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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初中小学开展学习“红色记忆”系列漫画故事成果汇报活动

小岗村的故事搬上校园舞台剧

王麦杆艺术展在京开展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WTA250库马
约尔公开赛昨天展开女双决赛争夺，在这场
“津花德比”中，郑赛赛/王欣瑜以6：4、3：6、
10：5力克3号种子张帅/穗积绘莉，继今年
WTA125哥伦布站之后再度联手捧杯，这也
是两人合作以来的首个巡回赛冠军。
郑赛赛/王欣瑜半决赛横扫4号种子

勒夏米娅/桑塔玛利亚，继今年WTA125
哥伦布站之后再度联手挺进决赛。张帅/
穗积绘莉以不失一盘的方式连赢三场挺进

决赛，这也是二人继2018年日本公开赛后再
度合作晋级决赛。在前两盘双方平分秋色
后，进入抢十大战，王欣瑜/郑赛赛很快便取
得领先优势，并最终以10：5锁定胜局。郑赛
赛就此结束了巡回赛女双决赛4连败，夺得

自2019年3月墨西哥公开赛（与阿扎伦卡搭
档）后的首个、也是生涯的第5个巡回赛女双
冠军（2019阿卡普尔科、2015斯坦福、2015天
津、2011广州）。继2019年南昌站后，王欣瑜
拿到了第二个女双巡回赛冠军。

本报讯（记者 顾颖）北京时间昨天凌晨，欧洲各国联赛都
在推进，外界关注的焦点，普遍集中在最近出现状况的豪门球
队。刚刚经历了换帅的西甲豪门巴萨，本轮在诺坎普主场迎
战阿拉维斯，最终两队1：1战平，至此，巴萨已连续3轮不胜，
目前4胜4平3负积16分，排在西甲积分榜第9位，这一成绩，
“追平”了球队进入21世纪以来的最差联赛开局。

这场平局之后，西班牙当地媒体评价巴萨说，主教练科曼
离开了，球队却一切照常，代理主教练塞尔吉改变不了任何
事情，唯一改变的只是赛前大名单上教练的签名。目前，巴萨
队中伤病情况严重，本周中，他们将在欧冠小组赛客场对阵基
辅迪纳摩，这对塞尔吉本人和球队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英超赛场，之前一轮被利物浦5:0“屠戮”的曼联，客场3:0

完胜热刺，成功为处在换帅风口浪尖上的主教练索尔斯克亚
“续命”。这场比赛，曼联排出了更注重防守的阵容，前场则让
C·罗和卡瓦尼这两位久经沙场的老将搭档。从第39分钟C·
罗入球，便一路顺风顺水打得比较顺畅。曼联下一轮就将遭
遇同城劲敌、卫冕冠军曼城，曼城过去一周过得极其糟糕，周
中联赛杯点球大战被西汉姆联排除在8强之外，昨天联赛又
两球负于水晶宫这样之前9场比赛只取得一胜的对手。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新赛季排超联赛
日益临近，天津渤海银行女排俱乐部也迎
来了转会潮。继于鋆炜加盟深圳女排后，
天津女排昨天再次官方宣布，包括张馨月、
卞敏璇、刘鑫在内的8名球员转会河北女
排，参加2021—2022中国女排超级联赛。
全运会结束后，河北女排也遇到了新

老交替的难题，老队员退役，新球员的成长
有限。相较之下，天津女排后备力量较为
充裕，为了更好地锻炼新人，给年轻队员更
多上场比赛的机会，天津女排将张馨月、孟
婉婷、卞敏璇、刘鑫、赵可心、张萌、张怡璐、
王静怡8名球员转会到河北女排，其中张
馨月、卞敏璇、刘鑫3位小将随天津女排参
加了刚刚结束的全国女排锦标赛，展现出
一定实力。
排超联赛举办至今，一直面临着一大

难题，就是球员流动性较差，各队都难以大
面积地进行人才交流，一是害怕影响到自
己的成绩，二是后备力量有限，可以转给其
他队伍的球员确实不多，即便是转出，最多
也是一两名。这次天津女排有如此多的队
员转会，说明俱乐部正在积极构建良好的
人才交流机制，促进人才培养与发展，让
“排球之城”海纳百川育英才。

昨日，天津交响乐团“周日音乐下午茶”系列音乐会在天

津音乐厅继续上演。来自我市各个艺术团体和艺术院校的优

秀歌唱演员展开歌喉，唱响了“午后的歌声——我爱你中国”

声乐专场。 本报记者 翟志鹏 姚文生 摄影报道

热身瘦身 国足出征前挺忙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昨天，2021年
全国男排锦标赛半决赛在国家体育总局秦
皇岛训练基地打响，天津食品集团男排延
续了此前的良好状态，以3：0横扫广东队，
首次跻身国内大赛决赛，创造了球队历史
最好成绩。
在1/4决赛鏖战五局力克福建、晋级四

强后，实现突破的天津队越战越勇。本场半
决赛面对以全运会阵容出战的广东队，以老
带新的天津队从比赛伊始便冲劲儿十足，首
局一度取得11分的领先优势，但随后队员有
些自乱阵脚，出现了“等待对手失误送分”的
心态，很快便被广东队追近比分。好在全队
经过暂停得到及时调整，以25：23惊险拿下
首局。接下来的比赛，天津队发挥得较为稳
定，在关键时刻没有手软，以30：28、25：19再

赢两局，昂首挺进决赛。
赛后，担任本次比赛天津队主帅的赵

高扬总结说：“这场比赛我们准备得非常充
分，队员们开场确实也拼得非常好，但是领
先多了，大家还是表现得有些经验不足，打
得较为保守。队长袁党毅在场上发挥了很
重要的作用，作为队内唯一一位现役国手，
他很好地带动了其他队员的发挥。”主攻手
袁党毅赛后表示：“1/4决赛和半决赛的两
场胜利，对全队的信心是一个巨大的提
升。胜利是全队努力的结果，我们用作风
带动技术、情绪带动技术，打出了之前刻苦
训练所积累的技术水平。”
另一场半决赛，上海队以3：1击败北

京队。津沪两队也将继小组赛后再次狭路
相逢，争夺本次大赛的冠军奖杯。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昨日，由中国美术馆、天津美术学院共同
主办的“一杆铁笔刻诗魂——王麦杆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
王麦杆生于1921年，他从中学时就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其作品集中反映了“孤岛”时期上海人民的困苦生活和救亡心
声，蕴含了一个热血青年的革命理想和救亡精神。1949年，
他入伍从事宣传工作，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
生活的木刻作品；1953年，调入河北师范学院（今天津美术学
院）美术系，成为该校最早的木刻教授，为天津美术学院的版
画创作和教学打下坚实基础。
此次展览是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系列展之一，共展出王

麦杆创作的版画、素描、水彩等作品300余幅，历史文献等100
余件。从王麦杆创作的作品中，观者不仅可以看到抗战胜利
以后我国进步文艺的新动向，还可以感受到他融社会批判与
个人体验为一体，融现实呈现与抒情表达为一体的审美诉
求。展览将展出至11月7日。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近日，天津歌舞剧院创作的舞蹈
《希望的田野》在广州亮相“第十三届全国舞蹈展演”。

全国舞蹈展演每两年举办一届，是国内舞蹈艺术领域规
格最高、水平最强、影响力最大的艺术盛宴，具有作品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主题紧跟时代的特点。“第十三届全国舞蹈展
演”由文旅部、广东省政府主办，舞蹈《希望的田野》从众多作
品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这是天津歌舞剧院作品首次入围全
国舞蹈展演。作品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艺术张力赢得
观众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受到业内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希望的田野》由天津歌舞剧院青年编导刘婵、袁明创作，

作品紧贴时代，立意新颖，以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舞蹈语汇，
用富有张力的动作、欢快的节奏和穿插叙事的舞蹈形式，形象
描绘了肥沃的土地上姑娘们在金浪翻涌的稻田间，春播、夏
耕、秋收、冬藏的劳作和喜获丰收的场景。舞蹈讴歌了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们将汗水洒在金色的稻田间，把理想播
种在希望的田野上，共同走上富裕之路。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签字盖章，如以后
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和公粮，如不
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好！拿
印泥来，这事就算定了！”
舞台上，几个“小老乡”神情紧张地围

在一起，最终果敢地按下手印。上周五下
午，南开区咸阳路小学的学生们正在排练
根据《“红色记忆”系列漫画故事》改编的舞
台剧《十八个手印》，小演员们的表演虽然
稚嫩，却充满了童真。
《“红色记忆”系列漫画故事》是由市教

育两委、天津市学校原创思政艺术作品创
作中心组织推出，通过“革命的号角”“不灭
的初心”“涌动的春潮”“燃烧的火种”4个
系列12个故事，生动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的
伟大人格力量、中国人民锐意创新的民族
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在磨难淬炼中奋勇向前

的感人故事。
前不久，市教育两委在全市初中、小学

开展学习“红色记忆”系列漫画故事成果汇
报活动，鼓励学生们选取书中故事排演成
舞台剧。咸阳路小学选取了“改革惊雷小
岗村”的故事进行改编排演。改编过程中，
主创团队结合小学生实际，做了精心创意
和设计。指导老师高立姣、梅宏跃介绍：
“我们以珍惜粮食为切入点，依托现今小岗
村庆丰收的稻田画，拉近学生们与小岗村
往日故事的距离，从而对当下幸福生活的
来之不易有切身的体会。”
老师的认真辅导、学生们的热情投入，

让这台小短剧很快就初具规模。学生们
有的拿着小锄头，有的拿着小包袱，大多
扮作农民模样。剧中十几个角色，都由该
校二至四年级的学生饰演。让这些生长在
新时代的“10后”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听上去有些遥远，可学生们对老故事似乎

并不陌生。“我妈妈就是安徽人，她是阜阳
的！”饰演小农民的吴飞逸，对安徽凤阳小岗
村的故事多了一份亲切感。“我看过电影《十
八个手印》。我妈妈让我看这些以前的故
事，我对这个事有印象。”小姑娘周子尧积
极抢答。
此刻，学校排练室里又迎来一位特殊的

客人——书中该故事的作者、年届八十的著
名剧作家赵德明要来给学生们“说戏”。台词
的抑扬顿挫、情境的设身体会、舞台的调度走
位，赵德明说得细致且易懂。剧中饰演“爷
爷”的李易轩若有所思，再演一次，果然有了
进步。赵德明说：“尽管剧中人物与学生们的
年龄差距很大，剧中人物的经历学生们也都
没体验过，但那种认真的表情、流利的台词，
都让人感到童稚的纯真。”
该校校长刘惠键表示，随着“双减”政

策的落地，大家越来越重视学生的美育。
排演“四史”舞台剧，让学生们“动起来”“演

起来”，能让他们在美育实践活动中有所
感、有所得，不仅锻炼多方面能力，还能够
体会从前的艰辛，传承红色基因，更加爱党
爱国爱家乡。

■ 本报记者 张钢

著名导演许鞍华第三次执导张爱玲的
经典小说，编剧王安忆、摄影杜可风等一干
金牌幕后，加之彭于晏和马思纯两位主演
的加盟，《第一炉香》在上映前便引起观众
的关注。影片上映一周后，其不足4000万
元的票房与不佳的口碑显然与预期不符。
“电影第一炉香毒性有多强”的话题登上热
搜，两位主演的形象与原著不符，以及大胆
的改编成为网友们吐槽的重点。影片是否
像一些网友所说的“烂片”？作为一部电
影，该片是许鞍华的是《第一炉香》，而不再
是张爱玲的。

两位主演成槽点

彭于晏和马思纯两位主演的外形与原
著不符，成为众多网友的槽点。近年来，随
着出演《激战》《破风》《湄公河行动》《紧急
救援》，彭于晏已从当初的“文弱书生”变为
“肌肉男”，“硬汉”形象深入人心。由他来
主演张爱玲原著里那个“皮肤和嘴唇都如
石膏像般苍白”的中葡混血富家公子乔琪

乔，让不少网友吐槽“第一炉香”变成了“第
一炉钢”。
原著中的葛薇龙“眼睛长而媚，双眼皮

的深痕直扫入鬓角里去，纤瘦的鼻子，肥圆
的小嘴”“她非常的娇小，穿梁太太的衣服，
还感觉太大”。无论长相还是身材，马思纯
都与原著中描述的葛薇龙不符。
“没有错的演员，只有用错的演员”，从

这一角度看，制片方在选择主演时忽视了
原著中的描写，令观众不满。

琼瑶式营销背离张爱玲作品

在前期营销中，宣传方在短视频平台
上用爱情鸡汤文案搭配男女主演的情感纠
葛，再加以苦情歌配乐渲染，把影片包装成
唯美爱情故事，与原著冷峻的笔调和张爱
玲作品的文学严肃性大相径庭。一些不熟
悉张爱玲与许鞍华的观众，怀着看“琼瑶
戏”的期待走进影院，难免失望。

同样是抒写男女间的爱情故事，张爱
玲的作品不是言情小说，而是极具现实主

义色彩的作品。她的笔下，并非只是痴男怨
女间的小情爱，更多是关注时代洪流里个体
的世俗化诉求，以及对命运不可抗力的思
考。在爱情的壳子下，她写的是人世的苍凉、
无奈和被消解的传奇。当影片营销释放出的
信息与原著极度不符时，直接造成了观众的
不满。

影视化改编是否要忠实原著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作
家，张爱玲的小说难以进行影视化改编的问
题由来已久。1984年，许鞍华作出了张爱玲
文学作品影视化的首次尝试，邀请周润发和
缪骞人主演《倾城之恋》，尽管周润发的银幕
形象与原著中范柳原的“浪荡子”不太相符，
但影片还是取得成功。此后，导演侯孝贤、关
锦鹏陆续将张爱玲的小说《海上花》《红玫瑰
与白玫瑰》搬上银幕。许鞍华1997年拍摄的
《半生缘》用对了黎明的温润、吴倩莲的素净、
梅艳芳的美艳，赢得观众赞赏。
几位导演改编张爱玲的作品都曾引发过

争议，从这个角度看，能把原著与电影完美结
合的只有张爱玲自己。从1946年创作《不了
情》剧本开始，张爱玲共撰写了《太太万岁》
《小儿女》《南北一家亲》等十几部电影剧本。
和小说不同，张爱玲改编的电影剧本删除了
晦涩的语言和苍凉的气质，更适应商业化套
路。《太太万岁》中，她将原著烦闷的生活琐事
化为轻松幽默的闹剧，用真实又不无聊的人
物、平凡又有曲折的情节来抓住观众的眼
球。在该片的题记中，她写道，“中国观众最
难应付的一点并不是低级趣味或是理解力
差，而是他们太习惯于传奇。”对于文学创作，
她的理解是，“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自然
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
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

显然，作为第三次改编张爱玲作品的女
性导演，许鞍华希望在《第一炉香》中做到“再
多给他们一点别的”。《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在
1943年发表的作品，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女性
的地位和当今截然不同，许鞍华希望用现代
女性观来重解这个故事，她给了葛薇龙更多
的同情。对于这种改变，观众有权选择“喜
欢”或“不喜欢”，但从影片的角度讲，它是许
鞍华的作品，从文学作品脱胎而来的电影是
否只能“忠实于原作”，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
同的理解。

《希望的田野》参演全国舞蹈展演

战鼓敲得咚咚咚 直落三局胜广东

再创历史 天津男排晋级全锦赛决赛
本报讯（记

者 赵睿）昨天有
消息称，中国队
将于11月3日下
午先后与中超深
圳队、中甲浙江
队各打一场教学
赛，首场比赛于
当天下午3时30
分开始。目前，中国队有31名队员，教练组如何搭配两场比
赛的阵容引人关注。
根据普遍的推测，在动身前往第三方场地阿联酋沙迦前，

教练组会给队伍“瘦身”，部分队员将暂时告别中国队。就深
圳和浙江两队的实力来看，前者显然高出一筹，不仅拥有王永
珀、张鹭、郜林等前国脚，还拥有阿奇姆彭这样的强力外援，所
以，该场教学赛中国队先发阵容非常值得期待，因为他们很可
能就是11月份中国队两战的主力阵容班底。如果中国队大
名单一定做减法的话，哪些队员留下的问题在教练组那里其
实已有了答案，3日的两场教学赛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前4
场12强赛无法跻身23人比赛名单以及进入比赛名单一直没
有登场机会的队员无缘下两场比赛的可能性最大。
当地时间11月1日，阿曼队在马斯喀特开始备战。克罗地

亚籍主教练伊万科维奇公布了25人名单，有3人分别效力于伊
朗、卡塔尔的俱乐部，其余22人来自本国俱乐部。阿曼队的第一
队长穆罕默德·穆萨拉米和主力锋线穆赫辛·萨勒赫·加萨尼因
伤错过与中国队的较量。但是，主教练伊万科维奇曾在中超执
教，对中国足球有很深的了解，中国队也许又站在了明处。

又讯 日本队确定明年12强赛与中国队的主场放在埼玉
体育场进行，时间为2022年1月27日。

欧洲赛场 主帅命运仍是焦点

8名球员转会河北女排

“天女”迎来转会潮

今天，是天津先行者男篮球员林庭谦
的22岁生日。这是他在CBA赛场度过的
第二个生日。作为CBA“二年级生”，他期
待着新赛季能够有更出色的表现。
“拍蛋糕”是球队的传统保留节目，林庭

谦自然是躲不掉队友们热情为他准备的“蛋
糕SPA”的。下午结束训练后，全队来到酒店
一楼的“生日屋”，这里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两
个生日蛋糕，一个用来“拍寿星”，一个大家分
享。在点蜡烛许愿环节后，按照队友们的要
求，林庭谦非常配合地在餐桌上躺平，队友
为他挡好眼睛、鼻孔、耳朵后，金鑫将整个蛋
糕扣在了林庭谦脸上，潘宁用奶油在林庭谦
头发上做了造型，并顺势将手上残留奶油抹
在了“肇事者”金鑫脸上。“小林真是最听话、
最配合的，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大家对
小林的一致评价。
“该来的还是会来，反抗也没用，所以就配合

吧。”林庭谦笑着说，大家在一起庆祝挺有意思
的。这是他连续第二年在CBA赛场过生日，从
初中开始至今他已经七年不曾和家人一同庆
生。“非常想念家人，打电话联系了。”因为隔离
等一系列情况，歇赛期中林庭谦一直未与球队
合练。赛季之初，他恢复体能、调整状态、不断
与队伍磨合并适应，目前已经渐入佳境。“开始
时确实非常着急，一直在适应体系和克服困难，
一步步加强。过程中家人和队友给我很多鼓励
和帮助。”作为CBA“二年级生”，林庭谦表示：
“职业生涯第二年，希望自己能够更成熟，去承担
更多责任。要继续学习，保留上赛季好的地方，进
一步提升自己，新赛季要比去年的自己更进步。”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文并摄

（本报诸暨10月31日电）

库马约尔赛赢下“津花德比”

郑赛赛/王欣瑜女双夺冠

林庭谦赛区庆生 期待更大进步

张爱玲小说难以进行影视化改编问题由来已久

影片《第一炉香》大胆改编引质疑
文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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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剧场:扫黑风暴
（27、28）21:20非你莫属

天视2套（103）

18:25剧场:彩虹（45、
46）21:00最美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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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剧场:那座城这
家人（33—35）19:20 剧
场：高大霞的火红年代
（40—43）22:15 剧场:绝
地防线（30、31）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木兰妈
妈（22、23）

天视5套（106）

18:55 直播:体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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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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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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多派玩儿动画
《萌鸡小队》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扫黑风暴》第27、
28集 贺芸劝说孙兴面对
现实，和自己一起自首，两
人被其他追赶上来的警车
团团围住。孙兴作出绑架
贺芸的架势来要挟警方，
打算与贺芸同归于尽。危
急关头警方开枪，孙兴中
弹，贺芸自首。贺芸接受
审讯，交代了30多年来的
犯罪事实，如何屈从于高
明远的安排沦为同流合污
的罪犯……

天津卫视19:30
■《彩虹》第45、46

集 孙桂荣把赵喜财请到
屋里吃饭喝酒，提出让赵
喜财保媒，赵喜财高兴答
应。二人聊起过去，赵
喜财坦然向孙桂荣主
动低 头 ，令 孙 桂 荣 感
慨万千老泪纵横，赵刘
两家几十年的恩怨终于
得以化解……

天视2套18:25
■《木兰妈妈》第22、

23集 小月告诉郑爽自己
的零分找妈计划，可郑爽
却认为不能太相信木兰，
一切要依靠自己的力量，
邀请小月晚上来自己家上
网人肉搜索。小月的到来
让陈艳丽大惊失色，陈艳
丽找理由赶走了小月，还
和郑博洋提出，趁早把财
产转移到郑爽名下。郑爽
和姥姥对陈艳丽的行为产
生怀疑……

天视4套21:00

■《最美文化人》本
期节目迎来一位天津土
生土长的民间收藏家，
他从事收藏近 50年，视
如生命的收藏品不是古
玩字画，不是青瓷美玉，而
是清代服饰。他将为我
们讲述贯穿一生的收藏
故事，并且分享收藏界
中“打眼”与“捡漏”的趣
事，他就是清代服饰收藏
家——何志华。

天视2套21:00

■《非你莫属》赵一
航，今年21岁，来自四川，
成都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
业本科生在读。此次，他
寻求实习工作，没有具体
岗位和薪金的要求，企业
家们建议求职时要想好自
己的求职方向。他能否顺
利求职成功……

天津卫视2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