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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评剧院演绎红色故事 用民族艺术展现民族力量

《革命家庭》可歌可泣震撼心灵
10台剧目打造艺术金秋
■本报记者翟志鹏

今年9月至10月，“天津市名家经典惠民演出季
——精品剧目展演”将集中上演一批我市优秀作品，届
时，天津观众将在天津大剧院迎来10台各具特色、门类
丰富的精彩剧目，度过艺术金秋。
“天津市名家经典惠民演出季——精品剧目展演”由

市文旅局主办，天津大剧院、天津优纳国际文化交流有限
公司承办，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协办。该演出季活动是天
津市2021年20项民心工程之一，4月至6月间已在津上
演了300场由我市院团打造的精彩演出，为将此次活动
推向高潮，主办方遴选出部分最受欢迎的剧目，在9月至
10月间集中演出。
此次演出季为观众准备了多台音乐会演出。9月3

日，青年指挥家孙敬凯执棒，保利天歌交响乐团演奏的音
乐会版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将作为开幕演出上演。张洁
敏与天津茱莉亚管弦乐团音乐会将于10月24日亮相，
奏响舒曼《美国节日序曲》、海顿《降E大调第九十九交响
曲》、柴可夫斯基《e小调第五交响曲》等作品。天津交响
乐团将于9月17日在指挥家易娟子的执棒下带来维也
纳施特劳斯家族作品音乐会。
名家领衔的戏曲演出是此次演出季一大特色。9月

10日、11日，天津评剧院院长曾昭娟领衔主演的评剧《革
命家庭》将为观众讲述一个平凡的女子逐渐成长为一个
意志坚定革命者的故事。9月12日，天津京剧院新晋梅
花奖得主黄齐峰将作为领衔主演为观众带来京剧《长坂
坡·汉津口》。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团长王冠丽领衔主演
的评剧《珍珠衫》将于9月19日上演，这一版本曾获第八
届中国评剧艺术节特别荣誉奖。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
《王宝钏》将于10月10日亮相，由河北梆子名家金玉芳、
王少华（梅花奖得主）与优秀青年演员张元杰、陈亭联袂
主演。
天津人艺版话剧《雷雨》是天津大剧院每年必演的剧

目，10月1日至5日该剧将再次上演。天津人艺版《雷
雨》于1956年首次登台，历经60余载久演不衰，具有独
特隽永的韵味。此次演出季期间，观众还将欣赏到天津
市杂技团经典节目专场演出、天津儿艺大型木偶剧《西游
记之三打白骨精》等。

■本报记者刘莉莉摄影姚文生

由市委宣传部、北方演艺集团重点打造，
天津评剧院创排的评剧《革命家庭》昨天在武
清影剧院上演。来自武清区的党员干部群众
一同观看了演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之际，以生动的戏曲艺术形式进行党史学
习教育。

评剧《革命家庭》是根据“革命母亲”陶承
的口述自传《我的一家》改编而成，讲述了革
命战争年代一个平凡女子逐步接受革命理
想，和丈夫、孩子一起投身革命事业，逐步成
长为一个意志坚定革命者的故事。该剧出品
人、领衔主演曾昭娟，文学指导盛和煜，编剧
徐新华，导演张曼君，演出阵容由该院实力演
员以及剧院学员班学员共同组成。

该剧于2021年年初成功首演，后又演出
多场，受到广泛好评。6月进京参加由中宣
部、文旅部、中国文联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
演，被专家学者评价是一部历史感、时代感、
艺术感兼具的作品。

此次《革命家庭》将在武清连演4场，为

武清区委、杨村街道的党员干部群众演绎革
命故事。昨天的演出定在下午2时，下午1
时许就有观众陆续进场等待观剧。年届六旬
的刘友芝带着小孙子一起来看戏，她告诉记
者，平时会给孩子讲革命先辈的故事，这次希
望通过观看生动的舞台戏剧，让孩子知道如
今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

舞台上，这个充满温暖、可歌可泣的革命
家庭震撼心灵，令观众动容。杨村街道阳光
家园社区党支部书记于占洋说，观看了这部
剧，对我们党百年艰苦奋斗历程，以及老一辈
革命家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情怀，有了
更深刻的了解。在今后的工作中，自己更要
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记挂在心间，牢记初
心和使命，为社区居民幸福筑梦。

主演曾昭娟说：“《革命家庭》让人感受到
信仰的力量，还有普通革命者的伟大，在建党
百年之际演出这部作品，希望以此把信仰的
力量传递给观众。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正
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用‘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带
着讴歌党、讴歌人民的创作热情，以民族艺术
展现民族力量。”

本报讯（记者 顾颖）本赛季中超联赛第
一阶段后半程的赛程高密度，除了客观的时
间表有据可查，一些不经意的细节，会让外界
有更具体的感触，比如印象中北京国安队与
天津津门虎队的比赛才刚结束，昨天下午，津
门虎队与上海申花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又来
了，今天16:30，两队将在昆山体育中心展开
联赛第7轮较量。

在前一天中超联赛官方发布的第6轮各
项统计数据中，津门虎队单场比赛全队总跑
动距离110公里，是所有16支球队中最多
的；打满全场的赵英杰个人跑动11799米，
是所有登场球员中跑动距离最长的；滕尚
坤则是当轮作出扑救最多的守门员，由此
可见津门虎队在比赛中的努力。在昨天的
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于根伟表示：“队员们
上一场比赛做得非常好，执行力也很强，我们
希望把好的战术素养和表现延续下去，另
外把比赛中暴露出的问题尽量加以改善。
上一场比赛队员们的体能消耗确实比较
大，所以赛后我们在恢复治疗和营养方面
也进行了强化。”

在谈及新外援马格诺·克鲁斯的情况时，
于根伟表示，一名球员到一个新的集体，要给
他充分的时间，相信随着比赛的深入，马格诺
的出场时间会增加，也会给球队带来更多、更
大的帮助。而在做完新闻发
布会“规定动作”表述之后，
于根伟还专门提到，借此机
会向正在经历灾情的河南人
民表达真切的慰问，希望他
们能够顶住压力、克服困难、
共渡难关。
上一轮申花队战胜大连

人队绝对可谓险胜，两球领
先、被扳平，再绝杀的过程，赢
得有点儿精疲力竭。目前申
花队给外界的印象是5名外
援莫雷诺、阿德里安、约尼奇、
巴索戈、金信煜“人头儿齐
整”，今天在昆山体育中心的
比赛，面对整体实力明显高于
自己的对手，津门虎队的新一
轮考验又来了。

直播提醒：
今日16：30 TJTV—5
天津津门虎VS上海申花

本报讯（记者申炜）昨天下午，东京奥运
会女足小组赛一场焦点战在宫城体育场打
响。中国女足0：5不敌巴西队，未能收获中
国体育代表团的首场胜利。

作为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第一支
亮相的队伍，中国女足赛前表态希望拿到分
数。从首发阵容来看，只有王霜和王珊珊有
过参加奥运会的经历，其他9人均是第一次
登上奥运会的赛场。此外，队长吴海燕的因
伤缺阵也给这场比赛埋下了隐患。

比赛开始后，中国女足一反常态，采取了
高压逼抢的战术，但并没有给经验丰富的巴西
队制造太大威胁。开场8分钟，德比尼亚的头
球被横梁挡出，但第5次参加奥运会的35岁老
将玛塔补射得手，打破僵局的同时，也收获了个
人奥运会的第11球。第21分钟，中国女足防
线再次出现纰漏，彭诗梦扑球脱手，德比尼亚跟
进补射，将比分扩大为2：0。

两球落后的中国女足并未气馁，第32分钟
就进行了首次换人调整，年轻前锋乌日古木拉
替下中场球员王焱，以加强攻势。下半时比赛
中，中国女足利用充沛的体能优势发动进攻，但

运气也没有站在球队这一边，先后4次射门都
击中了巴西队的门柱和横梁。第73分钟，玛塔
梅开二度。随后的比赛中，安德雷萨和比亚先
后建功，中国女足最终0：5输掉了这场比赛。

对于中国女足来说，看起来进攻把握不
住机会，是大比分输球的原因，其实糟糕的防
守才是最大问题。防守阵型混乱、左路频频
漏人、个别球员状态糟糕，巴西队的每一粒进
球都建立在中国女足致命的防守失误之上。

由于实力上的差距，输给巴西队并非不
能接受，但以5球的巨大差距落败，主教练贾
秀全恐怕难辞其咎。这支参加奥运会的中国
女足，贾秀全选了大量年轻球员对阵容进行
换血，从目前来看是不成功的。贾秀全希望
用年龄和活力的优势来和对手抗衡，却最终
付出了糟糕防守的代价。

遭遇这场惨败之后，中国女足想要拿到
成绩相对较好的两个小组第三名来实现出线
的难度陡增。下轮比赛，中国女足将对阵小
组实力最弱的赞比亚队，如果无法在对手身
上拿到三分并取得更多净胜球的话，那么出
线的前景令人担忧。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昨天下午，天津先行者男篮进行了
休赛期以来的首次公开训练课。新加盟的教练张德贵，球员
张兆旭、李佳益、谢立石随大部队正式集体亮相。据悉，外籍
主教练凯撒已经在为入境进行最后准备，如果一切顺利，他有
望在8月中旬与球队会合。

4月中旬结束CBA联赛征程后，时德帅便投入到了全运会预
赛的备战中，随后又是雅安、石棉两站国青挑战赛，早就该打针治疗
的左脚跟腱炎，一直拖到现在才进行，训练时一直坐在运动员席上
观战。田野的右膝和刘伟的左膝也都刚刚打完针治疗，同样在坐席
上观摩。新签约的张兆旭、李佳益和谢立石随队训练。新秀谢立石
说：“第一次和CBA球队训练，既兴奋又紧张，队友都很热情，好相
处，对我挺关照。我要从基础做起，尽快融入球队。”同为新人的李佳
益说：“大家年龄相仿，相处非常融洽。即便是训练中我犯点小错，也
是鼓励我，我们会朝着共同目标一起努力。”

天津队内线一直匮乏，张兆旭的加盟自然被各界寄予厚
望。“我也希望能够承担起重任，但到了这个年龄，身体状况也不
是巅峰时候了。希望我能够利用身高优势，在攻防两端帮助球
队去赢得比赛，也希望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年轻队员。”张兆旭说。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记者从天津
音乐学院获悉，在日前于辽宁大连举办
的第七届全国青少年民族器乐教育教学
成果展示活动中，该校民乐系3名独奏
选手和2个组合入围决赛，获得了最终
成果展示的资格。

第七届全国青少年民族器乐教育教
学成果展示活动由文旅部主办。该活动
前身是创办于2002年的“文华艺术院校
奖——全国青少年民族乐器演奏比赛”，
是我国目前民族器乐演奏专业领域唯一
的国家级政府奖项，同时也是中国民族
器乐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大、覆盖面最广
的国家级活动之一。

天津音乐学院此次共派出82名独
奏选手和12个组合报名参赛，入围决赛
的3名独奏选手和2个组合将于8月23
日至28日期间参加成果展示活动。

天津自然博物馆展览赴桂林展出
本报讯（记者 刘茵）天津自然博物馆原创展览《虫·

趣》——世界珍稀昆虫展于7月16日在桂林市博物馆展出。
本次展览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七百多件珍稀昆虫标

本，包括世界著名的拟态蝴蝶——枯叶蛱蝶，世界著名的迁飞
明星、美国国蝶——黑脉金斑蝶等珍稀昆虫标本。

展览以昆虫大家族在动物界的地位为切入点，展示了昆
虫的生存之道、昆虫的防御和攻击能力、昆虫之最、昆虫文化
等内容，激发观众对自然科学的兴趣。

■本报记者张钢

近来，为人低调的张颂文成为关注焦
点。在热映的《1921》《革命者》中，他是唯一
主演了这两部影片的演员，分饰何叔衡和李
大钊；在即将开幕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中，他担任天坛奖评委。谈起最近的创作时，
张颂文仍对出演李大钊沉入很深：“出演李大
钊，我的出发点是还原一个活生生的人，要让
更多‘90后’‘00后’的观众发现这个人物身
上具有的不朽精神，我有信心让现在的年轻
人接纳这一个李大钊。”

张颂文习惯用分析角色性格的方式去进
入角色。他说：“从去年10月接到李大钊的
角色邀约，到12月电影开机，我有很多时间
准备。我只用一个晚上就看完了剧本，其他
时间都用来查阅资料。李大钊存世的影像资
料很少，我辗转多处只找到了一个18秒的无
声视频资料。我靠着这仅有的影像和大量的
文字资料，去走进人物的精神世界。故事有
十几年的跨度，李大钊的年鉴表我已装在心
里，哪年哪月他在干什么，我心里有一个脉
络，只要现场告诉我一个时间点，我就能从年
鉴表里找到对应的人物成长史。我在和导演
交流时提出一个要求，让他给我发挥的空间，
我不希望用太多的设计去演戏，我更愿意用

‘跟观众一起感受李大钊’的方式去表演。”
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查询，张颂文对

李大钊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当年李大钊在
北大图书馆上班，工资180块大洋，但他的儿
子却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同事也不理解，
后来才发现他在拿到工资后的第一周就全部
花完，资助学生、印刷刊物、给共产主义小组
提供活动经费……他家里大人、孩子连件像
样的衣服都没有，吃饭都成问题。从这些方
面入手，我便知道李大钊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他被捕了，拒绝被营救，他要以死抗争。
人最大无畏的行为莫过如此，他用牺牲来证
明自己的信仰，所以我在那场戏里增加了一
段台词，‘如果我的死可以唤醒那些麻木的
人，我愿意去死！’”
对于出演李大钊这一角色，张颂文表示

受益匪浅，“你演过一个人，演的过程中就会
大量感受他的思想，体会他做过的事情。电
影拍完了，但人物的精神会留在自己的心中，
让我在最危险的时刻勇于挺身而出。”

在热映的《1921》《革命者》中，张颂文是唯一主演了这两部影片的演员

“跟观众一起感受李大钊”天津音乐学院
民乐系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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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门柱进攻无收获 五粒失球防守显漏洞

中国女足奥运首战负于巴西队
天津男篮公开训练新人齐亮相

迎战上海申花津门虎有想法
本报讯（记者申炜）昨天，中超联赛广州

赛区进行了第7轮的4场比赛。在积分榜上
领跑的山东泰山队和广州队，都顺利战胜了
各自对手，继续巩固领先优势。
本轮比赛之前，山东泰山队保持不败，而

沧州雄狮队则至今未胜。此役两队交手，比
赛也进行得非常激烈。半场结束前，费莱尼
头球破门，山东泰山队取得领先。下半时刚
开始，郭田雨门前捅射破门。最终，山东泰山
队2：0取得了比赛胜利。
目前排在广州赛区第二名的广州队，本

轮迎战士气低落的青岛队。开场仅仅10分
钟，青岛队门将刘震理出击失误，高拉特捅射
空门得手。随后的比赛中，广州队大开杀
戒，最终6：0取得了一场大胜。
深圳队对阵重庆两江竞技队。上半时，

卡尔德克就梅开二度，元敏诚也打入了一粒
进球，深圳队取得大比分领先。重庆两江竞
技队无力回天，最终0：3输掉了比赛。
河南嵩山龙门队对阵广州城队，赛前两

队打出了“郑州挺住，河南加油”的横幅，对河
南受灾地区送去了祝福，最终两队1：1握手
言和。

全国大众柔道嘉年华亮相津门

山东泰山队7轮不败

本报讯（记者梁斌）7月22日至25日，2021年“中国银行
杯”全国大众柔道嘉年华、2021年中国中学生柔道锦标赛暨晋
江2020世中运柔道项目选拔赛将在天津体育馆举行，赛事联席
会昨天在津召开。此次赛事活动由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天津
市体育局主办，天津市举重摔跤柔道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
天津市柔道协会承办，天津泊湖体育运动有限公司协办。

作为国内竞技水平最高的青少年柔道赛事，本届赛事是
历史上规格最高、参赛人数最多的一届，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市
近百支青少年柔道队伍的1100名运动员参与到赛事及交流
活动当中。赛事规格不断提升，小运动员将按照严格的级别
划分，参与到专业组、校园组的竞赛当中。全国大众柔道嘉年
华活动及中国中学生柔道锦标赛以柔道运动的推广和普及为
办赛宗旨，通过柔道比赛为广大青少年体育爱好者搭建切磋
柔道技艺的平台，展现柔道运动的独特魅力，在广大青少年中
间不断夯实柔道运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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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出没之夏日连连看》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奔腾年代》第
11、12集 常汉卿拉着金
灿烂来工人俱乐部教她
跳舞，冯仕高突然闯了进
来，在众人面前跳了一曲
士兵之舞。金灿烂被英
俊潇洒的冯仕高吸引，常
汉卿有些吃醋，丢下金灿
烂一个人跑了。第二天，
金灿烂来找常汉卿询问
他们去宝成线的时间，并
答应跟他一同前去，这让
常汉卿很高兴。金灿烂
私下嗔怪常汉卿前一天
扔下她独自离开的事情，
让常汉卿有了感触……

天津卫视 19:30
■《母亲的承诺》第

23—25集花丫头带着情
绪把史云生和刘冬花的衣
服洗坏了，遭到刘冬花的
谩骂和毒打，正巧林秋雯
赶到，护住了花丫头。史
云生看到林秋雯和花丫头
关系好，便赶紧对花丫头
转变态度，假装关心。刘
冬花看出史云生的虚伪，
对他进行了挖苦讽刺。罗
玉芬生病，董援朝细心照
顾，罗玉芬流泪表示不该
拆散董援朝和林秋雯，董
援朝安慰着母亲……

天视2套 18:25
■《夜市人生》第18、

19集 大志将所有的积蓄
拿出来，发现还是差了许
多。大志正在为自己以往
的挥霍行为自责时，胡子和
秃瓢拿出自己的积蓄交给
大志，这让大志感动不
已。大志来到医院，把钱
交给魏红，魏红心中感
动。大志意外得知，魏红
因一直等不到肝源，要将自
己的肝捐给文娟。大志内
心焦急，但又无可奈何……

天视4套 21:00
■《哎呦妈呀》暑假

到了，孩子们看电视玩儿
手机的时间明显增加，很
多家长会担心孩子的视力
出现问题。那当孩子有哪
些表现的时候，就需要引
起家长重视了？缓解视疲
劳的方法都是什么呢？本
期节目，眼科专家跟您聊
一聊暑期的视力保护。

天津少儿 21:20

■《鱼龙百戏》由天
视文艺频道与天津市排球
运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
《鱼龙百戏》特别节目“曲
艺之乡·排球城”正在天
视文艺频道热播。本期是
由李佳和殷娜带领郭晓
玉、马铭呈、刘岳的“鱼龙
队”，对垒子骞和李娟带领
张福、谢洪利、李建锋组成
的“百戏队”。来自天津广
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亦
墨、相声广播主持人文超
作为领队，与女排冠军王
茜和王宁组成观察团。

天视2套 2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