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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师范大学与北方演艺集团签约

校企合作助力文化传承

长篇小说《暖夏》研讨会在京举办

天津作家聚焦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台词源于生活结尾让观众思考
——电影《我的姐姐》编导回应争议

“东方红”将响彻津门
■本报记者翟志鹏

由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天津歌舞剧院共
同打造的音乐史诗《东方红》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即将
登陆津门。5月16日，这场备受期待的音乐会将在天
津大剧院上演，届时，天津观众聆听“东方红”等一系列
经典红色旋律，共同重温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
过的光辉历程。
该音乐会根据首演于1964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创作，艺术地概括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
来，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
斗争，直到迎来祖国解放的光辉历程，热情歌颂了中国人
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拥抱新中
国美好未来的欢欣喜悦之情。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办方于去年推

出了音乐史诗《东方红》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音乐会
在天津排练合成，去年12月26日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
堂成功首演。本场音乐会保留了原作的史诗框架，着
重突出音乐的作用，将交响乐团与合唱队放到舞台中
央，并对部分曲目做了重新编排，使之更符合当今观众
的欣赏习惯。
记者获悉，4月10日起，音乐史诗《东方红》大型交响

合唱音乐会开启为期一个多月的全国巡演，将前往北京、
沈阳、太原、保定等十余个城市演出。5月16日的天津站
是此次全国巡演的最后一站，由著名指挥家郑健、保利天
歌交响乐团、北京音协合唱团、天津保利童声合唱团等共
同演绎。
主办方将这场激动人心的音乐会带回天津，旨在

使观众能够伴着震撼人心的旋律从党史中鼓舞力量、
激励信心。指挥家郑健曾指挥《东方红》主题演出多
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场音乐会可以带给观
众对历史的认识，为我们踏上新征程激励精神力量。

本报北京电（记者仇宇浩）昨日，由市委
宣传部、市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共同主办，
人民文学杂志社、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协办
的长篇小说《暖夏》作品研讨会在中国作协举
行，这部由天津作家王松以天津宁河区农村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故事为原型创作、献礼建
党百年的重大现实题材长篇小说，获得了现
场20余位全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评论家、作
家的高度评价。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助力

乡村振兴这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大
任务，中国作协会员、天津作协专业作家王
松，多年深入基层、扎根农村，以我市宁河区
农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故事为原型，创作

出30万字的长篇小说《暖夏》。小说首发在
《人民文学》杂志2020年第 11期，而后被
《长篇小说选刊》2021年第2期转载，今年3
月由作家出版社作为献礼建党百年的重点
图书出版。小说从创作之初就被中宣部列
为重点项目，先后举办过改稿会等活动，受
到广泛关注。

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赞
扬王松是创作力充沛的“故事篓子”，“看《暖
夏》让我想起了赵树理的小说，都能通过细节
高度抵达农民生存境遇。王松把乡村书写放
在了历史中，让整部小说生机勃勃，《暖夏》让
我看到未来中国乡村写作新的方向和新的力
量，它的出版对进一步推动现实主义题材创

作有重要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称，“现在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作品不少，和同类题材
比，《暖夏》让人眼前一亮。小说生活、文化底
蕴深厚，人物活灵活现，接地气又抓人的故
事，亲切生动，让人看得过瘾，代表了乡村写
作的新进取、新路径。”

孟繁华、贺绍俊、施战军、梁鸿鹰、万镜
明、黄桂元、徐则臣、张楚等评论家、作家也
从不同角度赞扬了王松坚持为人民抒写、
为时代放歌、扎根生活的创作导向和创作
情怀，并指出《暖夏》充满新时代的乡村气
息，创造了同类题材作品中的诸多第一；抓
住了新农村发展的新特点，扶贫先扶志，扶

贫必扶智，强调了文化振兴在乡村振兴中
的重要作用；小说风俗文化底蕴厚实，时代
生活血肉丰满，人性精神骨骼坚韧，叙事艺
术魅力独特，以小见大，通过两个小村庄互
相较劲的故事展现宏大主题，在具体生活
中涵纳着脱贫奔小康的人间史诗，是一部
写得地道、品来筋道的好作品。

市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张
桂元表示，要把本次活动的精神和成果带回
天津，引导广大作家在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抒
写的文学道路上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推动
天津文学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最后，王松分享了自己创作《暖夏》背后
的故事和体会。

■本报记者张钢

由殷若昕执导，游晓颖编剧，张子枫、朱
媛媛、肖央等主演的《我的姐姐》成为目前电
影市场的黑马，在赢得近5亿元票房的同时，
也再次将女性独立、原生家庭等热点社会话
题推到观众面前。在赢得观众口碑的同时，
影片在台词、结尾的设计方面也存在争议。
为此，殷若昕与游晓颖对引发观众讨论的焦
点话题进行了回应。

孩子接触到的讯息超乎想象

“你等等我不行吗”“姐姐，我只有你
了”……姐弟俩的情感互动是贯穿全片的焦
点与泪点，这些台词从弟弟稚嫩的口中说出，
那种纠结、无奈的情绪涌上观众心头，令全场
飙泪。在打动观众的同时，一些网友指出弟
弟的台词和行为过于成人化，“有些话从6岁
的小朋友口中说出来就假了”“弟弟的台词，
句句一针见血，但没了孩子本性的天真，只有
大人睿智的设计。”对此，游晓颖说：“我在写
剧本之前就和身边有小孩的朋友们进行了交
流，基本每写一场戏都会问他们小孩会不会
说出这样的话。我发现，现在的小孩比大家
以为的要成熟很多，这种成熟是由网络时代
带来的，孩子们接触到的讯息，对于情感的接
纳度和回馈度超乎我们想象。比如，在一场
戏中，姐姐发脾气把衣服扔在弟弟身上，弟弟
对姐姐说了句‘你冷静一点’。6岁的孩子会
说这个话吗？他能明白冷静是什么意思吗？
对此我们探讨了很多次，直到有一次朋友带
女儿去儿童乐园玩时，有个小孩突然站起来
对他周围的人说，‘你冷静一点’。因为现实
中真的有小孩说出这句话，我们才敢把这句
台词写给弟弟。”

不想在结尾给观众一个明确的答案

片中姐弟二人的命运牢牢抓住了观众
的心，使得观众一直期待着有个弟弟被姐
姐抚养的完美结局。而在影片结尾，姐姐
最后到底有没有抚养弟弟，编导没有给出
非常明确的答案，而是走向了一个相对开
放的收尾——弟弟住在领养父母家，但姐
姐不愿签下永不再见他的协议书，两人携
手离开。全片最大的争议就在于此。有观
众认为姐姐应该放弃弟弟，遵从内心，为自

己的人生作出自由的选择；也有观众觉得
按照故事脉络的发展，姐姐必然会选择去
抚养弟弟。游晓颖说：“我们不想在结尾给
观众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希望能留给大
家一个思考。”殷若昕则表示：“姐姐是个
24岁的女孩，她的心智还无法让她决绝地
作出人生中这个重大的选择，她的内心在
挣扎，在考量，所以我们不能替她作选择。
电影作品需要结局，但生活是没有结局的，
姐姐的生活会继续下去，通向前面的路还
很长。我们之所以设计了这样一个开放的
结尾，就是为了留白让观众去探讨。”

本报讯（记者刘莉莉）前日，天津师范大学与北方演艺集
团举行战略合作签约，双方共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
地、大学生演出实习实训基地、天津市青年演员培养中心也同
期揭牌。

此次签约，双方意在研究和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天津
师范大学负责人表示，希望双方携手围绕人才培养、艺术创
作、基地建设、学生就业、演艺活动等多层面开展全方位合
作。北方演艺集团负责人说，双方将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
术真谛，以文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实际行动向建党百
年献礼。签约仪式后，双方还共同参观了国家文物保护单
位、我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第一批革命文物旧址张园，接
受党史学习教育。

CBA常规赛临近尾声 各种玄妙应时而出

裁判问题尤应引起重视 本报讯（记者申炜）昨天，欧冠1/4决赛首回合进行了两
场较量。皇马3：1战胜利物浦，曼城主场以2：1击败多特蒙
德，在两回合的较量中分别占得先机。

皇马主场对阵利物浦，这几乎是三年前欧冠决赛的重演，
只不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比赛的主角是20岁的维尼修
斯。第27分钟，维尼修斯胸部停球后射门得手。第36分钟，
阿森西奥为皇马扩大比分。虽然萨拉赫在第51分钟扳回一
球，但维尼修斯在第65分钟再下一城。这场比赛，维尼修斯
只有4次射门，两次射正全部进球，被评为当场最佳球员。

1：3的结果让利物浦的晋级形势极为严峻，欧冠淘汰赛
史上首回合主场3：1赢球的球队中有79%最终都晋级了，更
何况皇马最近4次碰到利物浦都获得了胜利，打入了10球，
仅丢2球。面对一个阵容不整的利物浦，齐达内和皇马这个
欧冠专业户已经触摸到了晋级下轮比赛的票根。

曼城对阵多特蒙德，开局仅9分钟就由德布劳内抽射破
门。不过第84分钟，哈兰德直塞助攻，罗伊斯单刀赴会劲射
破门，替多特蒙德扳平比分，并终结曼城欧冠699分钟零失球
的纪录。终场前曼城上演绝杀，福登推射破门，他也成为打入
欧冠绝杀进球最年轻的英格兰球员。最终曼城2：1惊险取
胜，不过晋级前景依然悬念重重。

本报讯（记者赵睿）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时，女足奥预赛亚洲区
附加赛中国女足与韩国女足的第一回合较量将在韩国高阳进
行。昨天的赛前发布会上，中国女足主教练贾秀全表示：“我在
球员时代曾代表中国参加过奥运会，我更希望这次通过中国女
足的出色发挥，我能够作为教练和队员们一起拿到这张奥运会
的入场券。”中国女足官博发布了本场的海报——摧坚决胜。

中国女足官方公布了20人名单，守门员彭诗梦，后卫吴
海燕、林宇萍、娄佳惠、罗桂平，前卫马君、姚伟、姚凌薇和前锋
唐佳丽等参加过女足奥预赛亚洲区第三阶段比赛的主力队员
悉数入选。名单中引人注目的是前锋王霜，她去年因疫情的
缘故，没能参加比赛。

日前，有消息称中国女足入境韩国时遭遇了种种不顺
利。贾秀全表示：“其实我不这么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正是韩国政府对中国女足负责的表现。虽然过关时间很
长，需要填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理解，我没有什么怨言，我也感
谢韩国防疫部门如此负责，如此认真地做好这些工作。”

韩国女足主教练科林·贝尔表示：“在这样高强度的比赛
中，我们的重点是稳固防守。我非常了解中国队，可能她们会
占据优势，但是我们想创造历史，这就是我们的动力。”他还表
示，“我们已经一年多没比赛了，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准备，会
全力以赴获得想要的结果。”

昨天，中国足协发布了国家女足奥预赛和国家男足40
强赛防疫组织工作的通知，中国女足打完客场比赛，入境
时接受防疫检测，检测合格之后由赛事组委会派专车和专
人，通过“点对点闭环”方式转送至苏州赛区官方酒店。韩
国女足也是如此。13日两队第二回合结束后，由于中国女
足是4月 9日从韩国结束客场比赛回国，入境时间仅有5
天，根据我国对入境人员的隔离管理相关规定，中国女足
及赛时入驻“红区”内的其他工作人员还要继续在赛区进
行封闭隔离至4月23日，严格遵守国家对入境人员14天
的封闭管理规定。

本报诸暨4月7日电（记者 苏娅辉）中
国篮协官方昨天宣布，因北控外援约瑟夫·杨
未执行篮球仲裁庭（BAT）裁决，给予其停赛
处罚，暂停参赛期限自本处罚通知签发之日
起生效，至其执行该裁决后，其向本会申请而
公示取消之日。在争夺季后赛席位进入白热
化阶段的时刻，“大杀器”突遭禁赛，让北控男
篮滑向“悬崖边”。
约瑟夫·杨与前经纪公司CGL Sports发

生纠纷，被后者告上国际篮联篮球仲裁庭。去
年6月15日，仲裁庭作出裁决，杨需要向CGL
Sports支付2019—2020赛季的球员代理费、
补偿费、诉讼费等费用合计约27.8万美元。由
于杨迟迟不履行判决，未缴纳相关费用，CGL
Sports LLC向中国篮协提出请求，请求依据
《中国篮球协会章程》和《中国篮球协会纪律准
则和处罚规定》相关规定，对杨给予处罚。经核
查，情况属实，给予杨在中国篮球协会辖下赛事
活动暂停参赛的处罚。
目前代表包括出战的45场常规赛中，杨

场均24.4分、4.9个篮板、6.1次助攻、1.4次抢
断。杨在与广州队的季后赛卡位战中，刚刚拿
下49分。而在杨被禁赛后，北控则以88：118
负于山东。季后赛最后一席将在北控、上海和

广州之间产生。目前北控24胜27负排名第
12、上海22胜28负排名第13、广州22胜29
负排名第14。北控后面3场的对手分别是
江苏、辽宁、青岛。广州的后3场比赛对手为
同曦、吉林、新疆。上海队的两个对手分别是
山西和浙江。北控赢0—1场，广州赢3场。
即使上海赢2场，也是广州晋级；北控赢2—
3场，即使广州赢3场或者上海赢2场，也是
北控晋级；北控全负、广州至少输1场、上海
全赢，上海才能晋级。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杨被禁赛的当天，广
州队与天津队一战中，裁判吹罚尺度明显不一，
关键时刻出现错判漏判，使得比赛进入双加时，
天津队绝对主力大外援托多罗维奇和林庭谦
双双六犯离场，导致最终遗憾告负。赛后，天津
队方面曾当面向当值裁判提出疑问，但对方只
是含糊其辞敷衍了事。有观看比赛的圈内人
士直言，“如果不是裁判出问题，就没有加时赛

了”，并支持天津队申诉。但按照规定，即便申
诉成功也无法改变比赛结果，天津队吃这样的
“哑巴亏”也不止一次了。

联赛第三阶段开赛前，CBA联盟曾经
专门召开会议强调裁判员执
法问题。CEO张雄在会上
强调，由于涉及季后赛以及
最终排名，CBA联赛第三阶
段及后续的比赛会面临更大
的挑战，裁判员必须要有良
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
尊重比赛，公正执裁，绝对不
能受任何的不良因素干扰，
对客观的比赛结果造成任何
影响。中国篮协裁判委员会
专职副主任陆永明传达了上
级部门有关裁判工作的指示
精神，并对裁判员、技术代表

提出了相关工作要求。但开会是一回事，到
了场上是另一回事。当场上吹罚出现问题，
是裁判的水平问题？是巧合？还是其他原
因？这个就真的不好说了。

全运会女排成年组预赛3：0战胜福建队

天津队两连胜 今战劲敌山东
中韩今过招 盼中国女足摧坚决胜

欧冠1/4决赛首回合 皇马曼城占先机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记者从天津
交响乐团获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由该团等6家交响乐团联合
委约，作曲家王丹红创作的大型主题交
响曲《灯塔》将于5月4日在国家大剧院
举办首演音乐会。

为以优秀作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同时结合乐团实际情况，
2020 年，天津交响乐团、青岛交响乐
团、深圳交响乐团、四川交响乐团、哈
尔滨交响乐团、武汉爱乐乐团等乐团
合作展开了新的探索，共同委约作曲
家王丹红创作大型主题交响曲《灯
塔》。同年 11月，该作品入选文旅部
2020—2021年度“时代交响——中国
交响音乐作品创作扶持计划”。经过
约半年的紧张创作，作品于今年 4月
初全面完稿，即将投入正式排练。

据了解，《灯塔》从百年沧桑巨变
的恢宏画卷中提炼精神结晶，汲取艺
术灵感，将理性思辨与热血情感化为
极具张力、立体恢宏的交响乐语
言，用音乐描绘“灯塔”、传递信
仰。按照计划，本月 6 家乐团各自
举行排练、试演，5 月初同赴北京参
加国家大剧院“第七届中国交响乐之
春”展演活动，5月4日联合举办大型
主题交响曲《灯塔》首演音乐会，演出
将由中国音协副主席、著名指挥家张
国勇执棒。

天交等6乐团联合委约创作

王丹红新作《灯塔》5月首演

本报讯（记者梁斌摄影谢晨）昨日，在山
东潍坊进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预
赛B组第二轮的比赛中，天津渤海银行女排以
3：0战胜福建女排。赢得两连胜，三局比分为
25：12、25：21和25：14。今日14：00，天津女
排将对阵东道主山东女排，这也是球队在本次
全运会预赛中的首场硬仗。
此役，天津队的首发阵容为主攻李盈莹、

王艺竹，副攻袁心玥、王媛媛，接应杨艺，二传
姚迪，自由人孟子旋。首局，天津队用高质量
的发球有效地冲击福建队的一传。尤其是在
姚迪、王媛媛、袁心玥和王艺竹的发球轮，天
津队连抓反击机会，扩大领先优势。随着小
将王艺竹强攻得分，天津队以25：12赢下首
局。第二局，福建队加强发球攻击性，拦防质
量也有一定的提升。网口优势明显的天津队
以25：21再赢一局。第三局，整体实力更胜
一筹的天津队以25：12赢下。本场比赛，天
津队四人得分上双，李盈莹拿下全场最高的
19分，王艺竹、袁心玥和王媛媛分别得到14
分、12分和11分。
赛后，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认为球队此

役的战术配合比上一场比赛要好，“随着对手的
实力越来越强，二传与攻手的配合、场上队员处

理乱球的能力都需加强和提高，这场比赛我
们的发球比上一场比赛发挥得要好，自身失
误则多了一些。”本场比赛，侧重一传和防守
的接应杨艺拿下9分，其中扣球7分，拦网2
分。比赛间隙，王宝泉也在一传等环节对杨
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作为年轻队员的杨艺
场上任务主要是一传和防守，比赛中我也对于
她的一传提出要求，要敢于去防守，进攻上要
把线路打出来。”杨艺表示自己也在积极调
整，增强信心，“前两场比赛不是硬仗，自己也
是通过比赛来调整。一传环节，自己主要是
把心态调整好，尽量控制好心理的起伏。本
次全运会自己会全力以赴，把自身的技术水平
充分发挥出来。”王宝泉认为今日与山东队的
比赛是一场硬仗，“山东队实力很强，技术很
全面，队员之间的配合默契度很高，我们还
是要摆低位置去力拼对手。 这场比赛对于
球队的进攻来说是一个考验，因为山东队的
身高比前两场对手要高，在网口上会给我们
带来更大的压力。”

此外，在昨晚进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男
排成年组预赛B组第二轮的比赛中，天津食
品集团男排以1：3不敌东道主广东男排，四
局比分为22：25、26：28、26：24和19：25。

剧照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巡回检
察组（7、8）

天视2套（103）

18:25剧场：只要你过
得比我好（5—7）20:45鱼
龙百戏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妈妈在
等你(1、2)19:20剧场：黄
金大劫案(24—27)22:15
剧场:绝地反击(10、11)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两个女
人的战争（10、11）

天视5套（106）

20:55全运会女排预
赛 B组第三轮 天津VS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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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回检察组》第
7、8集 郑双雪拜托新运
来帮忙调查张一苇被乔逸
诬陷的真相，新运来很快
查到乔逸和白小莲都是鲁
春阳波动网的签约作家，
鲁春阳把乔逸带到酒吧，
郑双雪顿时明白了一切，
这都是黄四海和鲁春阳在
背后搞鬼……

天津卫视 19:30
■《只要你过得比我

好》第5—7集金秀娟又来
拿周自横的脏衣服去洗，周
却说自己已经洗了。杨白
还唱机给周自横，说唱机让
自己听坏了，又拐弯抹角地
问周自横那晚抓到的流氓
到底是谁……

天视2套 18:25

■《黄金大劫案》第
24—27集黑家兄弟混入
新京，觉得时机已到，便展
开和漕帮合作拦截黄金的
计划。黑老二得知分黄金
还有漕帮的份儿，他打起
退堂鼓，觉得手里没有十
足的把握。这个时候，小
三江愁眉不展地找上黑家
老大，黑家老二偷听到小
三江担心潇潇的鲁莽性格
会坏掉他们的任务……

天视3套 19:20
■《两个女人的战争》

第10、11集牛成国是回来
办提干手续的，他原来一直
驻守在边远山区的水库，这
次不仅升了职，而且要调进
省军区。赵欣梅意外知道
这件事情以后，立马意识
到，和牛成国在一起可以改
变自己的命运……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很多

人在网购之后，最期待的
事情就是快递小哥敲响自
己的家门。然而今天案件
的这对夫妻却因收快递成
了被告，这到底是怎么回
事儿呢？

天视6套 18:00

■《鱼龙百戏》此次
参与春夏季电视擂台的
12位寻师人个个拥有不
俗的实力。本场展演的3
组寻师人分别是来自河北
省沧州市的骆金组合（骆
世超、金子勋）、来自天津
理工大学的京东大鼓表演
者吴越宇和来自山东省济
南市的快板演员冯芮。本
场的监考官分别是河南坠
子名家张楷、相声名家王
斌，以及戏曲曲艺专家老
魏。此外，还有20位来自
全国各地的场外云评审。

天视2套 2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