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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2021—
2022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大循环赛
硝烟散尽，天津渤海银行女排以13战
全胜的傲人战绩展现了过人实力。带
着斗志昂扬的竞技状态，全队从昨天
开始进入到备战半决赛的节奏中，不
过为了让主力队员进行调整，主教练
王宝泉昨天给了她们一天的假期。
与大循环赛13个对手相继过招，

天津女排除首轮对阵山东队时丢掉一
局外，其他场次均是零封对手，其中的
几位重点得分手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
卷，巴尔加斯扣球成功率高达65%，王
媛媛、李盈莹也均在50%以上。随着袁
心玥在第二阶段的正式回归，天津女
排本阶段的7场比赛正式启用全主力
阵容作战，后半程连克辽、苏、沪3支劲
旅，全队的技战术体系更加完备和成

熟，为半决赛开了个好头。王宝泉总结
道：“目前来看，球员都达到了比较好的
状态，但在进攻、拦网等一些细节上，我们
还可以做得更好。”
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女排主力阵容

在连续作战后，身体也是相当疲惫并伴
随着伤病。这种情况下，王宝泉指导昨
天没有安排她们参与训练，“半决赛之前
有两天的准备时间，第一天先让大家调
整休息，养精蓄锐之后再继续投入训练
和比赛。”
主力队员虽然缺席，但包括王艺竹、

刘美君在内的天津队7位替补球员昨天
参与了技术训练，大家进行了多个轮次
的进攻战术演练。今天上午，天津队将
展开两个半小时的训练，这也是全队半
决赛前的最后一次技术演练，主力球员
将悉数回归。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是本
赛季中超联赛第二阶段保级组第6
轮的比赛日，下午进行的两场比赛备
受天津球迷的关注。如果说天津津
门虎队0：0与河南嵩山龙门队战平是
一个预料之中的结果，那么同时开球
的另一场比赛，重庆两江竞技队1：0
战胜了场面占尽优势的大连人队，则
很是出乎预料。而重庆两江竞技队
的取胜，忽然改变了保级组混战的竞
争局面，大连人队被“拉下水”，天津
津门虎队上一轮刚刚夺回的好局面，
也不复存在了。
昨天天津津门虎队与河南嵩山

龙门队这一战，是一场典型的“缠
斗”，算上补时，双方你来我往将近

100分钟，踢得都很努力，却都在稳
固防守的基础上，没有创造出什么
令观者心跳加速的进攻机会，最终
0：0的比分，基本就是整场比赛局面
的客观反映。反而是第87分钟，嵩
山龙门队罗歆防守中踩踏了巴顿的
脚踝，令所有关注比赛的人突然心
惊肉跳，生怕造成巴顿重伤。万幸
巴顿情况还好，主裁判石祯禄在观
看了视频回放后，直接出示红牌将
罗歆罚下。
赛后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说，

河南嵩山龙门队是一支非常有实力
的队伍，平局对津门虎队而言，是一
个可以接受的结果，以津门虎队的整
体实力，打阵地战确实比较困难，一

场比赛横传、回传比较多，对前场球员形
成不了有效的支持，但是一切也只能慢
慢来，津门虎队还是要立足于调整好队
员们的身体，凝心聚力打好每一场比赛，
争取一个好的结果。
河南嵩山龙门队球员王上源赛后接

受采访时，祝福津门虎队在后面的比赛
中有个好成绩，能够尽快保级。实际上
本轮比赛之后，津门虎队陷入了一种更
错综复杂的局面，逐一分析最后两轮比
赛不同场次的结果，会带给津门虎队怎
样的影响，会显得冗长而晦涩，一言以蔽
之，假若球队想要实现常规赛保级，如愿
明年1月4日回家，最稳妥的路径，就是
所剩两场与青岛队、沧州雄狮队的比赛，
都取胜。

军粮城遗址考古获重要发现

出土大量唐代文化遗存

国风合家欢动画电影

《小虎墩大英雄》

大年初一上映

天津男篮不敌领头羊

困兽犹斗 战况激烈

中超保级形势错综复杂

0：0闷平河南嵩山龙门

津门虎后两轮都要争胜

本报讯（记者 张钢）日前，动画片
《小虎墩大英雄》发布预告片及海报，定
档2022年2月1日（大年初一）为观众献
上一部具有年味儿的国风合家欢动画
电影。
该片讲述了小虎墩追逐心中镖师

梦想的冒险故事。定档预告中，小虎墩
初次接到押镖任务后出发，一路上稀奇
古怪的遭遇制造出不少笑料，也让观众
体验到萌虎发威的无限欢乐。

本报讯（记者 刘茵）由滨海
新区汉沽国际版画藏书票收藏
馆主办的“汇聚经典——国际版
画名家藏书票定制原作艺术展”
日前开展，展览内容是该馆开馆
15年来，邀请多个国家的70余位
现代版画艺术家为其专门创作
的近160幅藏书票作品。展品主
题鲜明，风格各异，版种多样，展
现了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艺术家
的文化内涵。展期持续至2022年
2月28日。

本报讯（记者 张帆）记者昨日从
市文保中心获悉，今年4月至今，市
文保中心在东丽区文化旅游和体育
局的协助下，对军粮城遗址进行考
古发掘，完成发掘面积8000平方米，
发现一处唐代大型夯土台基和唐代
制盐作坊区，清理出200余处遗迹，
出土了一大批特征明显的唐代器物
标本及少量铜钱（以开元通宝为主）、
铜甲片、动物骨骼等标本；发现元明
清时期灰坑、灰沟、灶、房基址 20余
处，出土大量生活用品和砖、瓦等建
筑构件。
军粮城遗址位于东丽区军粮城

示范镇一期北部（原刘台新村），此次
发掘是天津地区近70年来首次发现
面积如此之大、主体堆积为唐代的遗
址。结合此前在军粮城区域内陆续
发现的唐代遗址和墓葬看，这些遗
址、墓葬都以本次考古发现的大型夯
土台基为中心，分布在其周围，共同
构成天津南部地区唐代等级较高的
大型聚落体系。
根据考古发现，军粮城遗址所

在区域是目前探讨文献记载的唐代
“三会海口”的最佳选项，对天津古
代港口变迁以及天津古代人地关系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更为难得的
是，在军粮城遗址第三发掘区内集
中发现的遗迹应与取卤、制卤、煎卤
和晾晒等制盐工序直接有关，构成

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唐代制盐作坊
区。这是天津考古第一次发现古代
制盐遗存，填补了天津盐业考古空
白。这一发现为系统研究、认识中国
北方和渤海湾西岸地区古代盐业发
展历史提供了最新的重要实物资料，
也为解读、阐释和宣传天津厚重的盐
文化历史提供了考古学支撑。此次发
掘还出土了种类和数量都非常丰富的
器物标本，为天津地区唐代遗存提供
了准确的断代标准，改善了目前天
津地区唐代遗址遗物少的局面，具

有重要意义。
军粮城遗址此次发现的唐代文化遗

存，遗址规模大，遗迹遗物丰富，深厚了
天津历史内涵，活化了唐代天津的历史
场景。市文保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尽快启动发掘资料分析检测和整理研
究，为全面解读、阐释和宣传遗址发掘重
要成果提供科学依据和专业支撑。同
时，持续对该地点考古发掘成果进行探
讨研究，推动渤海湾西岸地区盐业考古
研究和天津古代港口变迁以及天津城市
起源研究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中超
联赛第20轮进行了保级组的比赛。
在全场处于被动的情况下，重庆两江
竞技1：0击败了大连人，不仅名次跳
出了降级区，而且让保级形势变得更
加错综复杂。

本轮比赛之前，重庆两江竞技排名
保级组倒数第二，如果不能在对阵大连
人的比赛中取胜，将很有可能去打升降
级附加赛。尽管如此，3外援首发的大
连人依然占据着巨大的优势，全场比赛
双方射门次数之比达到了惊人的17：4，
如果不是门将邓小飞的神勇扑救，重庆
两江竞技队恐怕早就处于落后局面了。

在顶住对方攻势之后，重庆两江
竞技发动了致命一击。第59分钟，冯
劲接到费尔南迪尼奥的传球后射门得
手，最终帮助球队1：0击败了大连人，
重庆两江竞技不仅名次跳出了降级
区，而且终结了中超7轮不胜的尴尬。
目前，重庆两江竞技和大连人同积16
分，两队距离降级区只有1分的差距。
武汉队本轮对阵排名垫底的青岛

队，洛佩斯成为了比赛主角，他先是为武
汉队打入一球，此后又上演了乌龙进球，
两队最终1：1战平。武汉队目前只有20
分，依然有保级压力，而青岛队参加附加
赛的概率已经越来越大。

另外一场比赛中，上海申花1：1战
平了沧州雄狮，后者理论上还没有完成
保级任务，下轮比赛只要拿到1分就可
以完成保级目标。

大循环赛13连胜展现过人实力

备战半决赛 天津女排张弛有度

部分出土文物

国际版画名家藏书票

艺术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2021年12
月31日、2022年1月1日，2022天津城
市新年音乐会将在天津大礼堂演出
三场。届时，亚洲爱乐乐团将在英国
指挥家尼古拉斯·史密斯率领下奏响
多首经典曲目，为天津观众送来新年
祝福。
“天津城市新年音乐会”是我市

民间文化力量打造的音乐会品牌，创
立至今已10年，得到市场的广泛认

可，是每年辞旧迎新之际众多市民喜
爱的一道艺术大餐。该品牌一直探索
新年音乐会新的表现形式，在致力于
满足观众需求的基础上融入市场创
意，每年给观众带来新意。此次新年
音乐会的主题是“‘音’为有你、‘乐’
来越好”，特别在2021年12月31日设
置了“跨年夜场”演出，于当日22:30
举办，观众将在音乐的陪伴中迎来新
年钟声。

亚洲爱乐乐团是一支颇有实力的
音乐录音制作乐团，组建于上世纪末，
以各职业乐团的演奏家及艺术院校教
师为核心力量，曾录制多部电影音乐作
品。为音乐会执棒的尼古拉斯·史密斯
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是中国音乐学院
特聘客座教授，担任英国国家芭蕾舞团
乐团等乐团的客座指挥。音乐会的曲
目包括《春之声圆舞曲》《蓝色多瑙河》
等名篇以及乐团擅长的《叶塞尼亚》《似
曾相识》等经典电影音乐作品。
据悉，音乐会期间，天津大礼堂剧场

大厅将被布置成典雅的第二现场，增添
巨型垂幕、愿望留言墙、合影打卡地等元
素。音乐会还将加入互动环节，邀请观
众与艺术家共迎新年。

“音”为有你“乐”来越好

天津城市新年音乐会将奏响 本报讯（记者 李蓓）本赛季CBA
联赛第二阶段的比赛昨天继续进行，
天津男篮拼尽全力，最终仍因实力不
济，以93：112不敌联盟领头羊辽宁。
本场比赛辽篮全主力归来，郭艾伦、
张镇麟和韩德君复出，郭艾伦独得全
队最高的23分。

这是双方本赛季的首次碰面。
上一轮比赛，主教练杨鸣为了让球
队更好地磨合，选择了让郭艾伦、张
镇麟、韩德君轮休对阵北京男篮双
外援阵容，于是被北京男篮全场压
制，球队只有3人得分上双。赛后杨
鸣对于这场失利完全不在意：“现在
球队的健康最为重要，特别是郭艾
伦、韩德君这些国手，他们长时间奔
波或许还没有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相
比胜负，他们的健康才是首位。我们
的任务是为了更高的目标，没必要全
力应对防守能力很强的北京队，等我
们状态回暖，下次对阵北京队才是
关键一战。”但这场失利也让他们险
些丢掉榜首的位置。

津辽战开场后两队打得很胶着，天
津男篮首节25：29仅输了4分，但第二
节辽宁男篮大爆发，单节轰下37分，净
胜14分，就此拉开差距。巨大的差距
让天津队看到了自己和强队的差距。
“我们主要输在防守和篮板上，尤其
是篮板我们输了25个，想赢球也是很
困难的。这场比赛给我们提供了很好
的学习机会，我们会尽快提高自己。”
赛后，天津队主教练张德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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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6）

天视2套（103）

19:30 剧场: 亲爱的
孩子们（7—9）20:45 模
唱大师秀

天视3套（104）

17:50 剧 场 ：彩 虹
（26—28）19:20剧场：战
狼·战狼 (11—14)22:15
剧场:义海(31、32)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小爸妈
（31、32）

天视5套（106）

18:55 直播:体坛新
视野

天视6套（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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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少儿（108）

多派玩儿动画《萌鸡
小队》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金陵往事》第35、
36集 金榜要挟孙大夫得
以进入陈府，由于阿兴的
小动作，淑慧不在陈默人
身边，金榜等人长驱直
入。陈默人和金榜面临最
后的摊牌。本来买鱼的二
喜在旁边听墙角，金榜惊
慌之下杀了陈默人，二喜
也吓得扔下鱼跑了，金榜
赶紧离开。语慧等人悲痛
欲绝，金榜假惺惺过来看
陈默人……

天津卫视19:30

■《亲爱的孩子们》第
7—9集 穆林瞒着李爱
玲，为了挣彩礼钱，和老三
连夜出发，跑长途运输，车
在荒山野岭爆缸，穆林为
了修车，把手伸进滚烫的
水箱，虽然手被烫伤，不过
车总算修好了，成功把货
送到。穆枫回到薛华住
处，希望薛华等他大学毕
业再复婚，薛华认为穆枫
一直推迟复婚就是想甩了
她们娘俩，不同意穆枫去
念书，穆枫和薛华说不通，
着急和李凯旋去火车站会
合，但是被薛华拦下……

天视2套19:30

■《小爸妈》第31、32
集 高健公司的植入道具
遗落在简单车中，是一枚
钻石戒指，莫凡来接女儿
时无意中看见，误以为简
单已经答应了高健的求
婚，心中愤恨难平。高健
给恬恬买了滑板车，恬恬
一高兴便玩了起来。高健
刚松了口气，电话突然响
了，高健在电话里紧急处
理了公司的事情后，发现
恬恬居然不见了……

天视4套21:00

■《模唱大师秀》津门
票房争霸赛河北梆子专场
鸣锣开战，本期登场的剧团
是银达子研习社和星光闪
耀艺术团，你方唱罢我登
场，好不热闹。本期观察团
成员由天津河北梆子剧院
优秀青年演员陈亭、张翠
香，来自海河传媒中心的田
翔、裴冬、柳峰组成。他们
观点犀利、点评风趣，能否
为现场竞演的票友投上关
键的一票？

天视2套20:45

■《今日开庭》小黄
最近摊上了一桩官司，这
官司却并不是因为她做了
什么。那是因为什么呢？

天视6套18:00

“堂倌送上账来，交给我；他也
不像初到时候的谦虚了，只向我看
了一眼，便吸烟，听凭我付了账。”
“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
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
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
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
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
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至此，一场典型的绍酒之宴就此
作结。

除了《在酒楼上》，鲁迅其他小说中
绍兴美食出现的频率也很高。比如《祝
福》中提到，绍兴城内的福兴楼有道菜
叫“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
是不可不吃的。福兴楼是小说中的一
个地名，但清炖鱼翅这道菜却真实存
在。绍兴城曾有一个同心楼老店，拿手
好菜就是清炖鱼翅，做法是：取鲨鱼的
鳍做原料，经过泡发，放在鸡汤火腿汁
里清炖，成品像粉条一样白嫩软糯。料
理的过程中，要在鱼翅下用鸡鸭肉垫
底。鱼翅本身无味，需要靠鸡鸭肉填
补，这就是中国烹饪文化中所谓的“有
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
《阿Q正传》中写道：“油煎大头鱼，

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
切细的葱丝。”绍兴菜烹鱼确实都放一些
切得精细的葱花，虽然是小说，却完全是
写实。虽是写实，却用近乎夸张的笔法，
从“半寸长的葱叶”和“切细的葱丝”上分
出城里与乡下的不同来。处处无闲笔，

极其高明地映射出鲁迅味蕾上的乡愁。
鲁迅对请客吃饭非常重视，这和他对

待看电影的态度相似，即宁缺毋滥。他在
给萧军、萧红的信中曾经说：“请客大约尚
无把握，因为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
不请。”（《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
社1981年版，第52页）

在家里治馔请客，是鲁迅对待请客的
最高态度。

鲁迅日记中，治馔请客共有34例。其
中北京时期仅6例，上海时期达28例。比
如，1934年3月25日，鲁迅为美国朋友伊赛
克饯行是请的知味观的厨师“来寓治馔”；
1934年12月30日，鲁迅请内山、廉田等日
本朋友吃饭，请的则是梁园豫菜馆的厨师
“来寓治馔”。

北京时期，周府有时准备一顿饭还从
两个方向邀请客人，如1925年1月25日是
个星期天：“治午餐邀陶璇卿、许钦文、孙伏
园，午前皆至，钦文赠《晨报增刊》一本。”这
显然是鲁迅的客人。与此同时，“母亲邀俞
小姐姊妹三人及许小姐、王小姐午餐，正午
皆至也”。这则是周母的客人了。

鲁迅1926年8月16日邀请许广平等
人吃午饭最值得关注，因为涉及他们共同
离开北京这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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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许次纾所著《茶疏》，涉及
范围较广，包括产茶、品第、采摘、
炒茶、收藏、烹点、择水、火候、饮啜、
茶所等。作者讲究饮茶环境、器
具，表现出明代文人把饮茶当作一
门艺术、一种修养，具有注重情趣、
追求雅兴的特点。

从明代至今，饮茶方式基本一样，
茶具品种也没有太大变化。也就是说，
今天通常使用的茶具，是在明代定型的。

清代，也就是曹雪芹写作《红楼梦》
的时代，饮茶方式仍然沿用明代的直接
冲泡法。因此，清代的茶具也基本上沿
袭了明代茶具的模式。但是清代的陶
瓷茶具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景德镇
瓷器和宜兴紫砂陶器两大系列，即闻名
世界、影响至今的“景瓷宜陶”。“景瓷宜
陶”的开发制作，使清代茶具异彩纷呈，
琳琅满目。清代，特别是“康乾盛世”，是
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和工艺的集大成时
期，也是中国古代茶具制作的黄金时期，
留下了大量的茶具珍品。

清代的瓷质茶具，在釉彩、组合、造
型、纹饰等方面，也有所突破。除继续生
产青花、五彩茶具外，还创制了粉彩、珐
琅两种釉上彩茶具。

康熙后期，景德镇官窑匠
师在珐琅彩的启发和影响下，
引进了铜胎珐琅不透明的白
色彩料，在工艺上又借鉴了珐
琅彩的多色阶的配制技法，创
造出了“粉彩”釉上彩新品

种。这种白色彩料，是一种含砷的乳白色
玻璃。它是采用一种叫“白信石”或“亚砒
霜”的天然矿物，配入铅熔块、硝钾等熔剂
中制成的，在景德镇俗称“玻璃白”。由于
玻璃白与五彩彩料的融合，使各种彩色产
生了“粉化”，红彩变成粉红，绿彩变成淡
绿，黄彩变成浅黄，其他颜色也都变成不透
明的浅色调，并可控制其加入量的多寡来
获得一系列深浅浓淡不同的色调，给人以
粉润柔和之感，故称这种釉上彩为“粉
彩”。它与康熙硬彩（五彩）相对，亦称“软
彩”。清代著名的粉彩瓷茶具，有雍正牡丹
纹碗、乾隆梅石竹纹茶壶等。

珐琅瓷是元末传入中国的，但真正烧造
珐琅彩瓷还是在清代康熙后期。珐琅彩瓷
是由景泰蓝——铜胎珐琅器转化而来，故又
名“瓷胎画珐琅”。其彩料是从西洋引进的
珐琅料。此种彩料含有大量的硼和砷，画在
瓷胎上烧成后色泽特别鲜艳明亮，有透明玻
璃质感和立体感。由于彩料烧成后特别坚

硬，故又有搪瓷的感觉。清代著名
的珐琅彩瓷茶具，有雍正时时报喜
茶壶、乾隆开光仕女茶壶等。

清代的茶盏，以康熙、雍正、
乾隆时盛行的盖碗最负盛名。盖
碗由盖、碗、托三部分组成。

72清代茶具“景瓷宜陶”
双庆一直都没想明白，自己起

早贪黑，所有的钱都给梦花，给她
买的吃穿都是好的，是太骄纵她
了？他很后悔，不是后悔对她太好
了，而是后悔自己没有本事拢住她
的心。可谁能想到她就这么狠心
抛弃儿子小虎和自己呢？难道那个野
男人真的比自己更好吗？

梦花去了哪里？他不知道。楼村
流言四起，弄得爹没脸见人。双庆也觉
得抬不起头，他变得焦虑、郁闷、颓废，但
他始终没有在人前有过任何埋怨和指
责。也没有扔掉梦花没有带走的衣
物。有时候他也偷偷掉泪，但在小虎面
前绝口不提，更多的是沉默。

姐姐心疼弟弟，隔三岔五就来看望。
由于娘去世早，双庆见到姐姐就像见到娘
一样，委屈得哭了。姐姐安慰双庆，梦花是
漂亮，但她不安分，这样的女人丢人现眼，
她跑了更好，不值得疼惜。咱是过日子的
人家，就得找安分守己的女人，花枝招展的
不适合咱家，回头再找个好的。双庆只是
沉默，姐姐怎么说，他就嗯一声，多一个字
不说。于世林也是不断地叹气，有时就叨
念几句，双庆你也是忒窝囊，管不住媳妇，
太丢人啦，连老祖宗的脸都丢尽了。双庆
的心情一次一次沉到谷底。后来和陈
晓敏有了交往，他才逐渐有了精神。

这天中午，双庆正独自在小酒馆饮
酒。陈晓敏稀里糊涂把邻桌点的一道
菜送到双庆这桌上了，邻桌的三个外村
人得知后质问双庆，仗着酒气说了些贬

损陈晓敏的话，有的话不堪入耳，说得陈晓
敏面红耳赤，躲在一旁。双庆一看，仗着酒
劲儿，站起来指着那三个人说，错了就错
了，可以给你们重新做，干啥说那么难听的
话？欺负一个女人，还是男子汉吗？

这三人中有个愣头青，喝得半醉，又在
气头上，话不投机，越说越戗。没多会儿，
就有人开始骂街。双庆也拧上了，你骂他
也骂，互不相让，越骂越狠，再后来就动起
手来。这一动手就收不住了，盘子碎了，勺
子飞了，桌子乱了，椅子倒了，好一场混战，
小酒馆一下子变得狼藉不堪。吓得陈晓敏
赶紧打电话报警，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小
酒馆，看到双庆鼻子鲜血直流，餐馆内地上
到处是被摔碎的玻璃片。

民警要把双方人员一起带走，陈晓敏
说，双庆是受害者，也去派出所吗？民警
说，都得去，做笔录，调查清楚了，才能下结
论。双庆被带走了。临走，他告诉陈晓敏，
别担心，我很快就会回来。陈晓敏很无奈
地点点头，没说话，赶紧打扫屋子。太阳偏
西，不见双庆的影子，陈晓敏心情郁闷，坐
在椅子上，一个劲儿长吁短叹。在这件事
上她很感激双庆，觉得别看双庆平时很木
讷，关键时候还是很勇猛，为了保护她竟然
不惜犯法进了派出所，她心里不断地翻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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