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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党史感悟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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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中文版将来津

感受科幻故事里的温情与伤感

“战胜韩国队，进军东京奥运会的
那个晚上，我们全队都特别激动，好多
人兴奋得整晚没怎么睡，拼到加时赛才
锁定胜利，大家肯定累啊，但是高兴也
是发自内心的。”13日下午，中国女足在
东京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附加赛与韩
国队的第二回合比赛中2:2战平对手，
总比分4:3淘汰韩国女足，获得宝贵的
奥运会入场券，也许直到昨天，很多球
迷仍然在回味那一战，仍然心绪难平。
两回合比赛都代表中国女足出战，并在
第二回合比赛的下半时戴上队长袖标
的天津圣德女足球员王珊珊说，中国女
足每名成员的心情，其实和大家一样。

昨天联系到王珊珊的时候，女足
的姑娘们正在收拾行囊准备离开苏州
的酒店，因为接下来这里马上迎来参

加新赛季中超联赛B组比赛的8支队
伍，所以中国女足的姑娘们尽管仍然还
要在苏州进行附加赛后的隔离和调整训
练，但是她们必须“搬家”，给男足腾地
方。因为得偿所愿进军东京，所以即便
一天之内要花好多时间做打包行李、换
了新地方再拆开行李这样繁琐的事，队
里每个人的心情依然是雀跃的。
“120分钟的比赛专注到忘了摔倒后

的疼、忘了身体方面的疲劳，王霜打入扳
平比分那个进球的一刻，忽然在场上就有
一种想哭的感觉，接下来又告诉自己不能
哭，比赛还没结束，还要拼下去……”时隔
不到一天，王珊珊这样形容她比赛过程中
的感受，“我是一名老队员了，职业生涯中
踢过很多比赛，但是这一场，是非常特殊
的，附加赛受疫情影响不断改期，我们经

历了超长时间的备战，第二回合比赛，又
是从落后到扳平，最后我们总比分赢了，
真的感觉特别有意义，不仅是拿到奥运会
入场券的意义，对我个人的人生都有特别
的意义，以后我也不会忘了这一切。”王珊
珊说，胜利之后，天津圣德女足的微信群
里“乐开了花”，感受到来自“家人”们的关
心和问候，让她特别温暖。

本报记者顾颖摄影刘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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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揭晓

我市书法家摘兰亭奖金奖

■本报记者翟志鹏

美国作家丹尼尔·凯斯创作的《献
给阿尔吉侬的花束》是科幻小说史上
的一部杰作，曾被改编成各类文艺作
品。7月4日，根据该作改编的同名音
乐剧中文版将亮相天津大剧院，为观
众讲述主人公查理·高登和小白鼠阿
尔吉侬的故事。

这部小说的原著有中篇和长篇两
个版本，分获科幻小说界最高荣誉“雨
果奖”“星云奖”。问世几十年来，产生
了大量影视剧、舞台剧的改编作品，其
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69年克里夫·罗
伯逊主演的电影《查理》。高登先天弱
智，遭受家人和面包店同事的冷眼，但
他却单纯地相信世间的美好，他和一
只名叫阿尔吉侬的小白鼠共同接受了
一个可以提升智力的脑部手术，高登
迅速变成了智商超常的天才，逐渐发
现生活真相的他失去了往昔的快乐，
也预见了实验注定失败，而阿尔吉侬

成为他唯一的知音。
此次来津的音乐剧中文版来源于

韩国改编的音乐剧《Mr. Mouse》，韩版
是在原著故事框架下讲述了一个韩国
故事。为了让中国观众更好地欣赏演
出，中文版团队又对其进行了本土化改
编。记者从该剧制作人汉坤处了解到，
中文版团队主要在两方面进行了改编，
一是仔细打磨台词，使之更加流畅、合
理，二是对一些歌曲作了意象化处理，
让其更加符合角色内心的表达。高登
一角是剧中人的重中之重，汉坤表示，
该剧选演员时的标准是“他能给剧带来
什么，以及剧中这个角色能给他带来什
么”，优秀的演员可以和剧目相辅相成。

以科幻小说的类别来看，《献给阿
尔吉侬的花束》属于软科幻作品，它并

不以硬核的科技内容为特色，而是利
用科幻的设定讲述了一个温情而又伤
感的人文故事，因此对于读者和观众
而言并不存在欣赏门槛。原著以高登
的进步报告（日记）为叙事方式，而在
舞台上，音乐剧中文版将利用舞台叙
事的特色和大量音乐元素，从另一个
视角为观众讲故事。据了解，该剧创
作时邀请到韩版的导演、作曲、音乐总
监、灯光设计把关，对于韩版有了新的
提升，同时也在首演后积极采纳了观
众的反馈建议，天津观众将见到一个
更加“绚烂”的“花束”。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昨日，“学史
明理 砥砺前行——党史学习教育暨主
题创作系列培训活动”第三场在市文联
举行，天津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美术家张
耀来做客活动，为我市美术界部分青年
创作骨干和市文联各协会文艺工作者及
其他工作人员举办了专题讲座。

讲座中，张耀来以“造型与风格——
现实主义创作的探索与实践”为题，通过
介绍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版画插画创作
经历和《星火燎原——向赣南闽西进军》
等作品的创作经验，阐述了准确地塑造
一定历史时期的版画语言是艺术工作者
引领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艺术审美的
需要，同时，坚持历史风格，不仅是尊重

历史的表现，也是让观众正确地了解历
史、认识社会的途径。张耀来表示，美术
工作者一定要深入生活，以“真”为本源，
不断创新，勇于进行现实主义创作的新
探索。
“学史明理 砥砺前行——党史学

习教育暨主题创作系列培训活动”在
我市文艺界引发了良好反响。该培训
活动的一大亮点是利用学术讲座、主
题参观、创作题材论证等多种形式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培训，旨在把党史学
习教育与主题创作结合起来，鼓励文
艺家们丰富党史知识，拓宽创作视野，
用艺术形式讲好党的故事、党的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昨日，第
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颁奖活动、第七
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作品展开幕式在
浙江绍兴举行，第三十七届兰亭书法
节开幕式同期举行。我市书法家崔
寒柏荣获书法创作方向唯一金奖。

中国书法兰亭奖是由中国文
联、中国书协主办的当代中国书法
艺术专业奖，在推出精品、推出人才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
用，是中国书法艺术最高奖项和最
高荣誉，嘉奖在书法艺术创作、理论
研究等方面有重大成就和突出贡献
的书法工作者。中国书法兰亭奖创
办于2001年，评奖周期为三年一届，
集中展示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阶段
性成果。

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自2020

年9月启动，共收到1835位作者的投稿
材料，符合参评要求者1741人。本届
兰亭奖共评选出69位获奖及入选作
者，包括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两个方
向。其中，金奖2名（书法创作方向1
名，理论研究方向1名）、银奖5名、铜奖
8名，入选54名。这些获奖及入选作
品，基本代表了当下书法创作的实际水
平与艺术高度，体现了对传统经典书法
的深入继承与创新探索，反映出新一代
书法家的艺术观念与审美风尚。

在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市文联
和市书协始终以创作为中心积极开展
工作。特别是去年9月第七届中国书
法兰亭奖启动以来，市文联、市书协通
过及时发布信息、举办看稿点评、沟通
联系作者、研讨创作细节等多种方式，
积极推动我市作者广泛参展和作品质

量的提升。崔寒柏此次斩获金奖，是
继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中孙伯翔荣
获终身成就奖和张建会获得艺术奖之
后，天津市书法领域获得的最高奖项。

崔寒柏擅长楷、行、草多种书体，
功力扎实，笔墨精到，风格俊逸。他参
加本届兰亭奖的作品为“楷书书论论
临帖节录”“行书古五言律诗八首”“楷
书辛弃疾词二首”等，展示了他的艺术
功力和自然书写的特色。本届兰亭
奖在给崔寒柏的颁奖词中说：“他少
年成名，旅居海外十三年，苦心孤诣、
讲书论法，依傍前贤、技道并进。他的
创作不追时风，崇尚自然，式古韵新。
崔寒柏的书法生涯见证了书法作为我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承载着炎黄
子孙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基因”。

《克拉拉与太阳》

全球同步出版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石黑一雄最新长篇小说《克
拉拉与太阳》日前全球同步出版，新书
分享会上播放了石黑一雄专门为中国
读者录制的一段视频。
《克拉拉与太阳》是石黑一雄自

2017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出版
的首部作品，简体中文版首印10万
册，很快就已加印。这部触动人类心
灵的小说讲述了机器人克拉拉努力融
入人类社会的情感故事，通过机器人
的视角，观察千变万化的现代社会，探
讨究竟什么是爱。故事发生在科技高
度发达的未来，题材涉及当下最热门
的社会话题之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与伦理。

本报讯（记者梁斌）昨日上午，刚
刚结束第十四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预
赛征程的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在主教练
王宝泉的带领下，来到河西区友谊路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新冠疫苗，用实
际行动助力筑牢全民免疫“长城”。接
种新冠疫苗前，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
和天津女排队员代表分别向河西区友
谊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赠送了由全

体天津女排队员签名的排球和天津女排
队旗。

第十四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预赛日前
落下帷幕，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体育中心在中
国排协、天津市体育局的鼎力支持以及潍坊
赛区的大力帮助下，派出了16人的转播团
队奔赴山东潍坊，全程直播了身在B组的
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全部的六场比赛，助力
天津市的“排球之城”建设工作，为天津观

众乃至全国球迷提供了天津女排的转播信
号，赢得了各方的赞扬。

山东省潍坊市体育运动学校竞赛馆
是本次全运会女排成年组预赛B组的比
赛场馆，馆内并没有高点位置可以安放摄
像机，为了让天津观众和全国球迷有更好
的观赛体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体育中心
转播团队通过与潍坊赛区的沟通，一方面
将主机位架设在主席台二层的桌子上，以
便达到转播要求，另一方面则临时增设了
几个固定机位，让观众能从多个角度观看
比赛。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体育中心的新
闻报道团队也全程报道了潍坊和秦皇岛
两个赛区的所有比赛，为广大球迷全面呈
现了本次全运会女排成年组预赛。

王珊珊：这是一场别有意义的比赛

本报讯（记者顾颖）昨天下午，天津
津门虎足球俱乐部正式对外发布了参加
2021赛季中超联赛的教练员、队员名
单，其中主教练为于根伟，助理教练兼领
队为王俊，助理教练有张朝松、孙建军、
张力、王略，老将白岳峰和谭望嵩也进
入教练组，成为球员兼助理教练。

津门虎队的教练班子，是本着年龄
结构合理、足球履历清晰、专业分工明
确、个人特长突出的原则组建的。主教
练于根伟、助理教练兼领队王俊、助理
教练孙建军，都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初
期天津足坛的知名战将；助理教练张朝
松在2015年至2020年间，连续6年担
任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一线队助理教

练，辅佐过包括世界名帅佩莱格里尼在内
的多任主教练；助理教练张力2019年曾
担任过U18国青队主教练、2020年在中
甲北体大队担任助理教练；守门员教练王
略职业生涯在广州富力队结束，此后一直
在富力俱乐部各级队伍中工作，2020年
被中国足协抽调进入中超联赛技术调研
小组；白岳峰和谭望嵩以球员兼助理教练
的身份进入教练组，在新集体中能够更好
地起到“传帮带”的作用。

从3月30日正式集结开始，津门虎
队一直在全力备战即将于本月20日拉
开帷幕的新赛季中超联赛。全新的征
程、全新的挑战，队伍要有全新的面貌，
从建队之初，球队就要求全体教练员、球

员、工作人员秉承“三个精神”，强调团队
精神是球队的“魂”、拼搏精神是球队的
“根”、奉献精神是球队的“本”，队伍必须
团结一心、行动统一、步调一致，时刻展
现出有凝聚力、有战斗力、遇到困难不放
弃的团队风貌，并通过顽强拼搏发挥出
最好水平，用“最好的自己”，回报天津这
座足球积淀深厚的城市，回报方方面面
的支持、鼓励和殷切的期望。

按照计划，津门虎队今天将前往北
京，和国安队进行一场热身赛，然后于18
日进驻苏州赛区，22日20:00，他们将首
轮对阵上海海港队，第一阶段随后进行的
4轮比赛，津门虎队将依次对阵长春亚泰
队、河北队、大连人队和武汉队。

教练队员名单公布 18日进驻苏州赛区

全新津门虎队开启新征程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体育中心
圆满完成全运会女排预赛直播任务

本报诸暨4月 14日电（记者 苏娅辉）今天上午，
CBA联盟在诸暨耀江开元酒店举行了2021年CBA选
秀乐透抽签。这是继上赛季之后，CBA联赛历史上第二
次乐透抽签。最终，福建浔兴以14%概率获得状元签，
南京同曦获得榜眼签，山西国投获得探花签，天津先行者
男篮获得第五顺位。本赛季CBA常规赛最佳候选名单
今天公布，天津先行者男篮林庭谦入围最佳星锐球员候
选名单。

CBA选秀乐透抽签
天津男篮获第五顺位

图为王珊珊（左二）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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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只要你

过 得 比 我 好（23—25）
20：45鱼龙百戏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妈妈在

等你(15、16)19:20剧场：
音乐会(23—26)22:15剧
场:绝地反击(24、25)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两个女

人的战争（24、25）
天视5套（106）
20:55 欧冠四分之

一决赛 利物浦VS皇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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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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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集 边国立要带吕
文瑞去刑警总队问话，他
百般辩解，承认自己就是
偷东西，冯森当面揭穿他
受鲁春阳指使来挑衅张一
苇，边国立也在一旁帮腔，
一口咬定他伙同黄四海杀
人，要让他接受法律制裁，
吕文瑞顿时傻眼了，承认
有人收买他偷东西去派出
所留置室挑衅张一苇，而
且他抓着张一苇的手把自
己的鼻子打断……

天津卫视 19:30
■《只要你过得比我

好》第23—25集 医院的
领导给周自横来电话，说
那位患尿毒症的志愿者大
海的情况已不乐观，最多
也就能支撑个十天半月，
让他尽快带受捐肝脏的患
者来，周自横立即安排要
带老夏飞往呼和浩特。老
夏求周自横再给他几天，
他想看完杨白的话剧公演
后再去……

天视2套 18:25

■《音乐会》第23—
26集 亲善大会在佳木斯
的音乐学院正式举行，佳
木斯的各界名流都赶来参
加出席。一位神秘的年
轻女子也来到会场参加
大会。汪大海在伪军的
饭菜里做了手脚，伪军吃
了以后都开始拉肚子。
趁守卫空缺之际，秋雨豪
和一阵风、金英子等人绑
架了要在大会上发言的
汉奸。周保合在亲善大
会上发言，之后傻丫和六
岁红上台唱戏，二人大闹
会场，中井弘一大怒，要
开枪打死二人……

天视3套 19:20
■《两个女人的战争》

第24、25集 齐胜男的身
上起了疹子，而且看起来是
很可怕的恶性疹子。这是
一场席卷了全区的小儿
疫病，儿童医院里已经满
了接诊数，治疗疫病的特
效针剂都用光了。齐伟
当机立断，和牛淑荣又去
了第二家医院，也没有针
剂。他们无比焦急地冲到
第三家，听说恰好有一个
误诊的出院，余下一只针
剂，齐伟和牛淑荣赶快抱
孩子进去打针……

天视4套 21:00

■《鱼龙百戏》本场
展演的3组寻师人分别是
来自北京的相声演员崔曙
光和耿闿坤组成的方圆组
合，来自天津的魔术演员
李志勇，以及来自天津的
京韵大鼓演员房磊。本
场的监考官分别是相声
名家戴志诚，以及快板书
名家李少杰、京韵大鼓名
家冯欣蕊。此外，还有
2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场
外云评审。

天视2套 2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