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文体
2021年8月16日 星期一 责编:秦斌 于港

《逐梦蓝天》小窗口见证大发展

平凡视角再现70年航空发展史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英国男子4×100米接力队成员吉
津杜·乌贾药检阳性，这意味着英国队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的
接力银牌可能被剥夺。昨天，乌贾首度公开发声，对自己药检
阳性结果进行了回应。

东京奥运会结束后，田径诚信委员会发布声明，证实男子
4×100米接力亚军英国选手乌贾药检结果阳性。英国奥委
会主席表示，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失望，但会尊重结果，并强
调在被证明违规之前，英国队还是无辜的。乌贾昨天首次对
药检结果公开进行回应，他在声明中表示：“我花了几天时间
来处理周四收到的消息，很快就被公开了。当得知这个消息，
我真是非常震惊。非常明确告诉大家，我不是骗子，我也从来
没有，也永远不会故意服用违禁药物。我热爱我的运动项目，
我也知道作为运动员和接力队员的责任，我尊重调查程序，在
正确的时间点之前，我不会发表进一步的评论。”

据悉，乌贾被发现身体里存在两种违禁药物，均有助于肌
肉的形成。而对于为何身体里有违禁物质，乌贾在声明中没
有作出解释。

本报讯（记者 申炜）
上周末，欧洲联赛逐渐拉
开了大幕，表现最抢眼的
还是挪威射手哈兰德。在
德甲首轮比赛中，多特蒙
德5：2大胜法兰克福，哈
兰德打入两球的同时，还
完成了助攻的帽子戏法。

球队的传球手桑乔加
盟曼联之后，外界一度担
心多特蒙德还有球员为他
们的前锋哈兰德传球吗？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名
挪威射手居然自带传球的
属性，这场比赛罕见地完
成了助攻帽子戏法。在经
过历练之后，哈兰德不但
有非常好的冲击力和终结
能力，也练就了不错的传球技能。

数据显示，全场比赛哈兰德共51次触球，完成了6次射
门，其中3次射正，3次过人成功的同时还赢得了2次争顶，此
外他还贡献了1次抢断和1次解围。过去1年多的时间里，哈
兰德代表多特蒙德共参加了61场比赛，打进了62球，44场德
甲联赛则参与53球（42球，11次助攻）。

赛后，队长罗伊斯夸赞哈兰德：“你总是要小心，不要把他
捧得太高，毕竟他才21岁。他当然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提高，
不过不得不说他拥有很强的实现自己想法的能力，他已经具
备全面的素质。我们当然需要他。”

哈兰德的身体素质，让人想起了C·罗的巅峰时候，事实
上葡萄牙人21岁的时候，远不如哈兰德目前的状态和表现。
根据官方统计，这场比赛哈兰德的最高速度接近了每小时36
公里，堪称惊人。

哈兰德目前吸引了全世界所有豪门球队的目光，不过他一
直都没有传出转会绯闻，还是缘于多特蒙德的开价太高。可以
想象，未来一两年之内，哈兰德肯定还会寻求更大的突破。本报讯（记者申炜）昨天，新赛季西甲联

赛正式打响，中国球员武磊效力的西班牙人
对阵奥纳苏纳。此役武磊首发登场，在出场
的63分钟比赛中表现不俗。是役，双方0：0
战平。

尽管上赛季在西乙联赛中逐渐沦为了
替补，但当西班牙人回到西甲联赛之后，武
磊却重新找回了主力位置。这一切源于实
力有限的西班牙人进攻只能来自反击，而
武磊擅于灵活跑位的特点，在西甲赛场更
有发挥的余地。此役武磊首发登场，在锋
线上搭档德托马斯。

在出场的63分钟时间里，武磊没有获
得射门机会，不过他送出了 2 次关键传
球。上半时武磊给恩巴尔巴送出斜传，后
者低射被扑出。第58分钟，西班牙队获得
了最好的破门机会，武磊传球到禁区内，但
德托马斯中路包抄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
竟然将球顶偏。

西班牙媒体赛后给武磊打出了6.7的分
数，在西班牙人的进攻球员中属于偏高的分
数。当地媒体对武磊本场比赛的表现给出这
样的评语：“武磊在做决定方面必须要提高，

需要更好地去控制比赛，他在球队最需要打
开局面的时候挺身而出。”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武磊代表西班牙人

出战的第100场比赛，也是他参与的第50场
西甲比赛。在这100场比赛中，武磊总共打
进14粒进球并贡献5次助攻。

本报讯（记者仇宇浩）素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的作家残
雪，近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最新短篇小说集《少年鼓手》。

残雪是一位有着独特创作经验与创造力的作家，诺贝尔
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著名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称其为
“中国的卡夫卡”。新书中收录了残雪近期创作的14个短篇
小说，延续了她一以贯之的先锋寓言式叙述风格，自由穿梭于
现实与想象的空间之中。残雪以充满个性与天赋的创作方
式，以简练的小说语言，将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进行充满象征
意味的夸张与变形，营造了异常丰富的小说内涵，呈现出独特
的精神世界。

本报讯（记者 张帆）由刘进执导，周唯、罗虹编剧，孙俪、
赵又廷领衔主演的电视剧《理想之城》正在东方卫视热播。

作为一部展现当代职场状态的现实主义话题剧，该剧将
目光对准普通的职场人，从“小人物”着手，描摹职场众生百
态，窥探职场真相。相较于以往的职场剧，《理想之城》从置
景、人物设定到故事情节，每个细节都呈现出一个“接地气”
“生活化”的职场。它不仅讲述了女主苏筱（孙俪饰）的职场成
长历程，更是将职场众生相描绘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剧中还有这样一群“小人物”，他们默默无闻，
为了生活而努力着，最为典型的是苏筱的闺蜜吴红玫（高叶
饰），职场中她不仅要忍受顶头上司玛利亚（张澍饰）的冷眼相
待，生活中还要承受男友和家人的无形责备，没有优越的家庭
背景，也没有出彩的资历，吴红玫的存在映射着那些“不够幸
运”的大多数人，她的未来能否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小前台杜
鹃（杨超越饰）代表的是时常陷入迷茫的年轻职场人，在与苏
筱的交往中，杜鹃也被她的精神所感染，慢慢找到自己努力的
方向。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昨
日，魔幻人艺术团亮相天津大剧院歌剧厅，为
天津小观众带来了一台精彩的大型魔幻互动
泡泡秀《泡泡王子的舞会》。
《泡泡王子的舞会》将深受儿童喜爱的

泡泡秀与舞台剧形式结合，在舞台上讲述
了一个既奇妙又动人的童话故事，邪恶的
魔法师出现在了平静祥和的王国，为了打
败他，泡泡王子在科学博士和小朋友们的
帮助下研制出了最厉害的泡泡，用泡泡作
为武器打败了魔法师。剧中在“正义战胜
邪恶”的故事框架下，充分利用泡泡秀这一
艺术形式，共打造出激光秀、透明泡泡、烟
雾泡泡、泡沫世界等九大场景，配合舞台的
声光电效果，在小观众面前搭建起一个奇
妙的童话世界，使他们充分感受到舞台的
魅力。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昨
日，由天津交响乐团天骄OPEN乐团打造的
“马达加斯加”动漫主题室内音乐会在天津大
剧院音乐厅上演。

天骄OPEN乐团由天津交响乐团各声
部首席及优秀青年演奏家组成，以开创主题
音乐、快乐音乐为宗旨，博采各类音乐风格，
在津城音乐舞台推出了一系列以经典动漫、
影视金曲为主题的专场音乐会。本场演出是
“打开艺术之门”2021暑期艺术节演出活动，
乐团精心策划推出了这台既适合小朋友又适
合“大朋友”的精彩音乐会。演出中，乐团精
选了《粉红豹》《马达加斯加》《狮子王》《美女
与野兽》《寻梦环游记》《冰雪奇缘》等经典动
漫电影中脍炙人口的音乐片段，以编制相对
齐整的室内乐队形式演绎，在欢乐优美的旋
律中展现出室内乐亲切、迷人的艺术特色。

■本报记者张帆

作为我国首部全景式展现航空工业发展
70年历程的电视剧，《逐梦蓝天》目前正在央
视一套黄金时间热播，它从四个“航空家庭”
的成长兴荣，折射70年的历史巨变，完成了
对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的一次总结。

三代人演绎70年航空奋斗史
自主制造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需要分几

步？它需要14719种253550个零件。丢掉
拐杖过河，走自主研制的道路有多难？剧中
主角奔袭千里，只为寻找一张研制发动机所
需的合格小牛皮……《逐梦蓝天》讲述了秦
天、赵德良、张长江、郑有福四个航空家庭、三
代航空英雄的故事，全剧以这些航空英雄的
个体故事为脉络，从个人视角观照国家航空
工业70年来的沧桑巨变，从三代航空英雄的
故事中见证了时代变迁。
导演李云亮说，四个航空家庭的选择其实

各有深意：“这四家基本上是按照一个军工企业
的各个层面来区分的。比如，秦天是从飞行员
转向设计师的，代表的就是能文能武；赵德良代
表知识分子，一辈子搞设计；张长江是从飞行员
转业以后变成厂的领导者，一个厂需要有厂长，
他代表了政工人员层面；郑有福代表了广大工
人阶层中的大国工匠。这四家人物的设立涵
盖了飞机制造过程比较关键的部门，是我们花
了心思把它编织起来的。”

剧中每个人物都浓缩了一位甚至多位航
空英雄的身影，他们从不同侧面诠释了航空
报国精神的丰富内涵。秦天的扮演者张博表
示，“秦天”这个角色集合了好几位科学家和
设计师的原型，“这部戏的真实度达到85%
以上，比如秦天用铁皮制造副油箱都是真事
儿，就是从无到有。这些原型人物都非常厉
害，他们的特质都合并到了秦天的身上，所以
这个角色带着各种英雄前辈的光环，很难
演。我觉得这部戏 有《激情燃烧的岁月》的
影子，也有《父母爱情》的影子，是一部非常厚
重的史诗剧。”
《逐梦蓝天》主创人员栉风沐雨，在拍摄

前进行了17次采风，转场汉中、宝鸡、西安、
阎良、蒲城、扈邑6地，克服艰苦的拍摄条件，
以“逐梦精神”完成了一次诚意之作。

人间史诗不乏烟火气
《逐梦蓝天》中的航空人不仅有大国工匠

的专业精神，也不乏生活情怀和浪漫爱情。
赴美留学的航空人才徐不周回国后来到417
厂，和秦天、赵德良“不打不相识”，还在一穷
二白的环境中迅速成长，学会了打洞、挖野
菜，甚至还能建窑烧砖。航空人的浪漫同样
“可圈可点”，江行健追求徐梦时送给她一本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在扉页上写下“徐

梦，我喜欢你，如果你同意，晚上八点操场见，
致以革命的敬礼”；秦天在食堂向曹慧芬求
婚，后者在他背上的签名成了剧中的“名场
面”……这一幕幕汇聚成升腾的“烟火气”，为
《逐梦蓝天》描绘出真实温情的动人画面。

大红袄、扎小辫，黄曼饰演的曹慧芳站在
一群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中间略显突
兀，而她笑言自己在剧中的定位就是“颜值担
当”：“曹慧芬这个人物既平凡又伟大，我相信
播出以后很多人都会喜欢曹慧芳。前期曹慧
芳没有文化，在科技上帮不了什么忙，但是她
在生活点滴、精神上是奉献者，都有她的存
在。”总结起来，曹慧芳代表了剧里剧外无数
为航空事业默默奉献的普通人，他们赋予了
理想更多内涵，也为一份伟大的事业平添了
几分人间烟火气。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主要人物的年龄跨
度都超过了50年，有的甚至达到70年，对于
演员的表演既是考验也很“过瘾”。张长江的
扮演者王梓权回忆道：“有一场戏是我跟张博
老师坐下来聊，咱们俩认识多少年了？他说
60年了，当时听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60
年！什么概念？两个人认识60年了，然后想
想都特别感慨，从20多岁演到80多岁不容
易。第一次演老人，我们几个提前都没商量，
先看对方怎么去展现老人的状态，大家不能
雷同，你那个样子，我就这个样子。我觉得人
越老越小孩，所以老人特别轴，在一起必须要
好玩。

动漫主题音乐会奏响欢乐乐章 《泡泡王子的舞会》打造奇妙世界

素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的作家残雪

推出最新短篇小说集

本报讯（记者梁斌）国际排联近期透露，
世界排球联赛将会改变赛制，具体为细化分
组等多方面。此次赛制改变，国际排联也是
想借此机会提升世界排球联赛这项赛事的竞
争力和影响力。
不同于之前的采用15轮单循环赛、前六名

参赛队晋级总决赛的赛制，改变后的赛制会有
参赛的男、女排各16支球队分成2个小组，每
组8支球队进行小组循环赛，每支球队将在小
组循环赛中进行12场比赛。每个小组的前四
名球队晋级八强，随后进行四分之一决赛、半决
赛和决赛。
作为如今在国际排联旗下，世界排名积

分换算率仅低于奥运会、世锦赛的世界第三
大排球赛事，世界排球联赛也希望通过本次
改变后的赛制，促使各国参赛队全程派出最
高水平的队员参赛。

苏州赛区补赛场场有看点

津门虎0：5不敌上海海港
两球三助攻哈兰德依然是焦点

武磊里程碑之战表现不俗
乌贾首次公开回应药检阳性

世界排球联赛
将会改变赛制

热播剧《理想之城》

聚焦职场众生相

本报讯（记者顾颖）昨天，中超联赛苏州
赛区，进行了第8轮的补赛，这也是联赛第一
阶段后半程的最后4场比赛。由于此前苏州
赛区各队的积分情况，决定了争冠组名额还
有北京国安、上海申花、河北三队的“三选二”
悬而未决，另外榜首、榜尾球队也没有提前确
定，因而4场比赛几乎场场有看点。面对中
超阵营中实力最强劲的队伍之一上海海港，
津门虎队昨晚整体发挥得并不好，最终0：5
失利，在赛区8支球队中排名第七，在第一阶
段中超总排名中列第14位。
下午进行的两支东北球队之战中，本赛季

从中甲刚刚升入中超的长春亚泰队3：1战胜大
连人队，积分升至28分，在上海海港与天津津
门虎两队尚未开赛的情况下，已经领先海港队
3分，按照中超联赛排名规则，两支球队积分相
等的情况下，排名先后要比较两队相互之间比
赛的成绩，由于长春亚泰队在这项比较中力压
海港队，所以确定获得了赛区第一。而大连人
队在输掉这一场比赛之后，积7分，也确定了自
己在苏州赛区榜尾的位置。
晚上同时进行的3场比赛，天津津门虎

队在与海港队之战中，派上了前一阶段积累
的相对主力阵容首发登场，但是雨中的比赛，
津门虎队似乎并不太适应，上半时第25分
钟、38分钟，外援奥斯卡通过运动战和角球，

分别助攻保利尼奥和魏震破门，取得两球领
先。易边之后，第58分钟，保利尼奥远射破门，
第60分钟，奥斯卡开出的角球由李昂头球完成
得分，短短两分钟之内，又将领先优势扩大到
4：0。第63分钟，津门虎队李松益背后铲倒海
港队洛佩斯，被主裁判刘威出示了红牌，此后，
场上少一人的津门虎队进一步陷入被动，第81
分钟，又被海港队抓住角球机会再入一球，5：0

也是海港队最终的取胜分。不过令津门虎队
更为被动的是，下半时才替换登场的陈科睿，在
临近完场时又踢倒保利尼奥，吃到了球队本场
比赛的第二张红牌。

昨晚同时进行的另外两场比赛，北京国安
队4：2战胜上海申花队，取得了苏州赛区第三
名，河北队1：1逼平武汉队，取得赛区第四名，
也进入争冠组，上海申花队则很意外地只取得

苏州赛区第五名，与武汉队、天津津门虎队、大
连人队，一起进入保级组。根据赛制，广州、苏
州两个赛区的后四名带着之前的积分进入保
级组后，每支球队都要和与自己不在同一赛区
的4支球队进行两回合总共8场比赛，总积分
前六位的球队直接保级，后两位还要与中甲联
赛第三、四名进行升降级附加赛。

纵观津门虎队本阶段9场比赛，津门虎
队的教练、队员们无疑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
是整体表现并不稳定，有的场次发挥十分出
色，有的场次也出现比较大的起伏。追根溯
源，这依然是队伍人员配置有短板，以及组建
时间不长、磨合不够导致的问题，再加上夏季
转会窗口打开期间，高中锋外援引进失败，也
给球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接下来的歇赛
期，津门虎队必须结合自身情况做更有针对
性的磨练，才能力争打好后面的保级大战，而
具体到昨天的比赛，技不如人是失利的根本
原因，而两张红牌给12月保级组之战的开局
带来了人员使用方面的困难，比失败本身更
令人沮丧。

赛后主教练于根伟主动担责，表示出现大
比分失败，和战略战术有一定关系，球队回去之
后也要做整体总结。另外于根伟也代表李松
益、陈科睿向海港队表示歉意，说足球比赛需要
勇猛顽强，但是不应该有这样的犯规。

■《爱的厘米》第15、
16集 关震雷跟老司机学
省钱经验，但他再遭遇
醉酒顾客，被投诉不说，
还因违规被开了罚单，
气恼之际，关雨晴通知
他去签协议，关震雷憋
着一肚子火赴约。关震
雷认定关雨晴嫉妒自己
在家中得宠，故意找他麻
烦，拒不肯签协议……

天津卫视 19:30
■《拥抱星星的月亮》

第31—33集丁云突然递
交了辞职信，她说自己准
备和许冲结婚了，婚后她
想好好照顾家里、好好照
顾许冲。婚礼就订在下
周一，她邀请明月和蒋佳
楠一起参加，临走前丁云
对明月说自己终于还是
赢了，明月笑着说她们之
间难道还有什么比赛吗？
丁云说明月一直跑在前
面，当然没有感觉……

天视2套 18:25
■《隐形的翅膀》第

20、21集 安琪没有想到
元涞将自己耍得团团转，
于是和元涞绝交，郁闷离
开。恰逢高飞打电话慰问
安琪，两人去游乐场一起
聊天游戏，忘掉不开心。
元涞向安琪道歉，承认自
己和菁菁不是兄妹关系，
他和菁菁都是孤儿院长大
的孤儿，是菁菁一直纠缠
自己。高飞拆穿菁菁有父
母，质问元涞煞费苦心靠
近安琪目的何在……

天视4套 21:00

■《非你莫属》刘通，
折纸艺术家、设计师。四
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
者。2006年在德国留学
时，看到一个德国人拿一
张纸随便折几下，就折成
了一朵玫瑰花，这种折纸
形式他没有见过，出于好
奇开始在网上找资料。他
根据资料学习，从2006
年一直坚持到现在。

天津卫视 21:20

■《最美文化人》京
剧程派，由程砚秋先生创
立，其唱腔优雅婉转、若断
若续，是旦角中举足轻重
的一派。在程派艺术的传
承之路上，天津就诞生了
一位唱念做打俱佳的程派
名家。她曾是英姿飒爽的
刀马旦，也曾被评为五小
程旦之一，她的三位恩师
都是名满天下的京剧表演
艺术家，她自己更是深得
程派神韵，文武兼备的大
青衣。而今，她又将校园
作为人生的第二舞台，以
开阔的艺术眼界培养戏曲
艺术人才。她就是本期嘉
宾，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
剧梅花奖获得者、京剧程
派名家李佩泓。

天视2套 20:45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剧场：爱的厘米

（15、16）21:20非你莫属
天视2套（103）
18:25剧场:拥抱星星

的月亮（31—33）20:45最
美文化人

天视3套（104）
17:50剧场：远方的山

楂树（1—3）19:20剧场：孤
岛飞鹰(8—11)22:15剧场:
和平饭店(9、10)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隐形的

翅膀（20、21）
天视5套（106）
19:30 中超第八轮补

赛北京国安VS上海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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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 多派玩儿动画

《熊熊乐园4》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