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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电竞融合展现“向上的青春”

《良辰美景好时光》开播

传承红色基因 汲取精神力量

“遵义会议纪实”展览走进汉沽盐场

由党员组成 为基层送去“行走的党课”

天交成立“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讴歌建
党以来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
昨日，天津交响乐团在该团排练厅举办
“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成立大会暨授
旗仪式。

近年来，以“红色文艺轻骑兵”形式组
成演出小分队赴基层演出，已成为天交的
常态演出之一。今年适逢党的百年华诞，
天交打造了全新的“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
兵”，全部由该团党员组成。据了解，这支
“轻骑兵”的宗旨是回顾党的光辉历史，讴
歌党的丰功伟绩，通过奏唱红色经典歌曲，
引导广大群众深刻感受党领导人民进行艰
苦卓绝的斗争历程、党的光荣传统和伟大
成就，坚定人民群众始终听党话、永远跟党

走的信心和决心。
天交党总支书记、团长，天交“新时代

红色文艺轻骑兵”负责人董俊杰表示，在迎
来党的百年华诞之际，天交决定成立一支
由党员组成、以专门演出红色经典歌曲为
主要内容的“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
今后将会持续推出“红色经典·庆祝建党
百年——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演出
活动。董俊杰向记者透露，近日由市委
宣传部、市文旅局、市委党校主办，天津
交响乐团承办的音乐党课《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一经推出就引发了强烈
反响，天交将根据“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
兵”小分队的实际情况，将这堂音乐党课
改编成适合基层演出的形式，打造成“行
走的党课”输送到基层一线。

本报讯（记者刘茵摄影 姚文生）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进一步推进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创新教育形式，近
日，平津战役纪念馆开展送红色资源进基
层活动，将“伟大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
纪实”展览送到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有限责
任公司。巡展一周，在干部职工中引起强
烈反响。

此展共分为“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遵
义会议 伟大转折”“突出重围 走向胜利”
和“遵义会议 光辉永存”四部分，通过200
余张珍贵历史照片，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坚定的理想信念，弘扬光辉灿烂的
遵义会议精神。

得知巡展消息后，该公司10多位九旬

高龄的离休干部在家人陪同下走进展厅，认
真看着展板上的一张张图片，仔细听着儿女
阅读的图片说明，不住地点头说着“共产党
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参加过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的96岁离休干部杜恩科看到展
览中熟悉的面庞和战斗的场景时，激动地对
身边人说：“当年我参军后亲历了很多战斗，
一直到解放汉沽盐场战斗后留在了这里，和
我一起参军的老乡牺牲了很多，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啊！”话说至此，老人情不
自禁地举起右手向他们敬了一个军礼。
平津馆的巡展，在内容上突出“精”字，

选取一个角度解读党史，讲解简短精练，政
治背景、历史意义、经验教训融汇其中；在
形式上突出“活”字，以地域为模块，精准送

学上门，为基层党员学习提供便利。长芦
汉沽盐场将参观展览作为党员干部职工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几天
来，观众在留言簿上留下了很多参展感想，
“通过参观展览，让我更加热爱伟大的党，
更加深刻体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
深刻含义。”全国劳动模范董绍森写道：“我
一定要把党史学习转化为干好工作的思想
动力，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
群众、实事求是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扎
根一线，埋头苦干，以实际行动向建党100
周年献礼。”
据平津馆负责人介绍，该展览至今已

经巡展了20多家单位，参观人数达到两万
多人。老战士参观展览。

本报讯（记者张帆）由徐璐、林一领衔主演的青春励志剧
《良辰美景好时光》昨起在爱奇艺、腾讯视频开播。该剧改编
自作家翘摇小说《明枪易躲，暗恋难防》，讲述了人气歌手梁辰
和电竞系大四学生、人气主播陆景之间互相激励、共同成长的
励志故事。
《良辰美景好时光》在题材和人设上大胆创新，首次触及

音乐和电竞两大领域，以“歌手和电竞主播”的全新组合，连接
校园与社会，令人耳目一新。音乐与电竞、人气歌手与大学生
主播、游戏菜鸟与电竞高手……贴近当下年轻人生活的现实
元素，让《良辰美景好时光》跳出了一般青春剧的窠臼，既新鲜
又充满看点。剧中，徐璐饰演人气歌手梁辰，因代言游戏而与
林一饰演的电竞高手陆景结下美妙情缘。两人首次搭档饰演
情侣，备受网友期待。很多网友直言：“徐璐和林一，无论形象
还是气质都与小说人物高度契合，这就是我们心中梁辰与陆
景的样子。”

此外，实力演员胡兵饰演的雷厉风行的幕后投资人丁嘉
运，人气演员胡耘豪饰演的幽默搞笑的孙彬郁，种丹妮饰演的
“高冷谐星”马山山也为该剧增色不少。

本报讯（记者张钢）正在热
映的《第十一回》中，除了陈建
斌、周迅的精彩演绎外，初登银
幕的窦靖童令人眼前一亮，她以
出演叛逆少女的角色拿到了第
9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女配
角奖。昨日，她出演的新片《只
是一次偶然的旅行》宣布定档于
6月18日全国公映，此番她在片
中“升级”为女一号，开始正式进
入影视圈。

该片由导演李孟桥自编自导，讲述了一个女孩踏上挣
脱束缚、探寻自我旅途的故事。影片海报色彩浓郁，经幡
摇曳在似天空也似海水的蓝色里，幽默又带有超现实的
意味。关于该片“探寻自我”的主题，窦靖童表示：“在这
个世界上，你有A组问题，我有B组问题，我们可能没有
办法做到完全的相互理解，如果你不接受你自己，就很难
接受世界。”

该片是窦靖童首次主演的电影作品，而且她还将在片
中发挥自己的音乐才能，为影片制作原创配乐，力图展现女
孩丰沛饱满的内心世界。窦靖童表示：“我希望通过自己的
表演和音乐制作，体现出人物足够的精神思考，演绎出这个
少女内心的失落与热忱、放下与坚守。”

窦靖童“升级”为女主演

《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6月上映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欧冠联赛1/4
决赛首回合的较量进行了两场比赛。凭借姆
巴佩的独中两元，巴黎圣日耳曼客场3：2击
败拜仁慕尼黑，报了上赛季欧冠决赛负于对
手的“一箭之仇”。
和去年欧冠那场紧张的决赛相比，由于

这是两回合的淘汰赛，主场作战的拜仁从一
开始就祭出了屡试不爽的战术，疯狂高位逼
抢来压制对手。姆巴佩成为这场比赛的关键
先生，他先是在第3分钟帮助“大巴黎”首开
纪录，又在第68分钟双方战至2：2平的时
候，为球队打入了制胜一球。
全场比赛，拜仁在射门次数上31：6领

先，射正球门次数上也有12：4的优势。在场
面碾压的情况下，拜仁竟在主场2：3输给了
上赛季欧冠决赛的手下败将，遭遇主帅弗利
克任内的欧冠首败。赛后弗利克说：“以我们
所获得的机会，完全可以在丢3球的情况下
依旧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莱万多夫斯基因伤缺阵，显然是拜仁输球

的主要原因，缺少这名高效射手之后，华丽的比
赛数据带不来一场胜利。莱万已明确表示自
己赶不上第二回合，在人员基本不可能有什么
积极变化的情况下，早已没有任何秘密的拜仁
想要翻盘恐怕难度极大。
切尔西客场挑战波尔图，第32分钟就

打破僵局，芒特停球转身突入禁区后低射
破门。第85分钟，奇尔维尔抢断后突入禁
区，面对空门得手。最终切尔西2：0完胜
对手。

本报讯（记者顾颖）昨天，一张表格长图被很多球迷下载
收藏——中国足协、职业联盟筹备组，对外公布了2021赛季
中超联赛第一阶段的赛程。从时间上看，最早进行的比赛，是
4月20日18:00，广州赛区的重庆两江竞技与山东泰山之战，
而真正被列为开幕式后揭幕战的，则是当天20:00进行的广
州队与广州城的比赛。天津津门虎队所在的苏州赛区，比赛
将于4月22日拉开帷幕，当天20:00，津门虎和首轮对手上海
海港相遇，苏州赛区当轮的焦点赛事，则是23日20:00进行
的上海申花与北京国安之战。

从本周末开始，就将陆续有球队入住广州、苏州两个赛区，虽然
防疫流程依旧严谨、严格，但是对赛区和各参赛队而言，相比去年的
赛会制比赛，起码整体状态上安心和从容了很多。尤其本赛季从
一开始，就向球迷们开放了看台，例如广州两支球队之间进行的揭
幕战，届时会有一两万名球迷入场观战，目前还是个保守的估计。

从4月20日开赛，到5月17日第5轮比赛结束后，联赛
歇赛，国足开始征战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的4
场比赛，再至6月21日联赛重启第6轮，中超各队将有一个多
月的“再准备”时间。纵观前5轮，天津津门虎队的对手依次
是上海海港、长春亚泰、河北队、大连人和武汉队，随后的歇赛
期，对津门虎队而言非常珍贵。而6月开始进行的第一阶段
后9轮比赛，津门虎队将先后与北京国安、上海申花、上海海
港、长春亚泰、河北队、大连人、武汉队、北京国安、上海申花交
锋。根据赛制，第一阶段所有队伍都要和同组对手进行两回
合比赛，第二、第三阶段则不再和同组队伍相遇。

由于国足假如如愿从40强赛出线，还需要进行随后12
强赛的集训和比赛，因此中国足协、职业联盟筹备组目前还不
能对中超后两阶段比赛的具体时间，以及是否恢复主客场赛
制进行确定。

天津男篮86：106负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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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第三轮比赛中，天津渤海
银行女排在1：2落后的不利局面下，连扳
两局以 3：2逆转战胜东道主山东女排，赢
得三连胜的同时，牢牢掌握了晋级全运会决
赛阶段的主动权，五局比分为25：17、23：25、
21：25、25：18和18：16。今日16：00，天津女
排将对阵上海女排。
此役，天津队延续上一场比赛的首发阵

容。首局，进入状态较快的天津队用颇具攻
击性的发球有效地冲击山东队的一传，高质
量的拦防有效遏制了对手的进攻，中局阶段
在队长姚迪的发球轮连得2分，以19：7领
先。随着小将王艺竹四号位调整攻得分，天
津队以25：17赢下首局。而山东队随后提升
发球攻击性和拦防质量，一传受到冲击的天
津队，一攻质量下降，自身失误增多，被山东
队连扳两局。第四局，发球带动拦防的天津
队以25：18扳回一局，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决胜局最后时刻，袁心玥站了出来，不仅凭借

两次关键的拦网得分挽救两个赛点，更是用
一记漂亮的前区发球得分，帮助天津队以
18：16赢下制胜一局。此役，天津队三人得
分上双，李盈莹拿下全场最高的40分，王艺

竹和袁心玥分别得到24分和21分，其中袁
心玥进攻得到12分，拦网得到6分，发球得
到3分。赛后，袁心玥认为本场比赛的胜利
是全队共同努力的结果，自己只是在场上做

了能做的事情，“本次比赛，我们也是以赛代
练，磨合阵容。通过这场高强度的比赛，球队
肯定会有所收获和进步，再遇到困难时，调整
应变也会更快。”

赛后，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认为球队
本场比赛的表现起伏比较大，“第二局和第三
局，对手的发球给我们的一传造成很大的冲
击，导致我们的一攻质量下降，自身失误增
多。好在后面的比赛，大家顶住压力赢下比
赛。从整场比赛看，我们一传的表现还不太
稳定，需要好好总结，球队在战术配合、比赛
心理和比赛作风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去提高。
我相信后面的比赛球队会越打越好。”王宝泉
认为袁心玥的拦网在比赛最后时刻起到了关
键作用，“决胜局，袁心玥的拦网表现得很好，
而且整场比赛她在进攻和发球环节也发挥出
应有的水平。”对于今日与上海队的比赛，王
宝泉表示：“球队需要通过比赛来磨合阵容，
加强配合，打好每一场球对球队来说，也是一
个很好的锻炼。与上海队的比赛，我们会全
力以赴。”

全运会女排成年组预赛 天女3：2逆转山东

王宝泉：起伏比较大心玥表现佳

本报讯（记者 赵睿）昨天下午进行的女
足奥预赛亚洲区附加赛客场与韩国女足的比
赛，凭借张馨和王霜的进球，中国女足2：1击
败对手，取得首回合比赛胜利。本场比赛天
津圣德女足队员王珊珊作为首发打满全场，
表现出色。

两队第二回合较量将于13日在苏州进行，
中国女足只需要一场平局即可获得进军东京
奥运会的资格。

中国女足开局抓得比较好，压制住了对
手，几次进攻险些敲开对手的球门。比赛进
行到20分钟后，场上局面形成均势。第32
分钟，王珊珊门前抢射被韩国女足门将扑出，
球到外围右侧马君再起斜长传，王珊珊中路
争抢，皮球落到后点，左边翼卫张馨插上左脚
射门首开纪录。这个战术配合是中国女足针
对对手后防线软肋设计的，王珊珊中路吸引
防守队员注意力，张馨插后点的时机把握得
非常到位。

第38分钟，中国队输送被断，韩国队池
笑然拿球后精准推传右侧，游弋在中场右侧
的姜彩璘带球突入禁区，抽射远角扳平比
分。整个过程不足10秒钟，这个丢球暴露出
中国女足在攻防转换中存在的漏洞。

第70分钟，韩国女足队员禁区内防守时
踢倒了唐佳丽，澳大利亚裁判判罚点球。这个
点球多少有点是意外之喜，王霜顶住压力，左脚
推射球门左下角得分，中国女足再次领先。此
后韩国女足疯狂反扑，中国女足全力防守，在扛

住对手一波波进攻之后，拿到了宝贵的客场3
分，进军奥运会形势一片光明。
赛后，主教练贾秀全表示对比赛结果感

到满意：“达到预期了。我觉得队员在压力下
能够客场取胜，我们进攻还是有亮点，球队配
得上胜利。”他也含蓄地批评队员第一次领先
之后有短时间松懈，“韩国队并不是弱队，在

我心中她们是强队，她们进我们一个球很正
常。强队之间的比赛就是这样，谁抓住对方
的错误就会进一个球。中国女足不应该有丝
毫懈怠，这样的比赛要专注到最后。”

为了给中国女足营造浓厚的主场氛围，
苏州赛区组委会将向球迷开放看台，届时会
有大批球迷为中国女足加油助威。

拜仁距离胜利
就差一个莱万

奥预赛亚洲区附加赛

中国女足客场胜韩国 本报诸暨4月8日电（记者苏娅辉）又是失误，天津先行
者男篮已经连续三场失误居高不下。第三节单节失误多达
10次，让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天津队最终以86：106负于
目前排名第五的山东队。

9天5场比赛的“魔鬼赛程”，让队员们的精力和体力都经
受着严峻考验。尤其是6日与广州队一战刚刚经历双加时，
当时何思雨出战52分31秒，林庭谦48分11秒，托多罗维奇、
田野、时德帅均接近40分钟。比赛结束回到酒店已经是晚上
7时。累，尚未缓过来。今天的比赛中，队员们明显出现疲
态。半场过后，天津队以47：47顽强战平对手，第三节一度以
66：68仅落后2分。但是在哈德森的带领下，山东队攻势愈
加强劲，加之防守强硬、逼抢凶狠，体能下降的天津队精力上
也无法集中，进攻突然“哑火”，托多罗维奇和时德帅共4次投
篮均无果被对手反击，加上林庭谦摔倒球被断，孟子凯接球失
误出界，以及球员在防守中的犯规给了对手罚篮机会，山东队
瞬间打出一波15：0的高潮结束第三节。单节17分的分差，
也最终成为天津队无法逾越的坎儿，第四节虽然顽强追赶，但
最终仍无法扭转局面。

第三节单节失误高达10次，是球员急躁甚至心态失衡的
真实写照。全场20次失误，是近三场比赛的延续。6日对广
州21次，4日对青岛25次。这三场比赛，对手利用天津队失
误得分分别是22分、31分、38分。从某种程度上说，天津队
不是输给对手，而是输给了自己。失误的问题，教练组也是反
复强调，但队员们依然接连出问题，甚至可以用“比着赛着”失
误来形容。队员们也都在说，就是急，越急越攻不进去，越攻
不进去越急。急躁来源于方方面面，比如，打好了想更好，但
想得过于简单；看到希望时非常渴望胜利，无形中背上想赢怕
输的包袱；急于有好的表现，但欲速则不达；面对裁判吹罚尺
度不一时出现计较、抱怨情绪，自己乱了心神，等等。

赛后，主教练刘铁表示：“山东队实力强于我们，输给他们正
常，但场上这种表现不正常。要拼出自己的特点才能有希望。”

中超联赛第一阶段赛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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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天视2套（103）

18:25剧场：只要你过
得比我好（8、9）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妈妈在
等你(3、4)19:20剧场：黄
金大劫案(28、29)音乐会
(1、2)22:15剧场：绝地反
击(12、13)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两个女
人的战争（12、13）

天视5套（106）

19:30 全运会女排预
赛第四轮天津VS上海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大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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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回检察组》第
9、10集 罗欣然和王鹏提
审米振东，让他叙述一下郑
锐殴打沈广军的全过程，他
拒不配合，借口心里惦记着
生病的马光远，根本没有看
到。罗欣然翻出视频，证实
米振东看到了全过程，米振
东还是一问三不知，罗欣然
也无可奈何……

天津卫视 19:30
■《只要你过得比我

好》第 8、9集 供销商店
开始盘点，张美娥十分紧
张，金秀娟注意到张美娥
的异样，关心询问，美娥说
出了自己偷酒的事情，金
秀娟教她死不承认。周自
横与大鹏、小杨等几个孩
子合谋，用妙招弄死了大
黑狗……

天视2套 18:25

■《黄金大劫案》第
28—29集潇潇决定搬离
黎家，辛曼出面调解父
女关系，潇潇见辛曼在
黎善坤面前装腔作势，阻
止辛曼说下去。潇潇同
情无辜的父亲黎善坤，
私下里和辛曼发生言语
冲突，她不希望辛曼嫁
给黎善坤，但辛曼说这
是她的任务……

天视3套 19:20
■《音乐会》第 1、2

集 1932年，大连。关东
军要举行庆典，届时山本
将军将亲临。关东军在
大连地区的最高负责人
中井弘一认为名震东三
省的抗日英雄秋雨豪一
定会现身，中井弘一故意
包下福满楼，并放出假消
息，庆典当日要在福满楼
接待山本……

天视3套 20:40
■《两个女人的战争》

第12、13集 牛成国和赵
欣梅回来了，牛成国终于
调到了省军区，却赶上了
裁军。牛成国只有转业
回家，牛成国原来所在的
部队，反而不在裁军之
列，命运又跟赵欣梅开了
个玩笑，赵欣梅梦想破
灭，再次跟牛淑荣站在了
同一条起跑线上。赵子博
分配到机关，有了稳定的
工作，他准备再次向牛淑
荣求婚了……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杜晓

娟和刘杰是旭日饭店的同
事，杜晓娟在称体重的时
候，被刘杰一脚蹬了出去，
没想到造成了九级伤残，
可旭日饭店为何也一同站
在了被告席呢？

天视6套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