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文娱
2021年7月13日 星期二 责编:秦斌

�
���������	������
������
��������	�
�����������������
��	��o	����a�
��p��
�
����o�
���p�����
������������������
���	�
�o�
���p����b
�������������	����
�
��o�
���p������o�
�
��p��b


	��
����XXX�FOPSUI�
DPN�DO�������	�����o��
����po������po������p
�������	o�
���p����b o�
���p��

o�
���p��

������ ������ ������

�
���� 	

	���������������
�����������������b

���������������
�����������	����

�
b�	��������
��
���b�����������
���������������b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
���o���p�� �

����������������
�������������b

������b�������
����b����������
333�����b���	��	
��	��b�������	
���b

�
��o�	�p���	

��	��������������
�������������a�	b

����������	���
�b������a����	���
�����b����������

����b�����������
�o��pb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

���
��


���������������
�������
��������
������b

�����������	���
��b���	����	o
�p�
������������
��
�b�
�����������b
��

�������
��b

�
�	������ )

�)��������������
��������	b

���������

��b
������	��
������
�����	��������
�
�b���	�����o	p�	
����	���b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
���������

����������������
�������	����	b

�������	��b��
����
������������
��	�b����������
������b�����	�	
���	���
��������
�	��b

�
��������
 �


���������������
������	������a��
�	b

���o���p�����o	
��p�����

��b��
����
����������

���������
��	��b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
�������

����������������
������������b

	�������������
����
	
b�������
��
������b
���
���������������

��	�
������
�
���b

�
���������

����������������
������������b

�������������
��������������
�b��������������
�������������
��
	�����������b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
������
�

�
��������������
����������������
���������b

��������	���b�
�	����������b
���
����	��������b�
�����
�����
�����
��������
b

�
�
�o
��p�� �

����������������
�����������	b

����������	
��
�b������������b
�����������������
���
������������
�
����
�b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
�������

���������������
��������	b

�������������

���	���b����
��������	���

��������������
������������

�a
�b

�
��������
����������

o����p��������
���	
�b�������
����	��o����p����
������b��
��	��
����
����������b

�
��	����
���������	�

�������������o�
p��	����b���	���
������	�������
����
��

�
�	����
��������	���b

�
��	��
�����������

���������������

�����
���b
�	
�����
���������

�
�����������
�����������b

�
�
�����
���������


������
����
����������b
���
����������������
����		�b

�����
����	��
������b

�
�������
�������	��

�����������		�
����b�	�������
��
��b
�����o��
�p�
�����o���p�

�
���������		�b

�
��	��
��������

������	��o�p�
���������o
pb����
������72'���b��

��������	����
���	���b

2021天津国际少年儿童文化艺术节开幕在即

京津冀艺术团小乐手排练忙
阅享红色经典 重温光辉党史

天津图书馆“津彩游学季”启动

本报讯（记者 张帆）由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天津市华夏未来
文化艺术基金会联合主办，中国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和天津市政府支持指导的2021
天津国际少年儿童文化艺术节将于7月17
日在天津礼堂开幕。目前，天津交响乐团（附
属）华夏未来少年交响乐团联合北京市双榆
树榆音青少年管弦乐团、秦皇岛少儿管弦乐
团正为艺术节开幕式演出紧张排练。

天津交响乐团（附属）华夏未来少年交响
乐团成立于2018年7月，乐器种类全，演员人
数多，是以培育青少年美育艺术素养为使命、以
青少年交响乐团演奏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公益
性交响乐团，为广大少年儿童提供了专门展示
艺术才华的舞台，推动了我市艺术教育的发
展。经过严格选拔，乐团现会集了我市近30所
中小学校110余名优秀团员，平均年龄13岁。

北京市双榆树榆音青少年管弦乐团成立

于2019年，现注册团员60余名。乐团由学
生自发组建，后经学校老师精心指导，在规范
化管理之下，演奏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乐团
旨在培养学生艺术修养，提高青少年艺术水
平，给每一个爱好音乐的学生提供展示自我
的平台。该团曾参演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音乐会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音乐
会等大型活动。

秦皇岛少儿管弦乐团成立于2010年，在

册团员60 余名，全部由中小学生组成。近
年来，该团多次承担秦皇岛市新年音乐会等
演出，获得一致好评。该团旨在进一步提高
广大青少年的艺术修养，培养一批专业素质
过硬的青少年演奏人才，为具有器乐演奏特
长的青少年提供展示艺术才华的平台。

据悉，在2021天津国际少年儿童文化艺
术节举办期间，“2021国民音乐教育大会”也
将在天津礼堂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钢）今年内上映的电影
《长津湖》日前发布首部预告片和新海报，海
报展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在国内全员集
结，坐火车开赴朝鲜战场的场景；预告片则体
现出了长津湖战役的全貌。
本次推出的预告片是全片的高度浓缩，

从美军仁川登陆、悍然越过三八线进犯中朝
边境，到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出国作战，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从长津湖战役全线爆发、我志愿
军战士重创敌人，到美军兵败后退、撤出兴南
港……在这个过程中，交战双方轮番登场，两
军阵仗初现端倪，我志愿军斗志之昂扬得到
了充分体现。
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表示：“中国电

影人要有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愿望与决
心。在艺术创作上既要严谨专业，又要尊重
观众的情感诉求；既要讲清楚历史真相，又要
穿透人心、打动观众。陈凯歌、徐克、林超贤
三位导演各展所长，全力配合，共同完成这部
战争题材的电影，我们有幸把这样一段历史
呈现在大银幕上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少年儿童图
书馆）“阅享红色经典 重温光辉党史”津彩游学季系列活
动日前启动，第一期红色教育亲子实践活动在文化中心馆
区举办。

活动中，小读者和家长通过参观“百年大党思想常新”马
克思主义经典名著名篇宣传展，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重温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之路。随后，小读者们进行了红
色经典读书分享。

主题图书推荐环节为小读者分享了两本红色主题图书，
引导孩子们有针对性地开展高质量的深度阅读。参加活动的
家长表示，活动既为孩子提供了阅读交流平台，也为他们上了
一堂生动的党课，非常有意义。

暑假期间，天图将积极利用馆藏文献资源，创新图书馆文
化服务方式，探索文旅融合新模式，以“阅读+实践”的形式带
领少儿读者走进多家红色文化展馆，开展读书活动。

本报讯（记者刘莉莉）记者自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获悉，
该团打造的经典IP音乐偶剧《没头脑和不高兴》将于明日至9
月1日启动暑期全国巡演。

据介绍，该剧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编剧任溶溶正版
授权，经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团队改编创作，以偶剧的形式搬
上舞台。剧中的“没头脑”和“不高兴”是一对活宝，一个做起
事来丢三落四，一个总是别别扭扭。为了帮助他们改正缺点，
暂时把他俩变成了大人，“没头脑”当了工程师，“不高兴”成了
演员。变成大人的他们麻烦更大了，作出了更没头脑和更不
高兴的事情来。最终，闹剧结束，他们又变回了小孩。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巡演将赴北京、辽宁、山东、四川等7省11市，
希望让各地的小朋友和家长有机会重温“没头脑”和“不高兴”
这对曾经影响几代人的经典动画形象。

电影《长津湖》
最新海报曝光

■本报记者仇宇浩姜凝

“能够诞生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地
方，一定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2021年新
生入学之际，我们送上一本新书《天津文化
地图：热爱我求学的城市》，为他们提供一
把打开天津城市文化的钥匙。”在昨天举行
的“热爱我求学的城市”——《天津文化地
图》新书首发式暨天津大学2021年首批本
科生录取通知书签发仪式上，天津大学冯
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冯骥才这样寄语
学子。

作为天津大学2021年的高考录取通知
书套盒里的神秘礼物，由冯骥才主编、天津大
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编制、天津大学出
版社出版的《天津文化地图：热爱我求学的城
市》昨天揭开面纱。由一本口袋书和一张“天
津文化导览图”组成，按照自然奇观、人文胜
迹、津门风情、文教精粹、地方风物、洋楼风
貌、名人居所、红色记忆、艺博场馆、多彩生活
十类，选择200个具有重要历史文化内涵、最
富天津地方特色的点位。每个点位在卡通手
绘的图上标出地址并以一句话点明特色，还
配有二维码。

为什么给新生准备这样一份礼物？冯
骥才说，天津是一个岁久年长、景观特异、
文化奇妙、生活丰腴、衣食住行别具魅力、
市井风情多彩多姿的城市，诞生了中国历
史和当代的很多“第一”，包括中国第一所
现代大学——天津大学，因此，他决定带领
团队打造这本《天津文化地图》。工作团队

耗时数月，踏遍全市16个区实地调研、拍
摄，挑选出天津最值得探访、最需要了解的
城市文化精华并邀专家、学者撰稿，便于大
学生深入天津城市生活，因寻访、了解天津
而亲近、热爱天津，从而为天津的建设和发

展留住更多高素质人才。
上图：天津大学金东寒校长（左）与冯骥

才（右）为天津大学本科新生代表刘泽轩（中）
颁发《天津文化地图》。

摄影本报记者姜宝成

冯骥才寄语来津大学生“热爱我求学的城市”

“体验式”读本《天津文化地图》出版
我市儿童艺术剧团打造经典IP音乐偶剧

《没头脑和不高兴》将全国巡演

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

来津进行京剧教学成果展演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记者获悉，“守正创新·薪火传承”

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京剧教学成果展演（天津站），将于本
月14日、15日在滨湖剧院上演。国粹新苗们将向天津观众
展示汇报所学所会。

本次天津站共有两场演出，由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的
学生与天津京剧院的演员们共同出演。14日演出程派新编
戏《穆桂英挂帅》，杨淅、李若溪、王致贤分饰穆桂英，主教老师
李佩泓、陈少云、郭文华、童航、于翔。15日带来折子戏专场，
演出《盗甲》《断桥》《洪母骂畴》《谢瑶环·花园》《竹林记》等。
展演期间，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与天津京剧院还将进行合
作共建。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剧场：绝密使命

（25、26）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 甜蜜蜜

（25、26）20:45艺品藏拍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西京故

事（4、6）19:20 剧场：誓
盟 (32—35)22:15 剧场:
东风破(17、18)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咱家那

些事（33）
天视5套（106）
18:55 直播:体坛新

视野 21:45 科学健身一
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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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夏日连连看》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绝密使命》第25、
26集 余良廷、黄玉莲偷
听到曹瑞瑛带人巡查汀江
船只，迅速挂出马灯以示
警戒。行船途中，搭载首
长的小木船意外遭遇巡逻
艇。杨雄初等武装班开枪
吸引了巡逻警察的注意，
帮助首长转移。潘雨青等
人带着首长们乘上竹筏改
走多宝坑路线，到达多宝
坑许永祥家……

天津卫视 19:30

■《甜蜜蜜》第 25、
26 集 警察到公司找雷
雷，指出黑皮一直和张军
串通搞走私汽车，并出示
了黑皮和张军走私团伙
在一起的照片，雷雷非常
失望。韩阳由于替叶青
做手术失败，病人家属大
闹医院，这让叶青感到非
常内疚。韩阳则说出了
他打算申请去支援边远
山区的决定。在雷雷协
助公安部门抓捕张军的
过程中，狗急跳墙的张军
加大油门，冲向了挡在前
面的雷雷。病房里，叶青
细心照顾着已经成为植
物人的雷雷，耳边响起了
邓丽君的老歌——《甜蜜
蜜》，他们仿佛又回到了
从前……

天视2套 18:25
■《咱家那些事》第33

集众人都忙国强的婚礼，老
妈照看秀红的宝宝昏倒了，
老爷子一下慌了，拨打120
把老妈送进了医院，众儿
女都往医院急赶，清醒过
来的老妈看到国强，要明
杰送国强去理发，并让大
家快去忙国强的婚礼。
国强说什么也要等妈的
病好了再结婚。秀华让
弟弟的婚礼如期举行。躺
在病床上的老妈听着电话
那边国强婚礼的每一个步
骤，流下幸福的眼泪……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说到

蹦床，小的时候大家应该
都玩儿过，不过现在，蹦床
可不是小朋友的专利了，
成年人也能玩儿！今天案
子中的原告小周，就因为
玩儿蹦床，摔成了重伤。
海绵工厂的负责人认为原
告没有按照规则操作，才
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可原
告认为是涉案项目的安全
措施不到位，那么这起纠
纷究竟孰是孰非呢？

天视6套 18:00

■《艺品藏拍》瓷器
一直是各个收藏门类里最
受欢迎的一项，每次的线
下鉴宝会，带瓷器来鉴定
的藏友总是最多的。本期
节目中，持宝人带来的也
都是瓷器，到底谁的藏品
更胜一筹呢？

天视2套 2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