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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左手”时隔24年再夺冠假期还有一周多 津门虎队员陆续归队开练

“开小灶”的感觉挺好

苏大强后“滑丝爹”乔祖望又被骂火

“败父”揭示当下代际冲突新变化

后防不稳西甲双雄同病相怜兹维列夫称王巴蒂封后

■本报记者张帆

继爱喝“手磨咖啡”的苏大强后，近期
热播剧《乔家的儿女》又为观众奉上了一个
经典的“败父”形象——乔祖望。与国产剧
热衷“大女主”有所不同，影视作品中的“败
父”形象更易引发观众热议。昨天，乔祖望
的扮演者刘钧接受了记者采访，他对“热剧
多败父”现象进行了剖析。巧合的是，此前
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刘钧扮演
的盛紘被网友戏称为“紘郎”，也是一位典
型的“败父”。近年来，“丧偶式育儿”频被
提及，男性在家庭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也成为热点话题。

乔祖望有年代特质
在《乔家的儿女》中，刘钧饰演的乔祖

望表现出的是“坍塌式父爱”，他先后将幼
子和四女送予他人寄养，对其他子女的成
长也是不闻不问，和全力担起家庭重任的
长子乔一成形成鲜明对比。对于这个失败
的父亲形象，刘钧用三个字总结“浑、赖、
贱”，“这个人有代表性，尤其在那个年代，
家里有好多孩子，但对孩子完全撒手不顾，
今天的观众会觉得这个人太自私，但过去
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子女大都是放养状态，

家里有点好东西都是先紧着老人，不会优先
考虑孩子。”

与母亲相比，父爱缺失是大多数家庭
普遍存在的问题。回到“乔家”，这个现象
也在乔祖望的身上得到集中展现：妻子临
盆，他在打麻将；幼子早产虚弱，他吃肉喝
酒却不舍得买奶粉；当三丽遭遇熟人猥亵，
他拿了赔偿金打算息事宁人，最后还是大
哥一成报警抓人……一个极端的“败父”形象
呼之欲出，但在刘钧看来，这些还不足以描绘出
一个完整的人物：“我觉得人都是复杂的，是会
成长的，乔祖望也在成长。剧中有一场戏是小
一成去公安局举报父亲赌博，那是他第一次反
抗父亲，用头撞了他之后就跑掉了。乔祖望没
想到孩子会反抗，人从屋里出来冲着孩子跑的
方向愣了半天。后来很多场戏，乔祖望都不怎
么看一成，他是有一些不自信在里面的。”

苏大强“作”乔祖望“精”
乔祖望被骂上热搜，也让观众联想到另一

个不靠谱的爹——苏大强。刘钧客串了《都挺
好》，对这个人物比较熟悉，“观众肯定会把他们
归到一路人，但乔祖望和苏大强不大一样。乔
祖望不是作，他自私、爱贪便宜，他有个外号叫
‘乔精刮子’，就是特别爱算计，到了老年也有像
苏大强的部分，喜欢惹事儿。”和苏大强相比，乔
祖望的时间线拉得更长，“从年轻到老去，他经
历了很多年代，伴随孩子们的成长也在与时俱
进。这个人有趣在哪儿呢？他不落伍，用他的

方式紧跟这个时代，也追剧、唱流行歌曲，跟得
上下海的潮流。”

《乔家的儿女》不是“爽剧”
随着《乔家的儿女》的播出，原生家庭、亲

子关系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对于剧中的
“中国式父母”，刘钧认为很真实也很普遍，
“那时的家庭大多比较传统，比如父亲不苟言
笑、母亲善良隐忍，为了家庭牺牲自我，但是
今天社会已不一样，不太接受传统父亲的形
象了。”

生活中的刘钧有个5岁的女儿。他认为
良好的亲子关系应当是彼此平等和相互尊重
的，“这样相处起来，孩子才会愿意跟你分享
交流。再就是陪伴很重要，而且是有质量的
陪伴，并不是把孩子交给游乐场、玩具、动画
片。”每次拍完戏回家，刘钧都会全身心陪伴
女儿，“我们一起玩游戏或是一起做一件事
情，我经常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因为我
也是第一次做爸爸，也在不断学习。”

对于这部讲家庭、讲成长的戏，刘钧希望
观众看得舒心，“这部剧挺解压，它不是‘爽
剧’，但里边有很多悲欢离合。希望我们用心
创作的《乔家的儿女》，能够让大家在快节奏、
压力大的生活和工作中，既享受快乐又有所
思考，想想家庭是什么，幸福是什么，我们应
当如何与人相处、与家人相处。”

和“苏大强”一样，乔祖望也是“一次对父
辈形象的重新建构”。“苏大强”的扮演者倪大

红说：“这个父亲形象最为独特的就是反传
统，甚至还有点极致。这样的父亲角色设
定我觉得丰富了荧屏上曾经有些单一的父
亲形象，角色解放了，人物就鲜活了。”而对
这类并不“正面”的角色激发出的观众关
注，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戴清
认为，“丑角”形象的塑造也是观众审美进
化的一部分。在她看来，审“丑”大众化是
观众审美层面的重要推进，也是通过这样
的创新方式对当下都市社会生活代际冲
突、家庭伦理的新现象和新变化的一个生
动揭示。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鲁迅文学奖、文津图书奖得主张
新颖的《沈从文九讲》近期由译林出版社推出20周年精装
纪念版。
《沈从文九讲》着力“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以一种与

朋友交谈式的平实语言，紧贴着沈从文的作品展开，剖析沈从
文在不同阶段的文学、思想、实践，从而为读者呈现沈从文丰
富的生命轨迹，同时作者又把沈从文放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
巨大变动的历史过程中，借此重新理解他的文学 。出版20
年来，该书影响不衰，此次纪念版新增三位评论家的评论文
章，为读者理解沈从文及该书提供了不同的路径。

本报讯（记者刘茵）日前，平津战役纪念馆宣教部工作人员
走进红桥实验小学，与学生共同开展“平津馆趣味课堂进校园之
小小策展员”主题活动，打造体验式、参与式、互动式课堂。

活动开始，平津馆工作人员为同学们介绍了“小小策
展员”研学智慧课程。这是一款集知识问答和线上策展为
一体的学习软件，以平津馆基本陈列为依据，共设有7个
关卡。

策展任务以小组比拼的形式进行，限时20分钟，按照各
组任务完成的数量决定名次。比赛开始后，同学们化身“小小
策展员”，打造自己心目中的平津馆。

平津馆宣教部工作人员表示，趣味课堂进校园活动，不仅
让同学们学习了平津战役的相关知识，而且让同学们体验了
作为策展员布展的乐趣，同时锻炼了同学们团结协作的能力，
是纪念馆丰富教育模式的有益尝试。

本报讯（记者仇宇浩）“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中华优秀出
版物图书奖获得者陈学明的通俗理论读物《马克思主义与我》
近期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从小角度切入，通俗易懂地向读
者展现马克思主义的魅力。

陈学明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和博导，该书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思想精华的凝
结，从马克思主义帮助我们树立崇高的理想和信仰、给予我们
正确的价值评判标准、观察和认识事物的正确方法、帮助我们
确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四个方面进行鲜明阐释，指明马克思主
义是我们认识世界、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能
为个人成长、成才打下科学的思想基础。

作者以深厚的理论积累、清晰的逻辑脉络，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向读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对个人成长的塑造作用，深化
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的认识，教育读者学
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分析世界，引导读
者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化为内在的素质和底气，深刻
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本报记者刘莉莉文并摄

日前，肖桂森戏法工作室里迎来一批热
心观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法）代表
性传承人肖桂森为大家讲戏法、演戏法，使这
门传统艺术的魅力在快乐氛围中蔓延开来。

天津素有“戏法窝子”之称，是古典戏法
传承重镇之一。对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发
展，肖桂森深知决不能固步自封，戏法人要
“守正”也要“创新”。2020年底，他投入话剧
《大戏法》的创排工作。肖桂森说：“每个戏法
节目都是一粒珍珠，那么如何把它们串起来
形成一部完整的舞台作品，以达到更好的效
果？对此，我们与天津人艺一拍即合，在这部
作品中将戏法与话剧相融合。”

不过，毕竟是两种艺术形式，在融合创
作过程中难免产生问题。比如发声方法，
戏法和话剧的风格大不相同。戏法演员也
会在台上跟观众互动，但一般声音不大，以

此达到观众努力听、不走神的效果。然而，
话剧表演要求演员一张嘴就要把声音送进
观众耳朵。尤其这次《大戏法》演出是在小
剧场，200多人的剧场没有麦克风，对戏法
演员更是挑战。

前不久，话剧《大戏法》成功首演，这一新
颖作品既保留原汁原味的戏法，又呈现出一
个完整、跌宕的戏剧故事，新鲜之作在观众间
引起热烈反响。肖桂森诚恳地说：“很多地方
还可以融合得更好，我们还要继续打磨。”

年届六旬，依然在为戏法传承不停奔
走。肖桂森除了在工作室搞活动，还把戏法
带进校园。他根据不同年龄的学生定制讲座

内容，给小学生就多设计一些小道具、小表
演，易于接受；面对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
肖桂森不光讲艺术，还会分享个人经历：“我
从小就爱好戏法，但长大后没有从事专业。
我调入杂技团的时候，已经快50岁了，但我
始终有一颗热爱戏法的心，从那开始，我这后
半生被改变了。除了个人的努力，还有大家
的帮助、非遗的平台等各种支持，我才能走到
现在。”

肖桂森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更想把
戏法的轻松愉悦传递给更多人，希望大家都
能够积极阳光地面对社会和人生：“有时徒弟
们问我，怎么算成功？我跟他们说，记住了，
在家里，你是儿女，在工作中，你是大家的同
事，在老师面前，你是学生。在家让父母高
兴，工作中让同事高兴，学习中让老师高兴，
他们都高兴了，你也高兴了。做到这点，你就
成功了。”

国家级非遗传人肖桂森，用戏法创造愉悦氛围感染身边人——

传承戏法传播快乐

通俗理论读物

《马克思主义与我》出版

平津馆趣味课堂走进校园

小学生变身“小小策展员”

“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

《沈从文九讲》推出纪念版

文化观察

本报讯（记者 申炜）新赛季法甲因为梅
西的加盟而备受关注，不过阿根廷球星还没
有出场，却出现了骚乱事件。昨天凌晨进行
的法甲第3轮比赛中，尼斯和马赛的比赛中
出现了球迷骚乱场面，比赛被迫中断。

这场比赛进行到第75分钟，比分落后的
马赛获得角球机会，不过帕耶遭遇了尼斯球
迷的水瓶袭击，一瓶水直接扔到了他的后背
上。帕耶起身后相当愤怒，不顾尼斯球员的
劝阻，捡起地上的矿泉水瓶砸向看台。这样
的行为点燃了球迷的怒火，随后大批尼斯球
迷跳下看台讨要说法，比赛场面一度失控。

随后两队回到了更衣室，马赛方面拒绝

法国职业足球联盟继续进行比赛的要求，比
赛被迫腰斩。两队教练和球员随后发生了争
吵，尼斯教练组的一位成员指责马赛球员将
球迷扔下的瓶子扔回看台的行为不够冷静。
对此，马赛主帅桑保利愤怒地大声回复：“说
我们是罪魁祸首？你肯定是疯了。”
按照相关规定，马赛会因为弃赛而被判

0：3告负，但目前法甲官方尚未宣布最终的
处理结果。法甲职业联盟纪律委员会随后宣
布，将召集两队球员代表参加今天举行的听

证会。可以肯定的是，尼斯球迷的行为肯定
会为球队招致处罚。

尽管法国政府方面表示，球迷投掷物
品的暴力行为不可接受，但法甲联赛中的
足球流氓早已经蔓延开来。例如马赛就有
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组织，尼斯一直都是
足球流氓的重灾区，2013年11月的一场比
赛中出现的骚乱就导致了多人受伤。如今尼
斯和马赛的比赛中出现球迷骚乱，一点都不
让人感到奇怪。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ATP1000辛辛那
提大师赛昨天结束，兹维列夫以6：2、6：3战
胜卢布列夫，豪取11连胜的同时拿下第5个
大师赛冠军，在历史排名榜上与贝克尔、考瑞
尔、库尔滕等名宿并列第九位。彻底打破此
前6次出战辛辛那提大师赛0胜的“魔咒”，
成为1996年的阿加西之后，首位在同一个赛
季连夺奥运会和辛辛那提大师赛冠军的选
手，也是继1985年的贝克尔后，首位在该赛
事夺冠的德国人。
这是兹维列夫的第5个大师赛冠军，甩

开刚刚追平自己的梅德维德夫，成为“90后”
大师赛第一人。打破此前6次在这里参赛一
胜难求的“魔咒”是冠军之外更大的收获。“我
周三在这里赢了第一场球，之后感觉越来越
好。”辛辛那提大师赛过后，兹维列夫世界排
名超过纳达尔升至世界第四，美网种子席位
将由本期排名确定。“通往都灵”年度冠军积
分榜上，兹维列夫超越了贝雷蒂尼和卢布列
夫，升至第四位。兹维列夫目前已拿到17个
单打冠军，包括5个大师赛和1个年终总决赛
冠军，还有东京奥运会男单冠军。“我刚刚赢得
了奥运会，又拿到一个大师赛冠军，我非常开
心，希望接下来的美网也能有好的表现，现在我
非常期待去纽约。”去年美网男单决赛，兹维列
夫曾在两盘领先时遭蒂姆逆转。

本报讯（记者申炜）西甲第二轮比赛，巴
萨勉强和对手战平，另外一支豪门球队皇马
也同样没有赢球。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皇
马最终3：3战平了莱万特，后防线的问题暴
露的比较明显。

巴萨失去了梅西，皇马也好不到哪去，这
个夏天大批球员离队，拉莫斯和瓦拉内的离
开对球队防线带来了巨大影响。客场面对莱
万特，皇马在进攻火力上依然非常强大，贝尔
打入一球，而替补登场的维尼修斯梅开二度，
让人看到了他的巨大进步。

不过这场平局却暴露了皇马在防线上存
在的各种问题，在拉莫斯和瓦拉内离开之后，
如何让防线回到稳固程度，这是主教练安切

洛蒂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莱万特在这场比
赛踢出了多变立体高效的进攻套路，展现出
极高的战术素养，这对于皇马来说却不是一
件好事。
目前这个阶段对于皇马的防线来说比较

困难，卡瓦哈尔刚刚伤愈，门迪与马塞洛都无法
出场。安切洛蒂只能使用米利唐和纳乔这对
中卫，此外将阿拉巴放到左路，巴斯克斯还在努
力适应边后卫位置的要求。这四名球员所组
成的防线，出现漏洞似乎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皇马来说，这是一个过渡的赛季，所

有人都清楚他们正在酝酿引进姆巴佩。在将
厄德高卖给阿森纳之后，皇马这个夏窗的转
会盈利超过了7000万欧元，但居然没有引进
任何球员。在这种情况下，安切洛蒂也只能
安慰自己，“我已经拥有一支了不起的球队，
这支球队可以为任何事情而竞争。”

这场比赛之后，安切洛蒂的心情已经截
然不同，“我们上半场明明控制着局面，最终
却打平了，很难解释原因。第1个丢球是防
线站位有问题，第3球是运气不好。而第2
球是被对手3打2，这怎么行？”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下午一场突如
其来的大雨，打乱了津门虎队几名队员的训
练安排——确实是“几名球员”，除了原本已
经正常开练的外援维吉诺维奇和小将杨梓
豪，石炎也回来了，半个月的休假只休息了一
周，年轻人在家里就呆不住了，还有王政豪和
樊旭洋，也约好了归队一起练。
很可惜，体能教练胡里奥给他们安排

好的训练内容，被大雨叫停了，只能临时
更换，不过尽管队伍在放假前都给队员
们发放了详细的假期训练安排，可本周
陆续还将有队员提前归队，随着训练队
伍的壮大，可以安排的训练项目也更多，
后续还将有教练提前结束假期，与胡里
奥一起带“假期队”。实事求是地说，放
弃假期提早归来，并不是津门虎队提倡
的，不过队员们的这份热情和自律，确实
让教练组非常欣慰。
在津门虎队的新家里，大部分队员是自

己一个房间，有些年轻队员两个人一间，比如
石炎就是杨梓豪的室友，随着石炎的归队，4
楼属于他们俩的房间先热闹了起来。因为球
队还在假期中，所以他们的专属食堂、餐厅还
没有正式运转，队伍从苏州赛区归来后，体
能教练胡里奥和几名住在队里的队员，就
一直被安排去天津女排的餐厅用餐。其实
严格意义上说，因为津门虎队和天津女排
住“前后楼”，两座楼之间有餐厅相连，因此
未来两队用餐，也不过是把一个餐厅做相
应的区隔而已。

维吉诺维奇和马格诺这两名之前从没
来过天津的外援，如今也成了邻居，他们租
住在离队伍住地不远的公寓里，很快马格
诺也要开练了。19日到上海报到后，巴顿
在国家队已经训练了4天，他说自己一切
都好，只是作为新人，还稍微有一点紧张，
慢慢适应就没问题了，对他来说，达到要
求、服从安排最重要。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2021赛季斯诺克英国公开赛昨天
落幕，46岁的“金左手”马克·威廉姆斯打出2杆破百以6：4战
胜加里·威尔逊，时隔24年再度获得英国公开赛冠军，成为
雷·里尔顿（50岁14天）和道格·蒙乔伊（46岁221天、46岁
172天）后，第三年长的排名赛冠军。这是他职业生涯第24
个排名赛冠军，位列历史排名榜第五位，10万英镑冠军奖金
帮助他的世界排名从第11位上升到第8位。

1997年，威廉姆斯曾以9：2战胜亨德利，首夺英国公开赛冠
军。时隔24年，已经46岁的他再度捧起英国公开赛冠军奖杯。
“说实话，5年前我就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现在我
已经46岁了，还能排名第八。能够赢得比赛，我真的有点幸运，
今天也是突破了自我。在本届赛事中，本有两三场我已经必输无疑
的比赛，但我设法赢到了最后，就好像冠军已经被我预订了一样。”

威尔逊转入职业11年来两次打进决赛，上一次是2015
年的中国公开赛，当时他以2：10负于塞尔比。“输掉比赛后很
难直接恢复积极的心态，但显然在本赛季的第二项赛事中进
入决赛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可以拿到不菲的奖金，也能
在巡回赛的排名上有所提升。这确实减轻了一些压力，但我
仍然感到非常失望，我实在是太想要赢得这场比赛了。”

本报讯（记者张璐璐）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满
足东丽区及全市广大群众的多元化健身需求，将于9—10月
举办的天津市东丽区第二届智力运动会启动。本届比赛由天
津市东丽区文化旅游体育局等单位联合发起举办。结合新冠
疫情防控的实际情况，计划以“线上赛”的模式为主开展，主办
者希望广大市民踊跃报名参赛。

本届智力运动会设置象棋、围棋、国际象棋、五子棋、竞技二
打一等项目。项目多样、内容丰富、参赛便捷，已经吸引了全市
乃至全国各地棋牌爱好者的关注。届时参赛者将在隔空对弈、
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愉悦身心，体会智力运动带来的乐趣。比赛
在对弈平台和专用直播平台上进行，同期还将组织大师讲棋和
AI挑战赛等系列活动。

东丽区第二届智运会启动

球迷骚乱法甲彻底“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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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爱的厘米》第
31、32集 徐清风定制了
钻戒，订好餐厅，准备向
关雨晴浪漫求婚，然而等
待途中，却被医院的急诊
电话叫走，求婚计划不得
不搁置。经过不眠不休
的奋战，他终于成功完成
心脏移植手术，累到直接
躺在手术室地板上昏
睡。朦胧间，关雨晴来到
他身边，徐清风在手术室
里求婚，关雨晴甜蜜答
应。关雨晴和徐清风回
国，老关夫妇张罗吃饭庆
祝，徐秀兰始终认为自己
误信蓝俏俏差点害了清
风，没资格参加饭局，拒
绝前往……

天津卫视 19:30
■《错恨》第13—15

集 紫苏铁了心要离家，
半夏拿出了他已经买好
的机票，他支持妹妹，紫
苏大哭说一辈子不会忘
记哥哥恩情。紫苏在半
夏的掩护下赶去机场，半
夏送了妹妹一把中草药
植物“远志”，让紫苏放
飞理想，破败的家由他支
撑。但是赵燕子追来，拿
当年董惟一背叛家庭，导
致生活悲剧的前车之鉴，
阻止紫苏不要被男人所
骗。没想到紫苏说就是
被拐卖了，她也不要住家
里了……

天视2套 18:25
■《隐形的翅膀》

第 36、37 集 管教带安
琪探望敏娜，安琪告诉
敏娜自己已经被大姨
认领，敏娜内心心潮翻
涌，却故作冷漠，赶走
安 琪 去 找 她 的 新 家
人。何芳华带着一张
支票找到段和华，希望
抵消安琪父亲的罪恶，
段和华为表诚意，只得
无奈收下……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今天

的被告是一位母亲，同在
法庭之上的是她赋予生
命并一手养大的女儿。
本是最贴心的母女俩，是
什么让她们之间产生了
隔阂，甚至到了断绝往来
的地步呢？

天视6套 18:00

■《艺品藏拍》“赤橙
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
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
阵阵苍。”节目一开场，主
持人文超就点出了今天的
主题——颜色。本期节目
中的4件藏品与颜色有着
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一起
来看看。

天视2套 2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