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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作协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创作座谈会举办

献礼建党100周年 讲述南开校友马骏烈士生平事迹

《青春之骏》在南开中学首映

18日开启老卡充值 22日新用户可在线申办

2021年度文惠卡发行周日启动
■本报记者刘莉莉摄影姚文生

昨日19:30，本年度天津文惠卡发行政
策通过网络直播方式正式发布。此次直播还
进行了演出以及福利发放等，这也是天津北
方演艺集团融媒体中心成立后第一次以新面
貌与观众见面。

补贴政策与2020年一致
今年文惠卡各类卡种补贴政策与2020

年一致，金卡充值200元补贴400元，面值
600元；普惠卡充值100元补贴100元，面值
200元，每人每年最多可获得400元补贴；郊
区卡充值150元补贴350元，面值500元，在
东丽区、武清区、蓟州区、宝坻区发行；学生
卡补贴政策为充值80元补贴220元，面值
300元；公益卡面向低保家庭学生免费发
放，面值200元。
4月18日10:00起，2021年度文惠卡充

值面向老用户开放，可直接通过天津演艺网
(www.tjyy8.com)、微信服务号“天津演艺网
票务管家”在线充值，也可到指定充值网点进
行线下充值，金卡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月22日10:00起，需要新办卡的观众可

通过天津演艺网、微信服务号“天津演艺网票
务管家”在线申办。不方便在线办理的新用
户，需要自4月18日起预先通过天津演艺网
或微信服务号“天津演艺网票务管家”预约，
并按预约时间持身份证原件至天津演艺网票

务大厅（光华剧院内）办理，不可错期、逾期。
申办2021年度学生卡和公益卡则无需线上
预约，5月8日起可携带相关证件至天津演艺
网票务大厅办理。郊区卡在东丽区、武清区、
蓟州区、宝坻区当地网点办理，无需预约。

文惠卡余额清零重新启动
2019年度文惠卡做了有效期延长且余额

不清零处理。随着新一年度文惠卡的发行，清
零工作重新启动，并对文惠卡有效期进行调整。

文惠卡老用户在进行2021年文惠卡充值
时，原有余额随之清零。文惠卡老用户若不
进行2021年充值，余额将分批清零，其中2020
年度未充值的用户，余额将于今年6月8日统
一清零；2020年度已充值的用户，余额将于有
效期最后一天清零，文惠卡有效期可登录天
津演艺网查询。同时，自2021年开始，文惠卡
有效期将调整为自充值日起12个月。

2021年好戏不断
新的一年，我市各文艺院团与文惠联盟

单位已准备好丰盛的文化大餐。其中，天津
人民艺术剧院话剧《江小东和刘小文》《两只蚂
蚁在路上》，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话剧《长恨歌》
《家客》，陕西人民艺术剧院话剧《白鹿原》封箱
场，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新排音乐偶剧《没头
脑和不高兴》，中英联合制作绘本剧《猜猜我有
多爱你》，献礼建党百年的评剧《革命家庭》《骄
杨》和京剧《楝树花》、河北梆子《江姐》，交响音
乐会《黄河梁祝》，悬疑推理音乐剧《水曜日》中
文版，中央芭蕾舞团不朽名作《红色娘子军》
等，将陆续在津城舞台与观众见面。

同时，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打造的全新看
戏App——“V观剧场”，目前已先后举办了
首届舞台新星云展演、新春云上演出季等，足
不出户尽享精彩。2021年“V观剧场”将持续
发力，第二届蹦豆喜剧节暨全国喜剧经典云
上演出季、第二届舞台新星云上演出季等将
相继亮相。

网络直播除公布新一年文惠卡发行相关信息外，来自天津评剧院、天津市杂技团、天津人
民艺术剧院、天津市曲艺团、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的演员还献上了一场精彩的线上演出。

本报讯（记者 张钢）作为今年首部
上映的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献礼
影片，《青春之骏》将于本月 20 日在全
国公映。该片是讴歌五四运动著名活
动家、觉悟社创始人之一、南开中学
1919届优秀校友、我党早期领导人马骏
烈士生平事迹的影片。基于与天津深
远的渊源，该片的首映式昨日在天津南
开中学举办。时隔百年后，“马骏”回到
了他的母校。

在“信仰的力量”党史学习教育电影党
课暨《青春之骏》天津首映式活动中，影片
出品方代表、南开中学师生，以及各界人士
出席。主演李仓卯、刘若清等主创在与师

生互动时表示，因出演《青春之骏》，他们受到
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
影片重温了百年前莘莘爱国学子的峥

嵘岁月，一展南开学子的精神风貌，将马骏
的形象鲜活生动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南开
中学的爱国学生与全国各地的爱国学生们
一道，投身到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捍卫国
家领土和国家尊严的斗争中。赤胆忠心的
家国情怀、不离不弃的兄弟情义、忠贞不渝
的爱情，每一个画面都真实厚重，磅礴的演
讲荡气回肠，悲壮的情感凝聚于影片之中，
向观众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
念，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永垂不朽的英雄
乐章。

观影结束后，场内掌声雷动，全体师生
一同致敬先烈。南开中学高一13班于炜炫
同学表示，电影感人至深，振奋人心，让人体
会到如果不是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就没有
今天的美好生活，自己要以先烈为榜样，身
逢盛世而不负盛世，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
脉，用实际行动为祖国增光添彩。
该片出品人郝丽萍表示，今年是中国

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全党正在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在这个颇具纪念意义的时刻，希
望广大观众走进影院，感受百年前爱国青
年们的热血青春和爱国情怀，相信电影《青
春之骏》会为全国各地的观众带来新感受
和新领悟。

两场热身达到目的 磨合阵容提升状态

津门虎队进入“联赛模式”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昨天，CBA联盟公布了第五期月度
最佳星锐球员，天津先行者男篮林庭谦当选。在过去的11场
比赛中，林庭谦场均得到16.5分5.7个助攻4个篮板1.7次抢断。

2020年CBA选秀大会上，天津先行者俱乐部用探花签选择
了林庭谦。经历了联赛初期的适应期后，林庭谦逐渐在CBA联
赛中崭露头角。本赛季前半段时间里，他凭借出色的天赋和预
判能力，名列联赛场均抢断榜的前3位。2月2日与浙江队的比赛
中，林庭谦的赛季总得分刷新了CBA选秀球员的历史新高。林
庭谦打满整个常规赛，场均出场27分钟，得到12.4分2.5个篮板4
次助攻和2次抢断，成为CBA历史上新秀赛季场均得分最高的选
秀球员，也是继陈盈骏（场均30分钟，10.2分2.7篮板1.9助攻1.7
抢断）后，第二位新秀赛季场均得分上双的选秀球员。他也入选
了本赛季常规赛最佳星锐球员候选名单。

2020—2021赛季常规赛个人奖项评选结果昨天揭晓，浙
江队吴前获选最有价值球员（MVP），广东队马尚·布鲁克斯当
选最佳国际球员，广东队主教练杜锋蝉联最佳教练员。山东队
高诗岩当选最具进步球员，辽宁队张镇麟当选最佳星锐球员，
广东队周鹏当选最佳防守球员，胡明轩当选最佳第六人。

本报讯（记者顾颖）赶上了风雨、赶上了
沙尘暴，但是昨天下午，天津津门虎队和北京
国安队约定好的热身赛，依然在北京丰台体
育中心按照既定计划进行。最终，津门虎队
0:2失利，国安队的两个入球，都是由外援巴
坎布攻入的。
虽然昨天上午，气象预报已经显示下午

京津地区将有恶劣天气过程，但是经过津门
虎和国安两家俱乐部之间的沟通，还是决定
下午的热身赛照常进行，毕竟这是两队出发

进入苏州赛区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谁都不
愿轻易放弃，尤其是津门虎队，上午还在水
滴外场安排了一堂强度和时长都稍微调整
的训练课，更体现了对备战“争分夺秒不懈
怠”，以及对与中超名列前茅的国安队热身
的重视。

经过内部挖潜、外部引进，天津津门虎
队从3月下旬开始，用比较短的时间完成
了队伍框架的搭建和球员的组织工作，通
过最近半个多月的训练，每名队员的状态，

都在自身原有基础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提高。连续安排了4月10日与中甲北京理
工队、昨天与联赛第一阶段同组对手北京
国安队的先后两场热身赛，就是为了让新
组建起来的队伍，能够更好地磨合阵容、适
应相互间的配合，以及比赛的节奏，而热身
赛过程中，无论是津门虎队，还是两个对
手，都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轮换。相对于
2:0战胜北京理工队、0:2负于北京国安队
的热身赛战绩本身，“以赛代练”对全新启

程，需要最大限度克服实际困难、抖擞精神
进入“联赛状态”的津门虎队而言，具有更
为重要的意义。

本周三，津门虎队已经安排全员进行了
核酸检测，这两天也在陆续做进入赛区前的
准备。本周日，球队将离开天津前往苏州赛
区。纵观整个2021赛季，第一阶段5轮比赛
过后的一个月左右休赛期，将是津门虎队通
过训练提高自身状态和战斗力，以及抓住二
次转会机会进一步补强阵容的关键。

本报讯（记者申炜）中超联赛即将开战，
这个转会窗“只出不进”的广州队面临着巨大
的压力。昨天，主教练卡纳瓦罗在通气会上
明确表示：“我们的目标就是彻底完成更新换
代，保持成绩是非常困难的。”
转会窗口期“只出不进”，加上两名重要

外援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至今都没有回归，
广州队新赛季夺冠的前景被外界看衰。卡纳
瓦罗在昨天的通气会上也明确表示，这是最
近4年来最困难的一次，“大家都应该明白球
队现在的实力，球队的最终目标就是彻底完

成新老更替，所以保持成绩是非常困难的。”
卡纳瓦罗为首的教练组看了很多场梯队

的比赛，最终从足校选拔出了11名球员进入
一线队。不过卡帅还是泼了冷水，“客观地
说，这11名球员并不具备马上踢上中超的实
力，他们都是很有天赋的球员，我也会给机

会，但他们还不具备征战中超的实力。”
昨天，中超另外一支强队上海海港也公

布了新赛季名单。穆伊、洛佩斯、阿瑙托维奇
和奥斯卡进入名单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但目
前处于养伤状态的迈斯托罗维奇也在其列，
只能说明球队暂时还无法更换外援，这也给

海港埋下了一些隐患。此外，洛佩斯接过了
胡尔克的10号球衣，能否承担起进球重任还
需要观察。

即将开始的中超联赛上，再也看不到老
将王栋的身影了。在经过斟酌之后，王栋选
择退役，担任中甲球队淄博蹴鞠的助理教
练。王栋今年40岁，职业生涯效力过长春亚
泰、重庆、天津、青岛队等，上赛季为青岛队出
场11次打进1球，他和杜震宇曾经是亚泰和
国家队的中场核心，并帮助亚泰夺得过中超
冠军。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欧冠1/4决赛
进行了次回合的两场较量。曼城和皇马均顺
利过关，与巴黎圣日耳曼以及切尔西会师半
决赛。

曼城上一次晋级欧冠半决赛，还要追溯
到2015—2016赛季，主帅瓜迪奥拉上任以
来，始终没能突破八强关口。八强战首回合
比赛中，曼城2：1战胜多特蒙德，让全队服下
了一颗定心丸。次回合比赛中，年仅17岁的

英格兰小将贝林厄姆为多特蒙德将总比分扳
平。不过下半时马赫雷斯和福登先后建功，
曼城以总比分4：2取胜。
同样首回合落败的利物浦，回到主场迎战

皇马。上半时“红军”创造了多次机会可惜都
无功而返。随着下半场比赛的推进，利物浦似
乎逐渐丧失了斗志和创造力，皇马则未费太多
力气，成功守平，并以总比分3：1顺利晋级。
根据此前的抽签结果，皇马将对阵切尔

西，曼城则遭遇“大巴黎”。尽管在夺冠赔率
上，曼城目前处于领先地位，但皇马在欧冠赛
场上有过13次捧杯的经历，而其他3支球队
加在一起只有可怜的1次。皇马本赛季欧冠
的开局并不是很好，但却逐渐找到了状态，而
且在关键比赛中能够提速，战胜利物浦和亚
特兰大，证明皇马可以和任何球队抗衡。
“大巴黎”和曼城之间的比赛，是相当有

趣的对决。两支球队都背靠中东金主，这些
年通过在转会市场上的疯狂引援打造出了星
光熠熠的阵容。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的数
据，两队身价加起来高达18.5亿欧元，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他们之间的比赛也是一场金钱
的较量。

广州队补充年轻力量 海港队五大外援在列

开赛在即中超强队压力山大

女足主题球场落户云南
皇马对阵切尔西 曼城遭遇“大巴黎”

欧冠四强全部出炉

林庭谦当选月度最佳星锐球员

本报讯（记者梁斌）昨日，中国女排在浙江宁波北仑的训
练基地开启了今年的第三期集训。天津渤海银行女排的4名国
手姚迪、李盈莹、王媛媛、袁心玥以及试训队员王艺竹参加本期
集训。中国女排计划于本月25日启程前往日本东京，备战5月
1日与日本女排的奥运会测试赛。

除要参加第十四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9至12名决赛的国手
外，参加本期集训的中国女排成员前天抵达浙江宁波北仑。对
于国手在全运会预赛上的表现，中国女排主帅郎平表示：“总体
上看，国手们展现出了不错的状态，很期待国际比赛的检验。”

郎平透露，本期集训是中国女排东京奥运会前最后一个
冲刺阶段的集训，队伍也将利用8天时间，尽快地进行恢复和
配合，然后就要赶赴日本参加奥运会测试赛，在奥运会的比赛
场馆和日本队进行比赛。东京奥运会测试赛将于5月1日、2
日在东京奥运会排球比赛场馆——有明体育馆举行，本次做
客东京将是中国女排提前感受比赛场地的好机会。此次测试
赛，日本排协仅邀请了中国队参加。

测试赛结束后，中国女排还将回到宁波北仑进行封闭训
练，然后再去意大利参加世界女排联赛，通过与世界排名前
16位的球队比赛，进行东京奥运会之前的一次大练兵。

此外，中国男排日前在福建漳州开启了今年的首期集训，
天津食品集团男排队长袁党毅入围了本期集训的名单。

中国女排开启第三期集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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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睿）中国女足凭着顽
强表现击败韩国女足，获得东京奥运会入
场券，带动新一轮“女足热”。日前中国女
足官微宣布，凝聚着亿万网友祝福的首座
中国女足主题球场将在云南一所乡村小
学建立。

从8日到 14日一周内，中国足协
携手支付宝，联合众多媒体力量，组
成玫瑰加油阵线，共同发起“一句话
为中国女足加油”话题活动，征集网
友留言，共筑玫瑰梦想球场，有超过1
亿网友参与。这座凝聚亿万网友祝
福的女足主题球场将建在云南石林，
所有参与祝福的网友 ID都有机会被
镌刻在球场边，与女足精神一起，激
励和见证孩子们在足球场上的成长
与快乐。

中国足协对于中国女足征战奥预
赛这样重要的赛事，提供了包括获胜奖
金在内全方位的保障服务。知情者透
露，中国女足获得进军奥运会资格之
后，会获得一笔奖金，表彰她们为国争
光的表现。

红色津沽唱响百年华章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近日，由河北师范
大学主办，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承办，天津美术
馆等承办的全国太行山主题绘画与文献研究展在天津美
术馆开展。

据了解，该展览是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传播交流推
广资助项目，汇集了100余幅作品。这些作品以描绘太行山
自然风貌和太行山红色精神为主题，均为画家们近年来创
作的精品力作，以“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为核心
理念记录太行山发生的新变化，描绘太行山的新景象，传承
新时代的太行精神。

主办方表示，太行是自然的丰碑、文化的丰碑、精神
的丰碑、艺术的丰碑，此次展览将推动对太行精神的再认
知，也是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展览将持续到
5月5日。

本报讯（记者仇宇浩）昨日，市作协文学院邀请天津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博导、市作协文学院签约作家马知遥，举办了
“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文学创作座谈会，这也是市作协庆祝
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会上，马知遥把“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并辅
以阅读、田野调查等多个方面，介绍了他在文学创作研究过程
中，探寻到的非遗对乡村振兴的重大作用，还介绍了文化传承
发展和创造经济价值等乡村现实情况。

随后，作家、编辑等参会人员进行了热烈讨论，分别从非
遗角度，畅谈了记录、传承、发扬的作用；优秀文学作品所具有
的活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以及如何相互结合，共同反
映时代变化。

大家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家将民俗文化渗透到当
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的融入不仅能提升作品的思想内
涵以及文化含义，还能激发读者的民俗意识，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伴随着“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更需
要文学工作者在创作中不断传承优秀文化，以民族精神为
魂，让更多优秀作品把伟大祖国的瑰宝展现给世界。

太行山主题绘画展在津举办

精品力作展现太行山新景象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巡回检察组》第
23、24集 罗欣然正和邓
耀先吃饭，突然接到何树
国的电话，罗欣然急匆匆
赶回检察院，没想到纪检
监察组的人一脸严肃，要
向她了解黄四海减刑的
事，罗欣然被眼前的阵势
吓到了。熊绍锋垂头丧气
地来找郑双雪摊牌，他无
法继续帮黄四海了，因为
冯森已经查到黄四海还有
余罪，可能是故意杀人，熊
绍锋决定退出，郑双雪也
无可奈何……

天津卫视 19:30
■《只要你过得比我

好》第26、27集 老夏死
了。杨白、小杨、小鸟乃
至金秀娟和柱子都放声
痛哭，只有小白欲哭无
泪。几个警察进来找周
自横，说接到报警，周自
横感到莫名其妙。小白
从病房里出来，说是自己
报的警，要请求法医来为
父亲的突然死亡做个鉴
定，大家都愣住了，小白
的言行近乎疯狂……

天视2套 18:25

■《音乐会》第27—
30集 蓉姐偶然发现兰祁
生竟然要刺杀中井弘一，
得知兰祁生一直在欺骗自
己，愤怒之下去警察局告
密。中井弘一得知后，给
了蓉姐一笔钱，并安抚她，
让她装做什么都没有发
生的样子。汪大海等众人
在路口偷袭中井弘一，可
中井弘一并未出现。众人
只得返回，却发现金英子
不在，只得四下寻找。金
英子来到日料店，得知老
板要去军部给中井弘一做
饭，准备打晕老板自己去，
结果却被老板制服，关键
时刻浩二赶来打晕了老
板，救下了金英子……

天视3套19:20

■《两个女人的战争》
第 26、27 集 齐伟在舞
厅里喝得大醉以解愁
苦，被赶来的牛成国一
顿 挥 拳 ，却 只 觉 得 痛
快！最后，牛成国要齐
伟好好珍惜赵欣梅，便
走了。牛成国留下一封
信和离婚申请书，便彻
底地从这个城市消失
了。齐伟和牛淑荣也在
办离婚手续，办完的那
一天，牛淑荣回家收拾
自己的行李，带着齐胜男
走。齐伟问牛淑荣去哪
里住，牛淑荣也不知道，
但对齐伟说他再也不必
操心自己的事了。赵子
博听说牛淑荣离婚后，他
沉默了一晚上，不顾魏然
的不理解和责怪，毅然放
弃了去上海发展的机会，
离开了子博科技，留在了
牛淑荣身边……

天视4套21:00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巡回检

察组（23、24）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只要你

过得比我好（26、27）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妈妈在

等你(17、18)19:20剧场：
音乐会(27—30)22:15剧
场:绝地反击(26、27)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两个女

人的战争（26、27）
天视5套（106）
19:30 2021 年日本

足球职业联赛 札幌冈萨
多VS横滨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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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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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