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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京剧院创排现实题材京剧 亮相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

《楝树花》香飘江城

美术家实地采风描绘生态天津

本报讯（记者 张钢）据国家电影局数
据显示：截至10月10日，今年全国电影总
票房超400亿元，达401.26亿元，银幕数量
达80743块，总票房和银幕数量居世界首
位；票房过亿元的影片达47部，其中国产
影片33部，国产影片总票房已超过2019年
同期。这一来之不易的成绩，彰显出中国
电影市场未来发展的潜力和信心。

今年以来，多样化的影片展现出强劲
的市场号召力。尤其是围绕庆祝建党百
年，陆续推出了一批导向鲜明、制作精良的
优质影片，包括展现波澜壮阔建党历史的
《革命者》《1921》，讴歌当代英雄的《守岛
人》《中国医生》，置身于父辈激情年代的
《我和我的父辈》，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的《长津湖》等。这些影片都很好地实现了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影院14235家，银
幕80743块，并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其中县
级城市影院银幕28525块，占35%，乡镇影
院银幕12958块，占16%。巨型银幕规模
位居世界第一，新一代高规格影院建设也
在稳步推进。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昨日，我市胡琴名家张秀岭亮相天津
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为民乐观众献上了一台胡琴独奏音乐会。

胡琴家族的乐器多达数十种，较常见的包括二胡、高胡、
中胡、板胡、京胡等。胡琴家族在中国民族器乐中占有重要地
位，也承载着传承民族音乐、讲述中国故事的历史责任。

张秀岭是国家一级演员、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首席。
本场音乐会上，张秀岭为观众展示了他对多种胡琴乐器精湛
的驾驭和演绎能力。板胡曲《月牙五更》、二胡曲《二泉映月》、
京胡琵琶中国鼓曲《虞姬舞剑》、板胡与电声乐队《花儿为什么
这样红》等轮番上演。他手中的胡琴时而愁肠百转，时而酣畅
淋漓，时而展现出千军万马的气势，使观众沉浸在胡琴的艺术
魅力中。保利天歌民族乐团也参加了演出。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昨日下午，天津音乐厅内弦乐悠
扬、气氛热烈，作为天津交响乐团“周日音乐下午茶”系列音乐
会的第三场演出，由天交弦乐首席室内乐团打造的“龙猫遇上
鳟鱼”音乐会在此精彩上演，使观众于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聆听
世界名曲。

昨日的第三场音乐会延续了“周日音乐下午茶”的火爆。
在观众们如潮的掌声中，由天交多位首席组成的天交弦乐首
席室内乐团亮相，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动漫音乐“混搭”古典名
曲的音乐会。上半场，中国作品《大鱼》，久石让作曲的《人生
的旋转木马》《风之甬道》《邻家的龙猫》等让许多动漫观众找回
了温暖的记忆，下半场演奏的舒伯特A大调钢琴五重奏《鳟鱼》
则再现了作曲家笔下鳟鱼戏水的欢乐画面。喜爱古典音乐的观
众郭燕荣认为，新的“周日音乐下午茶”推出的演出既各有特色，
又讲究室内乐轻松愉悦的特点，符合观众口味，希望这个品牌在
每周日下午带来更多精彩的室内乐。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16日、17日，市美协组织全市美术
家深入“871”重大生态建设工程相关点位写生创作。

近日，市文联组织举办了“871”重大生态建设工程现场采
风调研活动，各文艺家协会的艺术家们深受鼓舞，也汲取到鲜
活的创作素材。市美协在总结采风调研经验后进一步确定了
重点点位，迅速组织画家深入实地写生创作。16日、17日，60
余位美术家走进津南区八里湾和西青区王稳庄双城绿色生态
屏障、宁河区七里海湿地，现场写生创作。

参与此次活动的美术家们涵盖国画、油画和水彩画等不
同专业。置身于优美的环境中，美术家们感受到我市在规划
建设双城绿色生态屏障的勇气、魄力和担当。他们打开画架，
铺开画纸，将激情倾注到画面之中，描绘出一幅幅蓝天碧水辉
映、林木花草芬芳的美丽画卷，抒发对绿水青山的向往和对生
态天津的赞美。据了解，市美协将持续倡导组织全市美术工
作者到“871”重大生态建设工程相关点位写生创作，用画笔展
现工程的建设历程、发展变化和阶段成果。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文并摄

在津城高校最美的一片红叶墙下，
给明天的自己写一封信，将未来几年
的心愿封存于此，待以后的“红叶季”
亲手取回——昨日下午在天津大学冯
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开启的“秋愿·2021
第三届红叶季”活动上，这个富有创意的新
环节——“写给明天的自己”，引发了学子
们的强烈兴趣，为一年一度的“红叶季”活动
增添了浪漫色彩和人文关怀。

踏着金黄的落叶，走进冯骥才文学艺
术研究院的大门，大楼巨大的墙面上，灼灼
红叶映入眼帘。秋风吹过，红叶飘落在澄
心池的水面上，与斑斓的锦鲤相映成趣。
旁边的草地上竖立着几根“红叶诗柱”，古
诗词里吟咏红叶的名句，为眼前美景增添
诗意。设置在风景最佳位置的打卡点，吸
引了一拨拨学子前来打卡拍照。绿竹旁，
“写给明天的自己”活动区域，尤其引人注
目。三座“心愿台”立在澄心池畔，摆着笔
和彩墨。领取了心愿卡后，学子们可在此
写下自己未来几年的期许、愿望、向往和小
目标，装进信封。心愿卡的副券恰好是一
枚“红叶”，可以剪下来，当场穿上丝带或流
苏，做成书签。三个不同颜色的信箱，分别
标着2022年、2023年、2024年三个年份，想

把信寄给哪一年的自己，就投进哪个信箱。
到了那一年的“红叶季”，便可以凭借“红叶”
副券，取回自己的信。
冯骥才对学子们说：“当明天的你拆开几

年前写给自己的信时，看看你是否实现了愿
望，成为了你曾向往的那个自己？”冯骥才透

露，“写给明天的自己”将成为以后每届“红叶
季”的常规活动，“这个浪漫的行为，不仅能帮
助青年学子们留住时光带给自己的一份充满
情感的纪念，还是一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
人文教育，能不断启发他们对自我和人生的
追求、认识及感悟。”

澄心池另一侧的“诗歌音乐沙龙”，由学
子们自发表演：中外诗文朗诵、吉他弹唱、口
琴笛子演奏、弦乐四重奏，以及翩翩起舞，享
誉全国的北洋合唱团也献上他们的歌声。诗
人徐志摩的铜像旁边，一面“红叶诗墙”贴满
了今年“红叶季”征集的摄影、诗歌作品，引人
驻足欣赏。还有喜欢画画的学子，背着画夹
来这里写生，或捡拾红叶，制作叶脉画……伴
随着诗歌与音乐，大家徜徉在优美画境中，尽
情享受美不胜收的秋日浓情。
春有海棠，秋有红叶，“红叶季”已成为天

津大学在“海棠季”之外的另一个校园文化品
牌。“秋愿·2021第三届红叶季”由天津大学
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主办，天津大学党委
宣传部、党委学工部、共青团委、图书馆共同
协办。

本报武汉电（记者 刘莉莉）昨晚,天津
京剧院创排的现实题材京剧《楝树花》在
武汉京韵大舞台上演,亮相第十七届中国
戏剧节的舞台,“楝树花开”香飘江城，收
获赞誉。

据了解,本届戏剧节由中国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单位共同主
办,推出一批聚焦“建党百年”主题的优秀
现代戏，大力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
讴歌英雄，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天津京剧院创排的《楝树花》是根据
“时代楷模”王继才、王仕花的英雄事迹创
作而成。梁波担任艺术顾问，赵爱斌编剧，
陈霖苍导演。吕洋饰演王仕花，王平饰演
王继才。经过两年多的精心创作，于今年
8月在津成功首演。
昨天上午在武汉当地举行了该剧媒体

见面会。剧目艺术总监王平、艺术监制吕

洋、唱腔设计续正泰、音乐设计李凤阁等主
创主演与当地媒体分享了创作经历。他们
表示,大家团结协作，坚持守正创新的理
念,让剧目既展现出时代感，也呈现出京剧

本体属性。通过排演这出戏,京剧人也在学
习楷模，平凡而伟大的精神感染着演职员奋
进向前，带着责任认真投入创作。天津京剧
院院长王则奇表示，建院65年来天津京剧院

排演了许多原创剧目，此次新排《楝树花》也
是希望通过文艺作品，传递坚守初心、爱国奉
献的精神品质。

该剧以王仕花为主视角展开，讲述守岛
人王继才背后的“女主角”。剧目故事从上世
纪八十年代讲起,守岛民兵王继才坚定初心
守海岛,他的妻子王仕花也毅然上岛与丈夫
风雨同舟。32年王仕花为人妻、为人母、为
人媳，其中的柔情与纠结令人揪心，也更令人
钦佩。岛上的恶劣环境，还有寂寞与清贫，都
不能动摇夫妻二人的信念，他们就像岛上那
些生性顽强的苦楝树，持之以恒守岛卫国。

饰演王仕花的吕洋发挥程派特色，以唱
腔表达出王仕花对丈夫的支持、对女儿的愧
疚等心理活动。饰演王继才的王平已经年逾
六旬，依然宝刀不老。剧中其他演员,生旦净
丑各展所长。全体演职员通力协作,令武汉
戏迷观众感受到戏曲重镇天津的艺术实力。

品“下午茶”赏世界名曲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打造校园文化品牌

“红叶季”新创意 写给明天的自己

胡琴音乐会奏出“千军万马”

今年全国电影总票房

已超400亿元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由天津市足球
运动协会和天津市校园足球办公室主办的
2021年天津市青少年足球精英赛，在河西区
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举行了闭幕式。
本次比赛是我市贯穿全年五大青少年足

球赛事的第三项赛事，设立男子U7至U15
组、女子U8至U14组共13个年龄组别，有
152支队伍、2234名小球员参加比赛，历时10

个比赛日，在河西区青训基地和河北区体育
中心两个赛区的7块场地同时进行，共完成
263场比赛。

通过这次比赛，使参赛的青少年球员们得
到了实战锻炼，竞技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培养
了他们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近年
来，天津市足协努力健全青少年足球培养体系，
为小球员们的成长搭建坚实的平台。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年斯诺克
北爱尔兰公开赛昨天在贝尔法斯特展开半
决赛争夺，在与31次排名赛冠军希金斯的
对决中，颜丙涛在先赢两局的情况下，连输
六局以2：6惨遭逆转。
希金斯表示：“很开心可以在0：2落后

颜丙涛的情况下拿到胜利，过去几次交锋
他都击败了我。在这么长时间空场比赛

后，面对这里的观众和热烈的氛围，我知道
要付出一切。”希金斯第52次打进排名赛
决赛，将与主场作战的马克·艾伦争夺冠
军，后者以6：3淘汰沃顿。决赛将展开17
局9胜的较量，胜者将拿到7万英镑的冠军
奖金，希金斯将冲击个人第32个排名赛冠
军，艾伦则要在主场力争继2018年苏格兰
赛后个人排名赛的第六冠。

中国男队无缘卫冕汤姆斯杯

中国女队第15次夺得尤伯杯

本报讯（记者 顾颖）今天15:30，天津
津门虎队将与大连人队，在大连足球青训
基地，进行本赛季足协杯“16 进 8”的争
夺。在昨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津门虎
队主教练于根伟说，全队上下都很清楚这
场比赛的重要性，要想在足协杯赛的赛场
上获得更多有价值的比赛机会，球队就必
须要赢下这场和大连人队的比赛，除了受
伤的方镜淇和周通，其他队员都已经做好
了准备，大家都希望取得一个好的结果。

在中超联赛第一阶段，津门虎队曾与
年轻的大连人队两度交锋，也两度失利，联
赛间歇期进行阶段总结的时候，教练、队员
们有共识的几场没有打好的比赛，其中就
包括负于大连人队。这一次，两队又在足
协杯赛场上相遇，尤其大连人队又是东道
主，津门虎队一方面非常渴望取得胜利，另
一方面备战也加倍小心。在大连人队主教
练何塞表示想连续赢津门虎队三次并不容
易的同时，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说：“我

们在努力调整队员，让他们在思想和体能、战
术方面能更好地适应比赛，另外外援维吉诺
维奇在打了一场比赛之后，我们也相信他能
有更好的状态。”

虽然从本月11日抵达大连之后，津门虎队
的训练一直都被安排在大连足球青训中心进
行，但是今天比赛使用的那块周围有看台的场
地，直到昨天下午，球队才第一次踏上，而且确
实只是“踏上”——考虑到比赛高频使用的原
因，赛区并不允许各队穿足球鞋在那片场地上

训练，教练、队员们只可以在赛前穿运动鞋到场
地上踩一踩，了解一下草皮的情况。
另外今天中午，假期之后返回中国，结束

了“14+7”隔离的津门虎队匈牙利籍外援卡达
尔，将从上海回到天津。16日，体能教练胡里
奥已经返回天津等待卡达尔，尽快帮助他恢复
体能和状态，假如津门虎队能够战胜大连人队
晋级八强，接下来将与陕西长安竞技与上海海
港两队之间的胜者，进行两回合的四分之一决
赛，卡达尔理论上可以赶上第二场。

本报诸暨10月17日电（记者 苏娅辉）2021—2022赛季
CBA联赛今天展开首轮争夺，天津先行者男篮首战以94：120
负于上海男篮。受腰伤困扰的张兆旭并未出现在赛场，无缘
对阵“老东家”。贡献13个篮板球的时德帅，在拼抢中被对手
撞伤门牙流血，赛后被送往医院诊治。

在开局5：12落后的情况下，凭借出色手感天津队首节以
31：23反超。随着上海队防守强度增加，天津队进攻受阻，组
织串联被切断，内线失守，外线漏防，给了对手太多空位得分
机会。天津队大比分落后时始终没有放弃，一度将分差缩小
到个位数。但进攻选择和效率波动大，加上多达24次的失
误，最终以94：120告负。天津队本场三分球34投仅11中，助
攻以15：34落后于对手。最大的收获来自于篮板球，在内线
张兆旭缺阵的情况下，天津队仅以49：55落后，远远好于季前
赛对阵北控时。

主教练凯撒表示：“我们前面打得非常好，最后几分钟球
员在场上有些‘断电’，最后的比分不能反映出本场比赛的实
际情况。上海队今年投入非常大，是联盟争冠球队之一。今
天和上海队打成这样，特别是张兆旭未能上场的情况下，我对
队员的表现非常满意，这是自季前热身赛以来我们打得最好
的比赛。”之前表现低迷的金鑫找回手感，得到全队最高的22
分并拿到7篮板。金鑫说，感觉以前的自己又回来了，希望能
够保持住这种状态。此外，谷泽浴延续了开赛以来的良好状
态，砍下了职业生涯新高的19分，并贡献6篮板。

颜丙涛遭逆转无缘北爱赛决赛 天津市青少年足球精英赛闭幕

体能教练胡里奥返津等待卡达尔

足协杯迎战大连人 津门虎欲打翻身仗

直播提醒：

2021足协杯大连赛区第二轮

大连人VS天津津门虎

今日15:30TJTV-5直播 天津男篮新赛季首战负上海

东西部协作排球明星公益赛举行

天津女排力克新军深圳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昨天，第二届“津诚所至·协作同
甘”东西部协作女排明星公益赛暨消费电商直播活动在天津
市人民体育馆开幕，天津渤海银行女排迎来与排超联赛新军
深圳中塞女排的较量，在三局比赛的争夺中，天津队最终以总
比分2：1力克对手。
本次比赛是天津市推出“排球之城”建设后举办的第一场

大型排球体育赛事，对于推动排球之城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比赛开始前，天津队联赛13面冠军旗、第十四届全运
会冠军旗帜冉冉升起。包括杨洁、李珊、李娟、殷娜等在内的
10余位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功勋球员亮相，与球迷互动，让天
津女排精神历代相传。
本场比赛，天津队主要目的是磨合队伍，首发阵容派出主

攻王艺竹、刘晏含，副攻搭档为王媛媛、张世琦，接应是土耳其
外援巴尔加斯，二传手为陈馨彤，刘立雯担任自由人。天津队
在前两局比赛中以25：18、25：19连胜两局后，第三局以20：25
不敌深圳队。“队伍目前还是恢复期，从比赛状态看，还没有达
到最好，所以说联赛之前要加大训练力度和队员之间的磨合，
特别是和二传的磨合。”主教练王宝泉认为。
刚刚入队的土耳其外援巴尔加斯此番是首次代表天津队亮相

赛场，她在比赛中通过精彩的扣球和防守展示着自己的实力。王
宝泉表示：“从隔离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她从体力到
技术还需要提高，这场比赛的整体状态和发挥还是很不错的。
赛前还嘱咐了外援在比赛时别受伤，另外要尽快适应。”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尤伯杯羽毛球
团体赛决赛中，中国女队以3：1逆转日本
队，第15次捧起尤伯杯。汤姆斯杯决赛
中，中国男队以0：3负于印尼队，无缘卫
冕。印尼队时隔19年再夺汤杯冠军。
陈雨菲以18：21、10：21负于山口茜，

继苏迪曼杯决赛后再度告负。“这两场失利
很相似，我没有太好的办法，比较被动，想
要改变，但精力不够用，身体反应慢，没有
拿下第一分。”陈雨菲坦言，奥运会后连续
作战，精力上很难迅速恢复。
陈清晨/贾一凡以29：27、15：21、21：18

力克福岛由纪/松本麻佑，激战 1小时57
分钟创下了“凡尘”自搭档以来单场比赛最
长时间纪录。“我俩下定决心要扳回比分，
二单接我们是1：1还是0：2完全不一样。
我们就是豁出去，拼死顶上。”
何冰娇以21：9、21：18战胜高桥沙也加，为

中国队反超比分。“我的状态一场比一场好，
最后一场球释放了全部情绪。教练和我说，
要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二单’。我觉
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二单’，前后都有
全力以赴的队友。”黄东萍/李汶妹以24：22、
23：21险胜松友美佐纪/松山奈未，为中国队
锁定胜局。
汤杯决赛中，半决赛中退赛的石宇奇并

未出现在中国男队名单中，陆光祖出任一
单，他以21：18、14：21、16：21遭金廷逆转，中
国队先输一场。“金廷打得非常好，我也拼尽
了全力，但没有拿出很好的应对办法。只要
自己精力稍微有一些不集中，就会被他牵着
节奏走，尤其是后面失误不断出现。”
何济霆/周昊东以12：21、19：21负于

阿尔弗兰/阿利安托，中国队以0：2落后。
李诗沣以 14：21、21：18、14：21负于乔纳
坦，中国队以0：3负于印尼队，无缘卫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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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胡同》第54、
55集 这天，一封加急电
报送到春花手中，电文是：
严谢父母速来师部医院。
春花瘫倒在地上，老严和
林翠卿急得团团转……严
宽给兵团打通了长途电
话，得知是鹤年的情书被
当众读出，被公开批评，要
求反思，组织让鹤年看守
粮囤……

天津卫视19:30

■《彩虹》第9—11
集 顾铭为了参与振东
村改造的事儿几次三番
来找陈富生，弄得陈富
生十分反感，平安撞见
顾铭再次登门，插科打诨
化解了陈富生的尴尬，
还把顾铭里里外外数落
了一通……

天视2套18:25

■《真情无限之养母·
生母》第19、20集 莎莎一
不做二不休，在互联网上发
布了“梦话女生”冠军欣妍
是夏蓉私生女的消息，一时
掀起轩然大波，引起社会的
广泛关注。欣妍看到这条
消息大受刺激，反复回忆和
夏蓉相识以来的点点滴滴，
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世……

天视4套21:00

■《最美文化人》叶
蓬，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中国戏曲教育家、中国戏
曲学院资深教授。先后师
从京剧大师杨宝森、李少
春和杨宝忠。万琳，天津
京剧院优秀青年老生演
员，杨派老生再传弟子，著
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叶蓬之
徒，首届中国京剧流派班
“杨派班”学员，2017年国
家艺术基金“杨派班”学
员，青京赛“银奖”获得
者。叶蓬先生待人宽厚，
律己尤严，一生坚守的原
则是：做人，惟诚惟真；从
艺，惟正惟精。在叶先生
的教诲下，万琳也慢慢体
味到京剧艺术的无穷魅
力，师父的严谨治学，师父
的爱徒如子都是他学习的
榜样。

天视2套20:00

■《非你莫属》邓弘，
今年23岁，来自江西省，高
中肄业。她从小非常自立，
做过两年的房产销售。工
作中，邓弘善于跟顾客沟
通、交流。此次，邓弘希望
再次寻求一份营销的工
作，企业家们认为她之前
的工作经验是销售，跟营
销岗位有区别，她能否求
职成功？

天津卫视2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