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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者》热播 朱一龙讲述“林楠笙”的成长与蜕变

“坚定信仰追逐阳光”

荷葡两大夺冠热门淘汰出局

乘坐高铁再赴济南

津门虎今与山东泰山热身
本报讯（记者 顾颖）今天中午，

天津津门虎队乘坐高铁前往济南，
16:00在山东泰山队基地内，与他们
再进行一场热身赛，然后晚上返回，
前后10小时，往返600公里的行程
安排，与本月 9日的那场热身赛别
无二致。昨天中午，津门虎队全员
为王政豪庆祝生日，下午的训练内
容，是比较偏实战的对抗演练，这也
是调整节奏，在做相应的热身赛前
准备。
中国足协和职业联盟筹备组尚未

公布中超联赛的下一步安排，目前
有消息称，中国足协有可能在7月4
日或 5日，召集中超俱乐部负责人
开会，对联赛的后续安排进行讲解，

同时也针对一些细节问题，听取俱乐部
方面的意见。假如确实有这样一次计
划中的俱乐部负责人会议，那么中超
第一阶段后半程的赛程，以及第二阶
段的赛制、本赛季的最终升降级规
则，恐怕都要对外公布。
还是那句话，一切尚未揭晓的情

况下，对津门虎队来说，只能是一边做
好现有人员的体能储备、整体挖潜，一
边耐心等待新援补充。外界持续关注
的外援引进问题，一直是“来到中国才
能算数”状态，毕竟近期没有出入境经
历的人，不大体会其中的困难，也很难
理解球队所遇到的各种变数，比如按
照原计划，今天就会有津门虎队外援
抵达中国，但是由于航空公司航班的

突然变化，这份等待又落空了，而站在
球队的角度，没有任何办法，唯有继续
等待。

昨天傍晚，津门虎队在奥体中心
体育场外场训练的时候，深圳队也在
团泊体育场开始了在天津集训的第
一堂训练课。按照两队之前的协商，
7 月 5 日、10 日，两队将连续进行两
场热身赛，比赛场地暂定在奥体中心
体育场内场，而由于提前已经确定了
这两场比赛，最近几天还有其他球队
邀约津门虎队进行热身，球队也只能
婉拒。实际上面对联赛的一系列不
确定因素，各队的不安都差不多，训
练、热身交替的备战节奏，只能自行
努力调整。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欧洲
杯1/8决赛进行了两场较量。葡萄
牙队0：1不敌比利时队，C·罗的第
5次欧洲杯之旅就此终结。荷兰队
则出人意料地 0：2输给了捷克队，
同样被淘汰出局。
葡萄牙队和比利时队的这场1/8

决赛，备受外界关注。从场面上看，葡
萄牙队的确占据一定上风，全场比赛
他们狂轰24脚，是对手的整整四倍，
但射门准星与运气却差了一些。反观
比利时队在把握机会能力上更胜一
筹，半场结束前小阿扎尔轰出一脚精
彩“世界波”，最终帮助比利时队1：0
获得了胜利。
这是一场激烈有余，但精彩不如

预期的较量。比利时队将全场唯一一
脚打在门框范围内的射门转化为进
球，不得不说存在一定运气的成分。
不过在德布劳内和阿扎尔受伤陆续下
场的情况下，比利时队在防守上做到
了滴水不漏，最终通过强韧的防守淘
汰了卫冕冠军。
比赛结束后，C·罗相当失望，他

甚至将队长袖标摔在地上表达不甘。
36岁的C·罗将肯定参加明年的世界
杯，但下届欧洲杯他就将39岁了，就
算能坚持，但不可能奢望他的状态还
像现在一样。或许，C·罗的欧洲杯总
进球数将停留在14粒。

和葡萄牙队悲壮的输球相比，荷
兰队的输球则有些难堪。对阵捷克
队的比赛中，上半时两队颗粒无收。
下半时，荷兰队中卫德里赫特出现手
球，被直接红牌罚下。随后，捷克队
利用人数上的优势连入两球，最终

2：0 取胜。赛后，德里赫特表示，自
己不该出现手球，直言“红牌显然改
变了比赛”。

接下来的 1/4 决赛中，比利时队
将对阵意大利队，捷克队将和丹麦队
交手。

本报讯（记者 申炜）由于中国男足
打入了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中超联赛
“让路”的可能性已经很大了，不过本赛
季足协杯赛将被保留。中超球队将在9
月至11月之间进行这项赛事，国脚缺席
成为无法避免的事情。
作为中国足协的传统赛事，足协杯

赛其实一直备受重视。去年中超联赛直
到7月25日才开战，但足协杯还是在缩
减参赛规模后举行。最终山东鲁能队和
江苏苏宁队的争冠大战，收视率还是相
当可观，这让足协方面非常欣慰。
今年的情况和去年相比，有着比

较相似的局面。由于国足征战 40强
赛之后需要进行隔离观察，原定 6月

21日重启的中超联赛不得不延后一个
月进行，足协杯赛事的安排也受到不
小的影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超
联赛在9月至11月都无法安排赛事，
但足协杯却可以利用这三个月时间安
排比赛。

对于各队来说，由于国脚无法参加
足协杯比赛，考虑到足协杯的重要性，这
种人员损失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
内。最重要的是，如果这三个月时间里
中超各队仅仅埋头训练，显然对于备战
质量是存在影响的。在这种情况下，足
协杯赛事可以帮助各队保持状态，尽管
缺少国脚的存在，但相信各队要比往年
更加重视这项赛事。

本赛季足协杯赛将被保留

本报讯（记者李蓓）昨天，中国男篮
公布了奥运会落选赛的12人名单，这份
名单由周鹏、周琦领衔，包括赵继伟、徐
杰、胡明轩、吴前等球员。同时，祝铭震、
赵岩昊两名球员落选。按照赛程，中国
男篮将在7月1日、2日分别与加拿大、
希腊男篮交锋，他们这次奥运会落选赛
前景并不乐观。
中国男篮在此前征战完亚洲杯预选

赛后便马不停蹄地飞往加拿大，备战奥运
会落选赛。中国男篮这次总共带了14名
球员，全部是亚洲杯预选赛的球员。但在
中国男篮昨天公布的奥运会落选赛的12
人名单中，赵岩昊、祝铭震落选。综合分

析原因，祝铭震的经验与球队对于这个位
置的需求有较大差距。赵岩昊则是在后
卫线竞争中并没有展现出太突出的特点，
更重要的是赵岩昊右脚脚踝韧带损伤，目
前还未恢复到比赛状态。
此番奥运会落选赛，中国男篮将会与

加拿大队和希腊队同组，小组赛成绩前两
名的球队将会晋级半决赛，与B组的土耳
其、捷克和乌拉圭所在小组的前两名进行
PK，最终获得赛区冠军的球队将会获得一
张东京奥运会的参赛门票。中国男篮想
要晋级半决赛，就要在与加拿大队和希
腊队的比赛中最少取胜一场，这对于中
国男篮来讲非常困难。

本报讯（记者 申炜）由天津市足
球运动协会主办，天视体育传媒有限
公司协办的2021年天津市足协超级
联赛和甲级联赛，日前在本市奥体中
心体育场进行了决赛和颁奖仪式。
2021年天津市足协超级联赛、甲

级联赛是按照中国足协地方社会足球
赛事体系开展的我市品牌赛事，是天
津市足协社会足球五大赛事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历时4个月的比赛中，22
支球队参赛共进行了91场比赛，参赛
球员达700多人。
两场决赛在具有世界一流条件的

本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最终，天津
富晟足球队获得了天津超级联赛冠军，
天津华谊津冠足球队获得了天津甲级
联赛冠军。

中国男篮公布奥运会落选赛名单

市超级联赛甲级联赛落幕

百万市民健步大会走进津南静海
本报讯（记者梁斌）永远跟党走·

津城行“中国银行杯”2021年天津百
万市民健步大会津南站活动日前在津
南区海河故道公园举行。
本次活动共有来自津南区的各机

关事业单位、街道、驻区企业14支队
伍、1000余人参加。
此外，2021年全国“行走大运河”

全民健身健步走活动天津市主会场暨
永远跟党走·津城行“中国银行杯”2021
年天津百万市民健步大会静海站活动
启动仪式日前在团泊湖畔举行。

本报讯（记者翟志鹏）日前，由京
津画院、北京洛德时代主办的“永跟党
走筑梦中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百幅名家优秀书画作品展
在海得美术馆开展。
本次展览汇集了孙其峰、孙贵璞、毕

开文、张锡武、杨德树、纪振民、姬俊尧
等70余位书画家的100幅优秀作品。

本报讯（记者刘莉莉）日前，天津
音乐学院原创红色题材舞剧《永远的新
娘》上演。天音学子以舞姿演绎沂蒙精
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该剧编导、天津音乐学院舞蹈系

副教授王达、许姝介绍，主创团队以舞
蹈艺术化的创作，将作品推向实践舞
台，弘扬“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
精神。

■本报记者刘茵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到来前
夕，备受瞩目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提升改造工程竣工，7月1日起免费对
外开放。日前，记者提前探访，全新的
展陈形式、现代化的多媒体展示手段，
改造提升后的周邓纪念馆基本陈列以
崭新的面貌、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迎
接八方来客。

两大展览全新升级亮相

提升改造后，主展馆内的基本陈
列包括“人民总理周恩来”和“20世纪
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邓颖超”两个展
览。为了给观众更好的参观体验，纪
念馆从万余件馆藏文物中选择精品文
物充实到展览中，除了艺术品和特殊
展项外，改陈后两大展览共展出303
件（套）文物文献，新增数量占文物文
献总数近50%，如1917年周恩来编
纂的《天津南开学校第十次第二组毕
业同学录》，周恩来出席外事活动时使
用的公文包，周恩来、邓颖超保存的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和平纪念币等
都将在新展中亮相。
“人民总理周恩来”为周恩来生平

展，按时间顺序分为“为追求真理不懈
探索”“为民族解放建立功勋”“为人民
幸福鞠躬尽瘁”三部分，以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
会上提出的“六个杰出楷模”为指导，
展现了周恩来的光辉一生。
记者走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一面浮雕墙，墙面上周总理的形象惟妙惟
肖。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此次改陈的一
个亮点，在展厅入口的正对面做了一面浮
雕墙，使观众一进展厅就有一个直观感
受。在人物形象设计上，除了要表现出周
总理和蔼可亲的一面，也要把他作为一名
睿智的杰出政治家的稳重气度呈现出
来。总理的背后是大好河山，象征着周总理
永远和祖国与人民在一起。
“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代

表邓颖超”展览由原邓颖超专题展提
升而来，分为“探索妇女解放之路”“投
身民族解放运动”“引领妇女参加建
设”“肩负国家重要使命”四部分，新展
览增加了照片、文献、艺术品的数量，
全面展示了邓颖超的一生，展厅内每张
照片都引用邓颖超的一句话，使展览更
具感染力。

展厅中利用弧形展墙，分隔出4个
圆形半开放空间，以弧线体现女性柔和
之美。展厅采用书籍装帧形式的竖向展
板设计，仿佛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将邓
颖超的生平业绩全面展现在观众面前。

为了丰富基本陈列内容，本次改陈
还将新征集的最大一件文物，即承担
1992年邓颖超骨灰撒海任务的“新海
门”号游轮安置于馆区内，更加完整地体
现出邓颖超充满奉献精神的一生。

科技展项增加展览可视性
此次改陈，该馆在展陈形式中融

入数字和互动等新媒体元素，为观众
打造更具影响力、参与度更高、互动性
更强的参观体验。“人民总理周恩来”
展厅内的“心系人民群众”多媒体互动

演示屏记录着周恩来关心人民疾苦、做
人民“总服务员”的点点滴滴，展现一代
伟人心系百姓的真挚情感。观众通过
与演示屏的互动，不仅能领略周总理
和人民在一起的音容笑貌，而且可以
了解照片、视频背后的生动故事，充分
感受到“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
民爱”。展厅还加入了“周恩来就读南开
学校时的作文”互动触摸屏、“永远的
怀念”多媒体高清电视片等，都增加了
展览的生动性、可视性。
周邓纪念馆馆长王起宝表示：“纪

念馆提升改造工程是向党的百年华诞
献上的一份厚礼，以生动的展陈手段
再现了周恩来、邓颖超光辉灿烂的一
生以及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
高精神，实现纪念馆教育功能和服务
功能的最大化，更好发挥爱国主义教
育和党史教育重要阵地的作用。”

本组图片 本报记者 姚文生 摄

提升改造工程完成“七一”起免费对外开放

崭新周邓馆迎接八方客

■本报记者张帆

谍战剧《叛逆者》昨晚在央视八套收
官，该剧根据“人民文学奖”得主畀愚同
名小说改编，以“林楠笙”为缩影，展现特
定历史时期中，我国的爱国热血有志青
年在革命战争的洗礼下，经历艰难的成
长蜕变，最终找到正确的救国道路，转变
成长为一名坚定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路
历程。
《叛逆者》目前豆瓣评分 8.3 分，

不落俗套的剧情和屡屡出其不意
的故事走向被观众津津乐道，剧中演
员既有王志文、王阳等实力派，也不乏
朱一龙这样的“流量演员”，他们的精
彩表演为该剧加分不少。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朱一龙坦言这部剧最吸引自
己的是故事本身，“人物非常丰满，层
次也比较丰富，整个故事内容、剧本本
身非常扎实。”

在特殊环境下，朱一龙饰演的林
楠笙经历了痛苦的蜕变。在表演上，

朱一龙直言难度很大：“由于要在人物
的不同阶段来回跳转拍摄，开机的头
一段时间我挺焦虑，但到后来慢慢找
到林楠笙每个阶段的状态，就开始放
松下来去体验表演的过程。”在朱一龙
看来，“林楠笙”代表的是一个群体，
“是那个时代热血青年的一个缩影，他
们没有办法忽视国家的危难去随波逐
流，所以他们不断通过努力让自己变
得强大，尽自己所能去保护深爱的国
家。林楠笙这个人物很真实，他的成
长，他的每一步变化，他的内心纠结，
以及逐渐坚定信仰，追逐阳光都是真
实的时代写照。”

朱一龙还透露，剧组里每一位主
创都是“细节控”，“在现场，小到一个
道具、一句台词、一个肢体反应、一个
眼神，或者一个开门关门的动作，大家
都会反复抠，希望有更多更丰富的表
达。作为演员，我希望尽量把角色内
心的潜台词表现出来，这样整部剧的
节奏就会更紧凑、剧情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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