民群众更加
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将革命烈士的精神铭
记心间，世代传承。

全运会排球预赛明日开战

天津男女排通过体能测试

■本报记者张帆

指尖流动的黄沙不断堆积，展现出用身
体搅拌泥浆的铁人王进喜，一幅活灵活现的
沙画跃然眼前；《梅岭三章》等，“以诗和歌”展
现老一辈革命者的大无畏乐观精神；诗词问
答，利用中华传统文化诗词聚焦当代英雄和党
史故事……近期，多档电视节目积极创新，将节目
自身特色与党史故事有机结合，带领观众走进百
年光辉岁月和那些值得铭记的难忘瞬间。

形式多样绘就生动党史画卷

央视原创沙画系列短视频《画中画·第一
个百年》，借助沙画记录了我们党建党百年来
的重要历史瞬间和人物。其中既有在党的培
育下成长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的雷锋，用身体
搅拌泥浆的铁人王进喜，还有创造出“陕北好
江南”奇迹的建设者刘宝斋……不断变化的
沙画和一段段珍贵的影视资料交错叠加，每
集5分钟的短视频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
上的重点事件和人物故事娓娓道来。
央视综合频道《经典咏流传》第四季围绕

“献礼建党百年，唱响英雄之歌”主题，咏诵英
雄赞歌。《梅岭三章》《忆秦娥·娄山关》《可爱
的中国》等展现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和对
革命志士的致敬，《春日偶成》《君子行》《青
春》等体现对建设朝气蓬勃新中国的期盼，
《蝶恋花·答李淑一》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深
切悼念和崇高敬意，也有《为祖国而歌》《我的
祖国》等对祖国直抒胸臆的“表白”。

以诗词歌赋形式唱响建党百年主题，《中
国诗词大会》第六季节目第二期通过场内外
互动、选手答题的形式，聚焦当代英雄群体和
党史故事，让节目更显文化厚度和特色。

以红色文物为线索，央视少儿频道《赢在
博物馆》第四季通过少年儿童视角进行解读，
让红色文物“活”起来，让党史内容的传播更

贴近青少年受众。

融入地域特色讲述党史故事

如何讲好党史故事，让观众既动情入心
又有时代共鸣，是摆在每一位节目创作者面
前的课题。各地卫视也是“各展神通”，不但

深挖党史故事背后的红色精神，还在主题节
目中融入地域特色，“活态”讲党史。

四川卫视播出百集系列节目《党旗引征
程——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四川印记》，依托珍
贵的历史影像资料，全面盘点百年党史中发
生在四川的重大事件、重大成就、典型人物和
故事，生动展示党领导巴蜀儿女实现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奋斗历程。山东卫视《我们的新时代》
（《传家宝里的新中国》第二季）以中国革命精神
为“传家宝”，通过讲述新时代精神践行者的先
进事迹，展现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等重要革命精神的时代传承。东南
卫视的《中国正在说》第二季则以电视公开课为
主要形式，通过“主持人串场+嘉宾演讲+观众
互动”的组合，在鲜活的案例中阐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实践。
“短小精悍”也是这些党史节目的一大特

色，精华突出、语言简洁也为这些节目的二次
传播提供了更多途径。在短视频平台上，越
来越多生动讲述党史故事的作品流行开来，
成为年轻受众点赞转发的优质内容。

记者还了解到，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发布31部广播电视建党百年重点节目，《百年
正青春》《潮涌长三角》《闪光的记忆》《28岁的
你》《致敬百年风华》等节目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带领观众走进光辉岁月 铭记难忘瞬间

聚焦建党百年多档节目“巧”讲党史故事

悲情的“姐姐”让观众产生共情

娱乐快评

本报讯（记者梁斌）本周二，天津渤海银
行女排和天津食品集团男排将分别在山东省
潍坊市体育运动学校和广东省江门体育中心
进行第十四届全运会排球预赛。昨日，天津
女排和天津男排顺利通过赛前的体能测试，
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参赛资格。
本次体能测试共分为五项，分别为30米

跑（站立式起跑）、助跑摸高、半“米”字移动、
正面双手实心球掷远（2 公斤）以及男子
1500米跑/女子800米跑。获得世界三大赛
（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冠军的国家女
排运动员免于体能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和
澳门特别行政区运动员免于体能测试。综合
考虑排球项目专项体能特点以及运动员伤

病、年龄、场上位置等因素，本次体能测试采
取“五选四”模式进行，运动员在五个测试项
中自行选择四项测试内容，每项满分100分，
总分400分，总得分达到240分为及格。天
津女排的四名国手姚迪、李盈莹、王媛媛和袁
心玥免于体能测试。最终，准备充分的天津
女排和天津男排均顺利通过本次体能测试。

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表示：“全队通过体能
测试只是完成了本次比赛的第一步，我们会
全力准备接下来的比赛。”

身处于第十四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预赛
B组的天津女排本周二首战对阵云南女排，
身处于第十四届全运会男排成年组预赛B组
的天津男排本周二首战对阵上海男排。

正像前面提到的，上赛季的各级联赛，是在封闭状态下完成的，裁判们
的压力也很大，尤其那些参与中超联赛执法的裁判，他们的任务远不止中
超，女超、中甲、中乙、中冠、足协杯等赛事，只要时间能够调配开，他们也是
主力，长期封闭环境下的执法，对裁判们的理论知识、体能、心理状态考验
都非常大，无论他们最终交出的答卷怎样，压力都客观存在。所以新赛季
来临之际，裁判们主观上也希望他们自己更“强大”，工作能被更合理调配，
得到各方更大的支持，以相对好的“战绩”结束这个赛季。

确保在球场上执法保持清醒头脑，全方位控制比赛氛围及运动员、教练
员情绪，竭力避免暴力行为的出现……牢固树立联赛服务意识，营造和谐、健
康、有序的比赛环境，廉洁自律、光明磊落、坚持道德底线……对工作和事业
怀有敬畏之心，习惯在被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正在进行中的
裁判培训班，对裁判们提出的要求，全面而“丰满”，而且这也是中国足协近年
来第一次不再按不同级别比赛逐一开班，集齐所有三级联赛执法裁判一起学
习，绝对是个大阵仗。至于培训班几天的安排，足协也把清单做得满满当当：
体能测试、专业执法授课之外，还安排了专门的统一尺度培训和视频测试，为
了完成这些项目，甚至多数培训日的晚上都被利用了起来。

除了用思想教育和“博闻强记”给裁判们“施压”，中国足协在新赛季
的执法管理环节上，还引入了一些新的方法“避雷”，比如裁判安排方面，
实行电脑选派和人工选派相结合，每一轮联赛开始前，预先公布各场次的
裁判员选派结果，并在每轮联赛结束后，第一时间向相关参赛俱乐部反馈
裁判评议结果。还比如对于争议判罚的评议结果，会及时向涉事俱乐部
进行通报，对引起社会关注的争议判罚，评议结果还要面向社会公开通
报。为了让评议具有权威性，中国足协还邀请了国际足联、亚足联裁判专
家来担任评议组负责人。

假如说上述种种旨在提高裁判思想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是为了让本赛
季三级联赛的执法少出问题，那么，中国足协、职业联盟筹备组总结各种教训
“绞尽脑汁”完善的管理方法，非常清晰的目的就是避免漏洞环节，以及一旦
出现问题更妥善解决，不激化矛盾。总而言之，在争议中小心翼翼起步的
2021赛季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还没到鸣哨开战的时候，裁判工作已经“加倍小心”
地进入程序了。

新赛季尽全力堵窟窿

新赛季尚未到来 先给裁判补补课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全方位小心翼翼

很难讲算不算一种幸运，尽
管本赛季中国足球三级职业联赛
的前期工作，综合评判起来有点
“跌跌撞撞”，但是毕竟按照既定
计划要开赛了，最先开始的中超
联赛，就在本月的20日揭幕。于
是，和往年一样，联赛开始前，先
行一步集中的是裁判员，目前，参
与新赛季执法工作的300多名裁
判员正在苏州进行为期 6天的
“满负荷集训”，而专项集训伊始，
从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的相关领
导，到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职业
联盟筹备组等方方面面的负责人，
把“好话、丑话”都说在了前头，能
看出，一方面，各方太希望把本赛
季的联赛执法工作干好、不出事
儿；另一方面，却也怀揣着各种担
忧、心里没底。

本报记者 顾颖

上赛季
执法有点不堪

刚过去的2020赛季，涉及三级联赛的裁判员执法，实实在在出现了很
多问题，以中超联赛为例，既出现过像四分之一决赛北京国安与山东泰山两
队比赛，争议判罚不断，引发了两队齐刷刷的不满，山东队甚至一度“围攻”裁
判休息室的混乱局面，也出现了非常高的整体“客诉率”。整个赛季中，有超
过半数的球队向中国足协申诉过裁判的判罚问题，有的球队甚至“一诉再
诉”，哪怕中国足协出于保护裁判的考虑，对申诉采取“只接单、不回应”的态
度，但是裁判们的执法公信力和社会口碑，客观上却持续走低。

数据显示，上赛季中超联赛，总共162场比赛，主裁判“发出”了730张黄
牌和45张红牌，场均4.51张黄牌、0.28张红牌，相较于2019赛季，场均黄牌
数增加了近22%，场均红牌数增加了12%。数字直观体现的是执法似乎趋
于严格，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有因为不断出现各种龃龉或混乱，从而导
致需要用“发牌”来解决。

在上赛季中超季军争夺战的第二回合，主裁判郭宝龙吹响全场比赛
结束哨音后，曾手心向上张开双臂、抬头仰望天空，像是如释重负，也像是“劫
后余生”。那一幕被现场的摄影记者捕捉到、记录下来，成了某种“经典”。哪
怕后来外界才了解到，当时47岁的郭宝龙，本来两年前就应该结束执法生
涯，只不过鉴于中国足协对赛会制赛季的裁判整体水平有所担心，才请他这
位经验丰富的老将“超期服役”顶上来。吹完那一场，郭宝龙的那个举动，应
该是自己在向绿茵场告别，但是，联系到整个赛季出现的种种裁判执法问题，
那一幕，仍会令足球圈内人和球迷们不自觉地想到很多——或许整个执法过
程，对裁判们而言，也是痛苦的。很显然，假如提到本赛季对联赛的愿景，中
国足协、职业联盟筹备组，肯定会许愿“平稳完成”，而其中，裁判员的工作，又
是重要的环节，上赛季因为裁判工作引发的种种争执、不愉快和被质疑，一定
要尽量少出现才好。

本报讯（记者赵睿）东京奥运会女足预赛亚洲区附加赛中
国女足、韩国队两回合附加赛将于本月8日、13日分别在韩国高
阳体育场、苏州奥体中心进行，两回合较量胜者获得亚洲最后一
张奥运会女足比赛入场券。中国女足今天出征韩国。

中国女足今年已组织了多期集训，主教练贾秀全下令对
外不发布任何信息，防止人员、战术提前曝光，因此外界对这
支肩负进军奥运会重任的队伍近况了解甚少，但相信女足姑
娘们已经准备好了。

承接中韩女足决战的苏州奥体中心，5月底到6月15日
还要举行中国男足的40强赛，任务相当繁重。为了支持男女
足国家队，经相关方面研究后决定，把苏州奥体中心单独预留
出来，在中韩女足第2回合比赛之后暂时封闭该球场，并对场
地加以精心维护，静待国足40强赛比赛。至于新赛季中超联
赛首阶段苏州赛区的比赛，由苏州体育中心、昆山体育中心、
江阴体育中心分别承接。

中国男足完成上半年第二期集训后，队员们昨天都返回
了各自俱乐部，准备即将开始的中超联赛。主教练李铁在个
人社交平台上寄语国脚：“40强赛前的最后一期集训结束。
感谢所有工作人员和球员们的努力！请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
保持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五月份见！加油！”

■本报记者张钢

上映三天票房成功突破3亿元，《我的姐姐》成为清明小长
假中电影市场的黑马，力压众星云集的《第十一回》和主打视效
的《哥斯拉大战金刚》，保持着单日票房冠军。票房与口碑齐
飞，正如观众对该片的评价，“全片没有强行煽情的片段，剧情
如流水般缓缓前进，催泪于最真实的情感描写。”
《我的姐姐》的爆红与《你好，李焕英》异曲同工，二者有

着两个相同点和两个不同点。相同点是，都是非著名女性
导演执导的女性作品；都是在此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依靠
观众良好口碑，迅速成为市场首选。不同点则是，《我的姐
姐》的起点更低，无论是导演殷若昕，还是主演张子枫、金遥
源，皆非名导大咖；影片流露出浓浓的悲情色彩，关注了“重
男轻女”“独立女性”等中国人现代生活的焦点话题。
《我的姐姐》讲述的是一个被迫承担责任的姐姐的故

事，所反映出的主题就是长期困扰人们的社会话题——
重男轻女。故事中，父母因车祸去世后，张子枫饰演的姐
姐不得不肩负起照顾弟弟的重担。姐弟关系宛如“陌生
人”，24岁的姐姐在选择去北京考研和照顾6岁弟弟之间
左右为难。导演通过对这个家庭生存困境的氛围营造，
以及角色外形设定，令观众感到了真实感，从而被打动。
父母为了生二胎，让姐姐装瘸子，扮演小儿麻痹。在父母

遭遇车祸时，车里的家庭合照上只有弟弟和父母的合影，姐姐
即使在现场，都很难证明自己和父母的关系。姐姐大学毕业
后想去北京当医生，却被父母强制改了志愿，变成了本地的
护士；爸爸从未打过弟弟，还为他学做红烧肉，而姐姐只吃
过笋炒肉丝……导演用这些小细节暗示了姐姐在这个家庭
里的地位。此外，导演还在片中使用了一些隐喻，比如姐弟
俩踢皮球的桥段，看似与整体剧情并没有密切相连，但这段
戏暗指姐弟俩都是那只皮球，姐姐被父母当作皮球踢给姑姑，
姑姑一家又把弟弟当作皮球踢给姐姐。姐弟俩都是家庭矛盾
中的受害者，而影片所聚焦的并不是姐弟间的性别之争，而是
抨击在不平等的社会观念下所造成的性别歧视。
“高投入高产出”“名导配流量明星的阵容组合”“让

人从头笑到尾的喜剧故事”，《我的姐姐》接连打破了这三
个影视圈固有的成功模式，以真实细腻的情感刻画与对
“重男轻女”“独立女性”等现实社会焦点话题的切入，并
加入了不同代际的选择、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年轻人爱情
与理想碰撞等元素，用悲情色彩为观众讲述了这个故
事。《你好，李焕英》以母女间流露出的温情获得成功后，
很多人都在猜测这种女性题材的电影能否被成功复刻，
《我的姐姐》无疑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而且告诉观众，令人
们产生共情的不仅仅是温情，也可以是悲情。

本报讯（记者仇宇浩）为缅怀革命先烈，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泰达图书馆举办了“我们的节日·清明”系列红色经典主题活动。

清明节期间，泰达图书馆举办追忆先烈清明纪念图文展、缅怀
先烈·红色动画片系列展播、“梨花风起正清明”——清明诗词品读、
“红星闪闪耀童心”——少儿党史学习教育有声书展、清明节·手抄
报小课堂、第二辑“建党百年·红色天津”展览、红色影片播放。

本报诸暨4月4日电（记者苏娅辉）面对合力砍下57分的双外
援亚当斯和达卡里，以及以高度著称的青岛内线，天津先行者男篮
在篮板和助攻上都远远高于对手。全场高达25次失误，加之比对
手少了13次罚篮机会，天津最终以115：122告负。

托多罗维奇逐渐找回状态，开局手感火热，首节仅出场6
分 27 秒拿下 15 分。凭借高达 62.5%的三分球命中率和
64.7%的投篮命中率，天津队首节以31：28领先。次节在亚
当斯和达卡里的轮番攻势下，大多数时间以全华班应战的天
津队仍以60：58结束上半场。中场休息时，主教练刘铁着重
提到了失误问题，反复叮嘱队员们静下心来，别慌乱。第三节
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在对手的逼抢和自己心态不稳的双重压
力下，天津队单节高达7次失误，亚当斯单节砍下14分，青岛
以92：84反超。青岛乘胜追击第四节一度将分差拉大至16
分，就在人们以为比赛就此进入“垃圾时间”时，顽强的天津队
发起绝地反击，最后36.6秒时将比分追至115：118。然而，关
键判罚裁判将球权送给青岛队，亚当斯突破命中两分。孟子
凯进攻不进，青岛队反击，利用林庭谦犯规，亚当斯两罚全中，
帮助青岛以122：115锁定胜局。

在以高度著称的青岛队面前，天津队凭借顽强拼抢在篮板
球上以45：39领先，助攻以39：27领先。然而全场高达25次的
失误，成为整场比赛天津队最大的问题。加上在罚篮次数上以
20：33比对手少了13次，只能遗憾面对失利的结局。考虑到“魔
鬼赛程”对精力体力的考验，主教练刘铁严格调控球员上场时
间。本场比赛，天津队5人得分上双，林庭谦25分6篮板9助攻3
抢断，托多罗维奇24分5篮板3助攻1抢断，时德帅23分6篮板
5助攻3抢断，金鑫15分5篮板2助攻1抢断，孟子凯10分4篮板
1助攻。青岛队亚当斯和达卡里合力砍下57分。

失误丧失好局

天津男篮惜败于青岛

荧屏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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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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回检察组》第
1、2集 东川省政法系统
评选 2019 年十大法治
人物，表彰大会在省人民
检察院隆重举行，省公安
厅厅长严正义、检察院检
察长袁宏伟以及法院院
长陈长青等人都来参
加。表彰大会结束后，省
委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和
获奖者合影，记者争相为
他们拍照……

天津卫视 19:30
■《日头日头照着我》

第31—33集 杨青学去医
院看望王小溪，看到王小溪
独自提着吊瓶，而郝建斌却
陪着郝开心一家人，对王小
溪的不生气不难过感到疑
惑。王小溪告诉杨青学，因
为她知道自己和郝建斌心
里只有对方，所以才不会生
气难过。杨青学心疼王小
溪，可话没说完就被闯进来
的莉娜打断了……

天视2套 18:25
■《黄金大劫案》第

12—15集 意大利公使访
华，报纸上开始了长篇的
报道，并且写明了签约日
期在一周之内。辛曼决定
在签约之日下手，小三江
却怀疑消息的真伪，因为
日本人这回似乎有点太过
张扬。辛曼坚信来自组织
的消息，不理会小三江的
疑虑。剧组众人兵分两
路，一路集合漕帮打算劫
船，一路跟踪意大利公使，
找机会下手……

天视3套 19:20
■《两个女人的战争》

第4、5集快过中秋节了，
众知青都在准备回家的事
情，可大队书记突然下通
知，队里要留下一个人
看守水库。谁也不愿意
接手这个差事，队里只
好用抓阄的方式来决定
谁留下，最后抓到“留”
字的是赵欣梅。牛淑荣
虽然也很想回家，但还
是主动要求替赵欣梅留
下来值班。赵欣梅来到
火车站，碰见齐伟，听说
牛淑荣一个人留下看守水
库后二话不说就回了水
库，让赵子博把给赵父带
的东西捎回家……

天视4套 21:00

■《非你莫属》本期
舞台上迎来了一位“超级
玛丽”小哥，节目现场，他
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晃梯
表演，令企业家大为赞叹。

天津卫视 21:20

■《最美文化人》本
期邀请天津茱莉亚学院艺
术总监、学术院长、著名华
人小提琴演奏家何为做客
节目。

天视2套 2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