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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昨
日，天津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在该院艺术总
监、著名指挥家李飚的率领下亮相天津大剧
院音乐厅，奏响了一台“舞曲之夜”交响音乐
会，为热爱艺术的市民送上新年祝福。
新年音乐会是每年辞旧迎新之际深受

人们喜爱的艺术活动，作为我市综合性艺

术团体，天津歌舞剧院多年来为家乡观众
呈献新年音乐会。近年来，天津歌舞剧院
交响乐团在李飚的率领下不断开拓新思
路，时常带给观众新意。
音乐会在德沃夏克《狂欢节序曲》中开

场，优美起伏的旋律渲染出生机勃勃、热情
奔放的欢庆氛围。小约翰·施特劳斯《春之

声圆舞曲》、哈恰图良《假面舞曲》组曲、鲍
罗丁《波洛维兹舞曲》等作品色彩丰富、曲
调多变，为观众展现了古典音乐的不朽魅
力。音乐会还充分运用天津歌舞剧院艺术
资源，二胡协奏曲《我的祖国》加入代表性
民族乐器二胡，以“乡音”演绎的爱国旋律
尤为动人；歌剧《风流寡妇》二重唱“爱情圆
舞曲”由天歌两位声乐演员领衔演唱，这一
华美流畅的唱段为音乐会锦上添花；人们
耳熟能详的《天鹅湖》组曲中，天津歌舞剧
院芭蕾舞团的演员伴随着动人的旋律翩翩
起舞，为观众带来美的享受。

■ 本报记者 张帆

“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启动已
有月余，大赛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
新浪微博、津抖云五个平台面向全网征集
短视频作品，得到了全市乃至全国网民的
热情参与。他们用短视频记录着天津的
人、事、情、景，这些作品在网络平台上获得
广大网民的点赞转发。

“魔法有有”手绘天津美景

从解放桥、狮子林桥、进步桥，到天津
之眼、世纪钟、茱莉亚音乐学院，网友“魔法
有有”在不到一分钟的短视频里把照片上
的天津美景以彩铅手绘的形式呈现在画纸

上，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点赞和好评。
“魔法有有”名叫郭宁宁，学习服装设

计的她一直很喜欢手绘风格的绘画。“以前
经常带着女儿画一些天津的美景和建筑，
比如意风街、五大道的小洋楼，还有海河沿
岸的桥，给她讲这些建筑的来历，带着她一
起画。”在郭宁宁的眼里，天津“很美”，这是
她参与此次短视频大赛的初衷，“大赛一启
动我就参与了。作为天津人，我是发自内
心地觉得天津好，而且这些年天津的变化
很大，越来越漂亮。除了画天津的桥和建
筑，我还想画一画五大道的春夏秋冬，还有
那些有烟火气的早点铺。”
“太厉害了”“太美了”“感觉不错”……

在郭宁宁的视频作品评论区，经常能看到
网友们的暖心评价，“网友们的评价都是善

意的夸奖和鼓励，这些也是我一直坚持下
去的动力。有时候我也会和网友们交流创
作的方向，后续也想在视频里增加一些关
于天津的历史故事。”

用镜头记录大美津城

付铨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在他的镜头
中，你能看到晨曦中的天津各种光影变化，
也有这座城市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情，还能体
味拥有数百年历史传统的老街古镇……在
他的眼中，天津既是一座古韵绵长的老城，
又有着生生不息的活力。
一分多钟的视频作品拍摄起来并不轻

松，每次拍摄前付铨都要提前准备脚本，并
规划好拍摄地点和路线，提前踩点。“想拍

到满意的画面，天不亮出门是很正常的事
儿，还要根据季节和场景因素调整出发时
间，说实话挺折腾挺累的，但每次拍到满意
的素材，我觉得付出都是值得的。”为了得
到最佳的拍摄效果，付铨选择的拍摄地点
通常都是远离喧嚣的野外，“有时候在野地
里一拍就是一整晚，尤其是拍候鸟，它们可
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所以经常会去一些导
航都没有的地儿，把车停很远，扛着设备徒
步去拍。”
高涨的参与热情源自付铨对家乡的深

爱：“我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我对天津有不
可磨灭的情感，我觉得有责任也有义务向更
多人展示我的家乡无数种美。东西方文化
交融的天津开放且包容，我想用镜头来呈现
天津的美是最合适的，也是最好的方式。”

山东泰山提前三轮拿下中超冠军

天津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倾情演绎

“舞曲之夜”奏响新年旋律

保级主动权重回手中

津门虎队展现团队力量
两天前，那个寒冷的夜晚，在战胜了重

庆两江竞技队之后，津门虎队又把保级的
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赛后，球队
从江阴市驱车近100公里返回苏州的赛区
驻地，已经接近昨天凌晨，不少教练、球员、
工作人员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才睡，一方面
是紧张的神经需要舒缓；另一方面是享受
一会儿“松半口气”的感觉。
李松益说：“教练要求我在后场把防守

组织好，那个进球，周通把球传中的时候，我
的第一反应是他在越位位置，不过无论如
何，也要先把球踢进去，进球之后，我就很兴
奋，因为我知道，球碰到了对方的人墙，是有
效的。”
巴顿说：“我之前确实累了，可能这场比

赛要是局面领先，教练都不安排换我上去
了，但是一直没进球，我们必须冲上去，都拼
了。看马格诺在场上穿的是短袖比赛服，我

也就没穿打底衫，想着用冷来刺激、调动自
己，可是，真冷啊。”
这个赛季，球迷们一直有些介意，津门

虎队没有高中锋，但这就是球队的现实局
面，好在队里的每个人都想努力为球队做些
什么。比如最近两场比赛一直拼尽全力的
苏缘杰，虽然遗憾自己的射门击中立柱弹
出，但是那一脚，却让重庆两江竞技队的场
上球员们一惊，在他们尝试先声夺人的时

候，对他们形成了有效打压。
还比如，制胜的进球是周通助攻李松

益完成的，但追本溯源，这次机会的开始，
是谢维军奋力争抢造成对手犯规，为球队
争得了前场任意球，再之后是宋岳想为球
队一锤定音，站出来主罚，皮球击中人墙
形成乱战……其实综观中超各队，都存在
伤病等原因造成的人员困难，只能想办法
调配，卡达尔离队之后，津门虎队最重要
的调配，就是把后防组织的重任和队长袖
标都交给了李松益，料想通过这场比赛的
过程，包括为球队破门，李松益自己会更
坚定自信，队友们也会更笃定。明天下午
对阵河南嵩山龙门队，希望津门虎队继续
前进。

本报记者 顾颖

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天，天津男篮迎来了本赛季CBA联赛第
二阶段的首场比赛，在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下风的不利局面下，最终
他们凭借顽强的作风和双外援的出色表现，以107：99力克东道主
吉林，取得一场宝贵的胜利。赛后，主教练张德贵表示，“今天能够
在吉林主场取得胜利，感谢球员的努力拼搏。”
在昨天的比赛中，吉林队琼斯的表现并没有达到外界的预期，

虽然他也砍下了27分11个篮板11次助攻的三双数据，但是个人进
攻效率并不高，26次出手只命中了10球，其中三分球更是只有9投1
中；而天津队这边，2018—2019赛季就曾在天津场均轰下33.5分的
罗切斯特，重回CBA却能将更多的得分机会让给另一位“竞争者”，
此役罗切斯特只拿到了23分，但却另有8个篮板11次助攻和2个抢
断，其中最后时刻的致命三分，更是直接为球队奠定了胜局。而之
前有过两个赛季征战CBA经验的肯尼·伯顿，本场比赛也是不负众
望，和罗切斯特一起扛起了球队的进攻大旗，登场30分钟，26次出
手命中了15球，轰下了全场最高的36分，正是他们二人的出色发
挥，助力球队走向了胜利。赛后，天津队主教练张德贵表示，上半
场球队主要输在篮板上，这一项就输了8个，经过战术调整后，最
终整场比赛的篮板球反而赢回一个，这才是制胜的关键。

本报讯（记者 梁斌）今天14：00，天
津渤海银行女排将在2021—2022赛季
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二阶段E组第三轮
的比赛中对阵实力不俗的上海女排。津
沪两队目前在联赛循环赛积分榜上位居
前两名，本场较量双方也将为循环赛头
名而战。对于本赛季联赛首次对阵争冠
主要对手上海女排，天津女排昨天积极
备战，力争赢下这场硬仗。
昨天的赛前训练，天津女排并没有安

排分组对抗训练，而是根据之前比赛暴露
出的问题抓技术细节，侧重一传、拦防及小
球串联等训练环节。王宝泉认为球队整体

状态保持得不错，队伍也是在及时总结上一
场比赛的得失，通过昨天的技术训练去改进
和调整，力争打好今天与上海女排的比赛。
本赛季上海女排人员有较大调整，拥

有美国外援拉尔森和韩国外援金软景两名
强援，球队整体实力相比上赛季并没有下
降。在王宝泉看来，上海女排是一支实力
很强的球队，攻防快速、技术细腻。王宝泉
坦言，这场对决天津女排要在保障好一传
的基础上，把发球攻击性和进攻优势体现
出来，在网上环节要力拼对手。

第十六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

《长津湖》捧得两项大奖
“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火热进行时，网民争相记录天津的人、事、情、景——

“向更多人展示天津无数种美” 本报讯（记者 张钢）25日，第十六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举行闭幕式
暨颁奖典礼。本届“金鹿奖”角逐中，众多主旋律电影表现出色，均获
得奖项。其中，《长津湖》捧得了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剪辑奖两项大奖。
颁奖仪式中，《我的姐姐》摘得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演员奖；余

曦、黄建新、赵宁宇凭借《1921》获最佳编剧奖；邹野凭借《跨过鸭绿
江》把最佳音乐奖收入囊中；赵小丁凭借《悬崖之上》获颁最佳摄影
奖；《守岛人》中的出彩表演把最佳男演员奖带给了刘烨；《你好，李
焕英》令贾玲获得最佳处女作奖；评委会大奖被《中国医生》《守岛
人》一同摘得。
《长津湖》总制片人于冬在获奖感言中表示：“长春电影制片厂

拍摄《上甘岭》《英雄儿女》这两部黑白电影曾经在我成长中给了我
很多力量，多年后，博纳影业能有机会再拍《长津湖》这种抗美援朝
题材的鸿篇巨制，是我们这一代电影人的责任使命担当。”
闭幕式上，编剧金德顺，导演肖桂云，演员潘淑兰、李瑛等来自

长影厂的老艺术家们为青年影人送上寄语。肖桂云表示：“电影工
作者不能只关心自己的名和利，应该堂堂正正地做人，清清白白地
做事，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拍出有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影
片，才能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日前，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红桥区域举办了“七彩织童梦 翰墨

绘华章”少年儿童迎新年书画展。

本报记者 翟志鹏 王倩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中超联赛第
19轮进行了争冠组的比赛。山东泰山以2：0
击败河北队之后，提前三轮夺得了本赛季中
超联赛冠军，这是球队时隔11年再次夺冠。

本轮比赛对于山东泰山非常重要，球队
派出了全部主力阵容出战，河北队方面则派
出了7名U23球员首发，实力差距较大。比
赛开始后，山东泰山就占据着场上主动。第
21分钟，费莱尼射门得手，将比分超出。下
半时比赛中，徐新补射破门，山东泰山最终
以2：0击败对手，提前三轮夺得了联赛冠军。

山东泰山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10年，
此后10年时间里，中超联赛进入了“金元

足球”时代，投入巨资的球队逐渐占据了上
风，而山东泰山则逐渐掉队。大潮退去后，山
东泰山的稳定让他们重回顶级行列。

上海海港本轮遭遇深圳队，刘祝润和阿
奇姆彭在上半时分别建功，让两队比分变成
了1：1。下半时上海海港充分体现出了实
力，李申圆和奥斯卡分别进球，最终以3：1击
败了对手。广州队以1：0击败北京国安之
后，积分追平上海海港。

长春亚泰遭遇广州城，18岁小将温永骏打
入个人中超处子球，帮助广州城取得领先。不
过长春亚泰逐渐体现出了实力，埃里克和儒尼
奥尔分别建功，最终以2：1逆转了比分。

双外援表现出色 天津男篮胜吉林

今战上海 天津女排瞄准循环赛头名

直播提醒：今日14：00

天津女排VS上海女排 天视体育频道直播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金陵往
事（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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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往事》第31、
32集 七十六号崔主任再
次催促高金榜帮助对付陈
默人，金榜拒绝做汉奸。
程碧剑和金榜的和睦关系
第一次有了分歧。在程碧
剑规劝下，金榜答应再次
去说服陈默人，程碧剑还
指出如果不行就杀了陈默
人。淑慧的话让语慧很受
触动。语慧希望坦白真
相，金榜在陈默人面前坦
白，可陈默人认定金榜就
是个白眼狼……

天津卫视19:30

■《亲爱的孩子们》第
1—3集 高考第一天，穆
枫和好友李凯旋探讨试卷
内容，两个返城知青都因
为下乡跟不上进度，不过
穆枫底子好，回家又系统
复习过，问题不大。东平
第一监狱，一个女孩穿着
便服穿过铁门，穆家的小
女儿暮雪出狱了。穆林累
了一天在院子里洗漱，维
修班长郭援朝来送劳务
费。郭援朝夸赞穆林手艺
精湛，穆林说这些都是小
时候跟父亲学的……

天视2套19:30

■《小爸妈》第27、28
集 由于简单禁止莫凡去
幼儿园接送女儿，导致恬
恬在幼儿园被小朋友取
笑。想到离婚后会给女儿
带来的种种伤害，莫凡不
寒而栗，简单心中也不是
滋味。冯秀娟在莫凡那里
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于
是向小姨刘云芳打听。刘
云芳听冯秀娟说得绘声绘
色，再加上近日简单异于
平时的举动，她也认为简
单红杏出墙了。两个原本
不对路的女人决定联手乔
装跟踪简单……

天视4套21:00

■《最美文化人》今
天要采访的既是一对夫
妻，又是同事，年纪不算很
大，携手走过的年头却是
不少，在相声茶馆闯出了
一番自己的天地，他们就
是青年相声演员许健和单
弦演员周玥。

天视2套20:45

■《非你莫属》本期
节目迎来一位定格动画创
作者，定格动画片的制作
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涉及
很多专业技能，如布景、做
人偶、拍摄、剪辑、写剧本
等等。

天津卫视2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