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日前，
2021—2022赛季速度滑冰世界杯首站
比赛当地时间12日在波兰打响，平昌冬
奥会铜牌得主、中国选手高亭宇在男子
500米A组决赛中发挥出色，以34.265秒
的成绩打破场地纪录，并夺得冠军。
高亭宇虽然在外道出发，但是直道

爆发力出色的他率先取得了优势，并在
第二个弯道过后将领先优势逐渐扩大，
最终率先冲线，打破了俄罗斯名将库利

日尼科夫保持的34.67秒的托马舒夫冰
场场地纪录。日本选手新滨立也和加
拿大选手劳伦特·杜布瑞尔分获亚军和
季军。

此外，2021—2022赛季钢架雪车欧
洲杯第一站比赛日前在挪威利勒哈默
尔结束争夺，中国队获得2金2铜的好成
绩，其中殷正、朱海峰分获男子组冠军
和季军；女子组比赛中，黎禹汐、朱杨琪
则分别将冠军和季军奖牌收入囊中。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下午，天
津津门虎队在北京国安队训练基地，
与他们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1:0取
得了胜利。

白岳峰、滕尚坤、高嘉润、丛震、李
想等几名有些伤病、不太能胜任比赛
的球员，没有随队前往北京。在严格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为了能够争取到
打比赛的机会，津门虎俱乐部之前按
要求做了将近一周的准备工作，包括
在周五的时候进行了全员核酸检测。
为了避免与外界接触，球队选择开大
巴车前往北京，相约14点的比赛，队伍
10点就出发，车进北京前，也接受了相
关检查，比赛结束后又直接从国安队
的训练基地驱车返津，将近19点返回
驻地的时候，医务人员已经在等待他
们，马上又进行了一次核酸检测。

这场足协杯赛后难得的实战，津
门虎队上下半场使用了两套完全不同
的阵容，而国安队由于有球员随国足
前往阿联酋等因素，整体人员数量较
少，他们在比赛过程中只轮换使用了

“一套半”阵容，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巴
西外援安德森·席尔瓦，随队训练了差
不多10天后，他昨天披挂上阵，从身体
条件、捕捉战机能力等方面看，都十分
不错。不过人员更为齐整的津门虎
队，在比赛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积极主
动，马格诺、杨万顺的射门先后击中立
柱，给球队不断增加兴奋点，下半时邱
添一利用角球机会头球攻入一球，最
终锁定了胜利。赛后教练组对于球队
近一段时间的训练投入度和效果，以
及热身赛表现也给予了肯定。

从时间表上看，现在距离中超联赛
第二阶段开战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近期不断传来坏消息，河北队、广州
队的危机已经是老生常谈，昨天，一直受
资金问题困扰的重庆两江竞技队，也宣
布放假，这次没有约定归期的放假，是否
会影响他们参加第二阶段的比赛，没有
人能给出答案。现在，外界普遍感觉联
赛摇摇欲坠，再加上国足表现不佳，中国
足球确实已全面进入寒冬，这种局面下，
包括津门虎队在内，所有联赛的参与者，
都只能努力做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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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细化防疫工作 场上表现积极主动

津门虎热身赛一球小胜国安

郑赛赛/王欣瑜林茨站女双摘银

本报诸暨11月13日电（记者 苏

娅辉）明天15：30，天津先行者男篮将
迎来与江苏队的“二番战”，这也是第
一阶段最后一场比赛。

双方首回合较量中，天津队负于江
苏队，也直接导致了时任主教练凯撒的
下课。对于实力和排名都相当的两队
来说，胜负显得格外重要。此次交锋对
于天津队有利的地方在于，休整时间比
江苏队多一天，准备和体能恢复得都更
充裕。今天傍晚的场地训练，天津队特
意延长一小时。
“从上午看技术录像，到下午训

练，我们把对手的攻防特点都进行了
非常细致的分析。最后一场球了，伤
了就等回去休息时调整，反正窗口期
有40多天呢，最后一场球不能掉链
子。”主教练张德贵不仅在球队集中训
话时提到了伤病必须坚持，私下里还
特意找了张兆旭交流。

昨晚与广厦队的比赛中，新疆队
主教练阿的江连续吃到两次技术犯规
被驱逐。因对裁判使用侮辱性语言，
为严肃联赛纪律，CBA官方今天发布
公告，对阿的江予以罚款人民币5万
元、追加停赛1场的处罚。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 年
WTA250林茨站昨天展开女双决赛争
夺，郑赛赛/王欣瑜以4：6、2：6负于赛
会3号种子俄罗斯组合扎拉米泽/拉希
莫娃，获得女双亚军，二人今年合作以
来10连胜纪录就此终结。
在林茨站连闯三关后，郑赛赛/王

欣瑜再次闯入女双决赛，这是继
WTA125哥伦布站和WTA250库马约

尔站后，二人携手第三度闯入女双决
赛。决赛对阵扎拉米泽/拉希莫娃，这
是双方的首次交锋。最终，郑赛赛/王
欣瑜收获亚军。女单决赛中，赛会8
号种子里斯克以2：6、6：2、7：5逆转克
里斯蒂安，时隔两年再夺巡回赛女单冠
军。同时进行的2021赛季WTA年终
总决赛，张帅/斯托瑟遭克莱帕奇/尤拉
克逆转，遭遇小组赛两连败无缘出线。

本报讯（记者 赵睿）中国队带着
战平阿曼队的遗憾，从12日晚间开始
投入到与澳大利亚队第二回合较量的
准备之中。澳大利亚队主教练阿诺德
昨天说，他接下来的目标是率领球队
在12强赛上再度击败中国队，掌握出
线主动权。

据队内人士透露，从中国队球
员的表现上还是能够感受到郁闷的
情绪，“毕竟为中阿之战准备了很长
时间，而且大部分时间里踢得也不
错，最后没能拿到关键的 3分，这种
情绪的变化不是短时间或者三言两
语就能缓解的。好在目前中国队还

没有完全失去希望，肯定还是要拼
一下。”中国队本届 12 强赛一路走
低，关键原因是首战澳大利亚队“哑
火”，再次对阵，相信中国队会从首
回合较量中吸取经验教训。

洛国富在与阿曼队的比赛中多次
遭到对手粗野的踩踏，身体稍稍有些
小状况，保险起见，12日晚间的训练教
练组让他调整恢复。作为上一场比赛
最值得肯定的球员，“野牛”应该不会
缺席16日的比赛。面对打法快速硬朗

的“袋鼠军团”，需要加强中场拦截，中
国队存在再次变阵的可能。

澳大利亚队中卫苏塔上轮比赛
受伤，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阿诺德紧
急征召效力于科威特体育的中卫麦
克格文和桑德兰后卫 B. 赖特入队。
32 岁的麦克格文中国球迷都很熟
悉，他曾先后效力过山东鲁能、河南
建业和贵州恒丰，对中国足球非常
了解。当地时间昨天清晨，澳大利
亚队一行已抵达阿联酋。

再战“袋鼠军团”国足可能变阵

天津男篮今迎战江苏 速滑世界杯波兰站打响

高亭宇破男子500米场地纪录夺冠

对于运动员来说，奥运会金
牌无疑是最高的荣誉。这块第
23届夏季奥运会产生的第一枚
金牌，直径6厘米，厚0.4厘米，纯
银镀金材质，系有绿、黄、紫三色
相间的绶带。金牌正面是国际奥
委会规定的统一图案：1928年意大利
艺术家朱塞比·卡西奥利为阿姆斯特
丹奥运会设计的奖牌原始图样——希
腊神话中胜利女神尼姬的形象。胜利
女神呈坐姿，左手持有象征胜利的棕
榈叶，右手高举同样象征胜利的月桂
花冠，背景为古希腊竞技场，右边空白
处的英文是奥运会的届数、举办地和
举办时间。金牌背面是运动场上获胜
的运动员被众人高举在肩头热烈庆祝
的场景。

这枚金牌的获得者许海峰，1957
年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15岁时随父
母迁回原籍安徽省，落户在马鞍山市
和县新桥镇。许海峰成为运动员的路
程并非一帆风顺。高中毕业后，他经
历了4年的知青生活。1979年他回城
后被招到供销社，当了化肥营业员。
后来他偶然听说自己的中学体育老师
正在为安徽省第5届运动会组建射击
队，便毛遂自荐，老师答应让他来试
试。没想到这一试就彻底改变了这个
年轻人的命运。刚进队时，他在所有
队员中年龄最大、基础最差。不过，许
海峰是一个具有射击天赋的运动员，
对枪支稳定性的掌控很好，再加上爱

钻研、会巧练，所以成绩提高得很快，而
且心理素质极佳。两个多月后，他就在
安徽省第5届运动会上夺得了射击冠军，
将省纪录提高了26环。1982年年底，许海
峰被调入省队参加集训，从此开始了真
正的射击生涯。1983年他打破全国纪录
并入选国家队，备战即将于次年举办的
美国洛杉矶奥运会。1984年4月，许海峰
在奥运会前的预选赛上获得冠军，以568
环的优异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入场券。

就这样，一个从未进过体校，正规训
练只有两年，甚至之前“都不知道有奥运
会”的射击选手，作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的
一员，踏上了美国洛杉矶的土地。洛杉
矶坐落在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西
南部，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举办过两届
奥运会的城市。这座城市与中国的奥运
之旅有着不解之缘，恰好见证了中国征
战奥运的两个第一次。1932年，刘长春
代表中国第一次参加了在这里举办的第
10届夏季奥运会。不幸的是，由于旅途
劳顿、仓促上阵，刘长春在100米和200
米预赛中即告落选，匆匆结束了他本人
的，也是中国人的第一次奥运参赛之
旅。此后，中国又先后参加了1936年和
1948年两届夏奥会，每次都空手而归。

42 第一枚金牌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春
节前夕发行了一套《春节》金银
纪念币，纪念币背面图案中就有
玉如意。

作为中国传统的重要吉祥物，
如意在当代政治生活中也发挥了
特殊的作用。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前
夕，由福建老山创意工作室创意总监孙
康荣精心策划的“全球华人庆祝澳门回
归中华如意奉赠会”，以天山白云玉雕琢
成巨型中华玉如意，作为献给澳门回归
祖国的礼物。孙康荣与玉雕名师彭凌
伟走遍祖国大江南北，终于在新疆天山
寻得一块重达三吨多、质地优良的白云
玉，由厦门大学美术系主任蒋志强和福
建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庄南鹏担任主
设计，历经一年多的时间，雕琢成一柄造
型古朴典雅、重达一吨多的巨型玉如意，
号称“中华如意之最”。这柄如意柄端呈
祥云状，柄身微曲为弧形，端尾呈灵芝
状，全长1999毫米，象征1999年澳门回
归祖国；柄端宽66厘米，是永祈回归后的
澳门特区“六六大顺”之意；柄尾宽50厘
米，象征澳门回归后原有社会制度和生
活方式50年不变。柄端上刻行“凤鸣朝
阳”，意为祈求天下太平；柄身上中下部
刻有浮雕“双龙护珠”（代表长
江和黄河），共同烘托一朵圣
洁的莲花（澳门特区区徽标
志），意为澳门回归祖国大家
庭的怀抱；柄身下部刻有“海
水江涯”图案，意为江山统一；

柄尾上刻有“马踏飞燕”，象征中华民族繁
荣昌盛，发展迅猛；周边刻有长城纹，象征
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气魄：柄尾末端系着
一束黄色“中国结”和两束丝制长穗，“中国
结”象征中国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向上的决
心，长穗一束为50根，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50周年，另一束为56根，象征全国56个
民族为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纪而
奋斗。底座为重达一吨多的红豆杉根雕，显
得极为华贵。这柄如意内容丰富，工艺精
美，意义深远，被誉为“中华瑰宝”。此外，策
划者还采用同样材质镌刻以十比一的比例
缩小规格的1999柄子如意，赠给为社会繁
荣安定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和机构。
《红楼梦》中描写的如意，作为一种物

件，它出现的年代很早，不应晚于战国时期。
清代乾隆皇帝作过一首《商铜如意》

诗：“一柄曲拳代谈者，璘玢古色错金银。
谁知子氏犹尚质，已有欣于如意人。”可见
乾隆认为在商代已有如意，并相信清宫珍

藏的商铜如意确是那个时代的产
物。可惜现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并
未珍藏这柄商铜如意，所以无法
考证其制作年代。文物学者普遍
认为，如意源于搔杖。搔杖，是古
人挠痒的工具。

27 中华瑰宝玉如意

董嫂跟船走了，她是下海去执
行任务。董满仓独自一人走到济
公祠前，转身进入大娟家里，他想
看望一下大娟妈，就便再了解张大
妈的情况。门推开了，见在锅台旁
边烧火的正是妹妹董大富，于是，
他问：“大富，大婶的病怎么样了？”董大
富朝炕灶膛里填了一把草，说：“好多
了，大婶刚醒，我这是给她弄碗稀的
喝。”董满仓说：“多做一碗，我也喝口。”
随手把门关上。这时，就听屋里问：“谁
来了？”董大富把门帘儿一挑，探进头
说：“大婶，是我大哥。”大娟妈用手把身
子撑了起来：“是满仓？快进来！”自打
被盐警队抓走，已是两三个月了，现在
才被保释出来。今天满仓来了，她哪能
不高兴呢？董满仓进到屋里，坐在大娟
妈对面：“大婶，您好点了吗？”大娟妈含
笑回答：“好多了。”董满仓掏出了旱烟
袋：“您多吃点饭，身体就硬朗了。”大娟
妈叹了一口气：“多亏了你们啊，不然的
话，我们一家子的骨头就全没了！”董满
仓点着了旱烟，抽了一口：“大婶，您对
我讲讲张大妈的情况吗！”大娟妈抬起
头，眼前又浮现出张大妈的身影。
那是一个深夜。大娟妈一个人睡

在乱草上，由于受刑，大娟妈的身体非
常虚弱，说是在这乱草堆里睡觉，外边
的一切响动她都能听得清。后半夜，屋
外传来脚步声，大娟妈合着眼忍着。突
然，“哗啦”一声，听见开门锁，大娟妈把
眼睁开，这是夜间头一次开牢门。两个

盐警架着一个人进来，刚进门口，盐警一
推，这个人踉跄了两步，身子一挺，便趴倒
在那乱草之上。大娟妈心里纳闷，盐警队
很少夜间审讯，不愿意因为审犯人而耽误
了他们睡觉。这次可怪了，这个犯人是谁
呢？大娟妈起身，一点儿一点儿地挪了过
去。她挪到这个人近前，听到“呼哧呼哧”
的喘大气声，知道是受了重刑，细一看是
一个女人。她把这个人弯曲的腿和胳膊，
一点儿一点儿地舒展开，使受刑后的人舒
服一些。天大亮以后，屋外的阳光射了进
来，大娟妈这才看清，原来是一位头发花白
的上了年岁的妇女，脸面看不清了，但很面
熟，上面粘着血迹。她把自己身上的破棉
袄脱下，盖在这个昏睡的老年妇女身上。

半宿一天的时间过去了，大娟妈真为
这位老年妇女担心啊！她弄了点儿开水，
一点儿一点儿地往这老人的嘴里送，嘴动
了、喝水了。真到第二宿的后半夜，这位
妇女才翻身哼出了声。天亮了，大娟妈愣
住了，怎么这么面熟啊，是她吗？大娟妈
摇了摇头，这些年没见面了，自己怎么还
能记得清老人家的面容呢？心里虽然这
样想，她往前又凑了一下，“啊！”大娟妈出
声了，一点也不错，她把嘴贴在老人家耳
边叫着：“张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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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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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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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名物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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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椿蕃 遗著

悬疑剧迎来播出小高潮 缺乏好故事难赢好口碑

新一轮“悬疑热”高开低走
■ 本报记者 张帆

在《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相
继大火之后，沉寂了近一年的悬疑剧
近期迎来一轮播出小高潮。《双探》《八
角亭迷雾》《致命愿望》等多部悬疑剧
虽然在演员阵容和制作水平上堪称上
乘，但实际播出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观
众评分普遍不高。

在悬疑剧爆款迭出后，“悬疑+”
就成了一种创作方式：《摩天大楼》将
悬疑与女性话题结合，《在劫难逃》则
将时空轮回的概念与悬疑剧进行嫁
接。在近期播出的几部剧集中，《八角
亭迷雾》花费了大量笔墨构建了一个
家庭伦理剧的框架，悬疑意味反而被
冲淡，即便是演技派实力演员和资深
名导也没能拯救《八角亭迷雾》单薄的
剧情；刚刚开播的《致命愿望》为悬疑

剧增添了几分科幻元素，但多线剧情
模式顾此失彼，配角戏份过多也让许
多原著粉丝感到失望，实力与流量兼
具的年轻演员加上科幻噱头恐难让
《致命愿望》实现逆袭。
“悬疑热”带来了悬疑剧的跟风生

产，今年，多家视频网站都纷纷加码悬
疑赛道，腾讯视频将推出《开端》《逆风
追凶》《刀尖》《如月》等多部悬疑题材
短剧；优酷更是与悬疑高产作家紫金
陈开展深度合作，计划未来5年生产
10部作品；爱奇艺“迷雾剧场”虽然有
《隐秘的角落》珠玉在前，但近期几部
作品口碑下滑……
回顾此前“悬疑热”的两部开山之

作《隐秘的角落》和《沉默的真相》，除
了原著IP的过硬水平外，影视团队用
心细致的精品化改编更是不容忽视。
如今的悬疑剧市场受到了资本的追

捧，但似乎又走回了“热门 IP+明星阵
容”的老路。资本市场的求快与艺术创
作求精之间显然存在一定的矛盾。

精品的产生离不开时间的打磨，而
过度依赖IP改编对于悬疑剧的发展也
并非良策。对于很多影视创作者迷信
“热门IP+明星阵容”的做法，影评人谭
飞表示，要想做好悬疑剧，必须从内容着
手，流量不代表话题，流量不代表点击
率，最终还是质量为王。编剧宋方金认
为，在悬疑烧脑题材上，怎样用好故事打
造口碑为剧集升级赋能是必修的课题。
有一些拿来主义是可以的，但不能放弃
原创。我们要培养本土的悬疑剧、谍战
剧，或者公安题材的创作人才，应该说这
条路还很漫长。

文化观察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2016年首届桂冠工人诗人奖得
主陈年喜，近期在天津人民出版社推
出新书《微尘》。书中收录了他写于
2017 年至 2019 年的 21 篇非虚构故
事，刻画出一群平凡而朴素的劳动者，
他们仿佛一粒粒微尘，虽历经生活磨
砺，却仍然淳朴硬扎，活得热烈诗意。

作为金爵奖最佳纪录片《我的诗
篇》主人公之一，今年51岁的陈年喜
从小生活在秦岭脚下一个叫峡河的
小山村，秦腔、鼓书等传统文化是他
的文学启蒙。从1999年至 2015年，
他在矿山当了16年爆破工，在地下
5000米开山炸石；也在炸药箱上、岩
石上、工棚里写下滚烫的诗篇，记录
命运的爆裂和寂静。写作是陈年喜
的精神出口，“像我所有的诗歌一样，
我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文字就是

一道出口、一种释放，说出人世的悲
欣、命运的幽微。”

陈年喜已发表数百首诗歌及散
文、评论文章，其中金句“再低微的
骨头里也有江河”打动了无数人。
2015年，陈年喜做了一场生死攸关的
手术，在颈椎植入了一块金属固件，
不得不告别爆破生活。离开矿山后，
那些镌刻在生命中的往事却不断浮
现出来，促使他动笔记录下来，“没有
哪次写作可以像写下书中的这些文
字这般欢畅，不需构思，不需琢磨，
它们像爆破发生时飞散起来的石头
和声波，碰撞飞舞，铺天盖地，完全
将我湮没了。”

从地下5000米到地上3000米，从北
疆大漠到秦岭山川，从一地霜白到心中
波澜，《微尘》以白描式简洁质朴却极具
电影画面感的文字，鲜明刻画出爆破工、
运石工、乡村木匠、农夫、农妇、小作坊老
板等50余位小人物形象，深情讲述一幕
幕人间悲喜剧，沉静诉说关于亲情、爱情
等生活主题。
陈年喜目前在家乡继续写作。受益

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他家也从高山搬
进城里，开启了新的生活，“于我，这些文
字，是时间风尘的证词。我携文字来过
了，并将继续前行。”他很感恩因文学而
相遇的读者，“时间和命运长途中的同路
人，彼此关照啊！”

首届桂冠工人诗人奖得主陈年喜出版新书《微尘》

21篇故事刻画平凡劳动者

本报讯（记者 张帆）近日，古装传
奇剧《斛珠夫人》在腾讯视频独家开
播，该剧由杨幂、陈伟霆领衔主演，以
奇女子海市的成长视角铺开，讲述了
经历生死险境的海市（杨幂饰）被权

臣方诸（陈伟霆饰）所救，从此以一身戎
甲的男儿身跟随师父方诸经历重重考
验，一路逆袭，从武举探花，到少年将
军，再成长为众人敬仰的斛珠夫人的传
奇故事。
《斛珠夫人》改编自萧如瑟同名小

说，原著自带扎实粉丝基础。幕后创作
团队在遵从原著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
合理改编与创作。《斛珠夫人》不仅有着
传统古装言情题材的情感描摹，在宏大
故事背景下，女性视角的细腻刻画，将众
多支线人物的成长线描绘得更加清晰，
也展现出女性成长、家国大义、英雄气概
等故事核心。

从首日播出的反响来看，精美的服
化道和逼真的特效令原著粉表示满意，
主要演员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小海市”
出场时让人眼前一亮，随后杨幂扮演的
成年版海市登场自然流畅。原著中寥寥
几笔描述的传奇世界，在剧中化为具象
的现实事物：霁风馆、绫锦司等重要场景
构造素雅大气，200多处大小场景呈现
出东方美学质感。

古装剧《斛珠夫人》讲述传奇故事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 姜凝）在南
开大学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成立一周
年之际，首个教学成果——《林颂河手
札》的挖衬装帧工作宣告完成。

林颂河192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
著有《塘沽工人调查》《第一次中国劳
动工人年鉴》《北京社会概况统计图》
《中国之工业与劳工》等书。该批手札
内容多是林颂河在南开学校、伦敦经
济学院学习时的校园生活，以及之后
在福建中国实业银行工作时的日常。

该批手札为林颂河后人边晓春
捐赠，2020年11月入藏南开大学图书
馆，手札共计446通1000余页，另附信
札37封。

手札入藏后，传习导师和学员历
经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制定修复方案、
选择修复用料、记录修复过程等工
作，攻克了多项技术难关，最终形成4
函20册的书籍《林颂河手札》。通过
这部手札，可以感受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南开校园生活、文化人家的家族
生活。

南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首个项目

《林颂河手札》挖衬装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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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流金岁
月（25、26）
21:20非你莫属
天视2套（103）

19:30 剧场：不能没
有家（23、24）
21:00相声大会
天视3套（104）

17:50 剧场：正阳门
下小女人（28—30）
19:20 剧场：浴血红

颜（16—19）
22:15 剧场：特战英

雄榜（21、22）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穷妈妈
富妈妈（7、8）

天视5套（106）

18:55 直播：体坛新
视野

天视6套（107）

19:20 法眼精编
20:10 百医百顺
21:00 生活黑科技
21:30 纪录片
天津少儿（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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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金岁月》第25、
26集 范金刚跟叶谨言推
荐让蒋南孙加入王永正的
研发小组，叶谨言让范金
刚去联系南孙，但不要勉
强她。蒋南孙拒绝了谨言
的邀请，决定加入杨柯的
公司。谢宏祖接朱锁锁来
见谢嘉茵，试图说服锁锁，
加入公司，和谢宏祖一起
工作。谢嘉茵没办法，只
得拜托朱锁锁……

天津卫视19:30

■《不能没有家》第
23、24集 有了正式工作
的孟良，如愿以偿把美子
领回了家，张芬芳也遵守
协议，把翡翠镯子送给了
刘美子。接受了玉镯子，
在张芬芳眼中，刘美子便
是老孟家的准儿媳妇。
殊不知，赠予传家宝这件
事在张芬芳、孟良眼中是
情之所至，在刘美子眼
中，则是彻头彻尾的大功
告成——刘美子从此消
失了 ……

天视2套19:30

■《穷妈妈富妈妈》第
7、8集 高考前，田芳发现
刘小东还在写小说，一怒
之下将其烧毁，刘小东为
抗议也将田芳逼他写的日
记一同烧毁，并故意考砸
了高考。放榜后，莫莉气
愤汪琦成绩过低，李大妹
发愁钟克敏的学费，田芳
更是犹如五雷轰顶：刘小
东没考好还得了抑郁症。
刘小东欲跳楼被刘大为救
下。鉴于刘小东的精神状
况，刘大为决定带他离开，
田芳阻止未果。汪琦对刘
小东一见钟情，并使他逐
渐变得开朗……

天视4套21:00

■《非你莫属》本期
节目迎来了一位网络创业
培训讲师大赛市赛一等奖
的求职者，他从业经历丰
富，不怕挑战不怕吃苦，在
短视频领域也有一定的建
树，有丰富的经验和自己
的想法。此次，他寻求短
视频运营的岗位，希望将
能力变现。

天津卫视21:20

■《相声大会》即将
出场的时代新声是这个系
列中最特别的一位，他就
是来自宝岛台湾的相声名
家刘增锴，他的师父吴兆
南是侯宝林先生的弟子。

天视2套2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