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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天歌民族乐团、保利天歌交响乐团相继亮相

中外名曲献给津城观众

展现小人物成长历程

《丁大命》天津卫视开播

著名作家陪读者“云”跨年

呈现文学活力阅读之美

天津市新年登高健身大会启动

中超保级组赛事今收官

胜利是津门虎唯一愿望
今天是本赛季中超联赛第二阶段

保级组最后一轮的比赛日，除了确定
第十五名的归属，这支球队陪着青岛
队一起留下来，与排在本赛季中甲联
赛第三、四名的浙江、成都蓉城两队打
附加赛之外，其他6支球队，赛后将很
快离开苏州赛区。封闭的生活、比赛
的压力都不好受，所有人都在等着离
开时刻的到来。天津津门虎、重庆两
江竞技、大连人3支球队，当然会在今
天15:30同时开赛的各自比赛中拼尽
全力，避免成为陪伴青岛队的留守者，
而无论是足球圈内人还是广大球迷，
肯定也希望未来可能面临重大“生存
盘整”的中超联赛，能在公平、公正的
局面下完成本赛季。
最后一轮赛前，属于保级组8支

球队的8场新闻发布会，不经意地出
现了若干令人百感交集的场面。重庆
两江竞技队主教练张外龙突然热泪长
流，他笼统表述的“不容易”，有些外界
能懂，有些只能凭感觉去大致体会。
而作为重庆两江竞技队的对手，武汉
队因为微妙左右着保级的走势，因此
处境自然有些敏感，在出于各种原因
放走了外援，比赛也可能出现大面积
人员轮换的情况下，主教练李金羽表
达的意思倒是坦诚——现在已经谈不
上如何备战，一切尽力吧。
关于本轮事关常规赛保级的赛果

推算，据说能演绎出大约27种结果变
化，其中只有两种结果，会把天津津门
虎队推入附加赛，不过为了掌握主动，

津门虎队唯有把战胜沧州雄狮队作为
目标，才是最稳妥的。元旦那天的零
点时分，津门虎队的微信群准时热闹
起来，艰苦赢下青岛队之后，大家除了
用“新年快乐”祝福彼此，说得最多的
话是“4日一定回家”，以此相互鼓励，
打好这一仗。在昨天的赛前新闻发布
会上，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说，尽管
津门虎队目前积分稍稍领先，但是不
到最后一刻，比分、形势都可能会有变
化，连续比赛之后，队员们都比较疲
惫，这两天也在努力调整，关于保级，
津门虎队首先要做好自己，把一切都
准备好，把斗志和决心体现出来，打好

这场比赛。
包括谭望嵩、钱宇淼累积黄牌停赛在

内，再加上一些伤病，津门虎队今天实际
面临很大的人员困难，不过天到这般光
景，也就顾不得许多了，就像巴顿说的，现
在他成了各队重点盯防的对象，每场比赛
过后，疲劳之外还有不停“被放倒”造成的
浑身疼，“但是，疼就疼吧，这个赛季坚持
到底保住级，下个赛季就能好多了”。

本报记者 顾颖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日前，中
国冰壶精英赛暨奥运会选拔赛最后
一站争夺在北京落幕，马秀玥组和
刘锐组分获 4人队际赛和混双第 1
名。随着本站比赛的结束，中国冰
壶队出战北京冬奥会选手名单也即
将揭晓。
本站比赛混双对决从之前的5组

减少为4组，结果前5站表现平平的刘
锐组以2胜 1负排名第1。在4人赛
中，本次选拔赛表现突出的马秀玥组
以3胜 1负再度高居排名榜第1位。
同样获得2胜2负的王奉春组和梅杰

组分别排名第2和第3位，韩雨组以1胜
3负的战绩排名第4。
目前，中国队已获得北京冬奥会冰

壶比赛男子、女子和混双全部3个小项
的参赛资格。为了选拔出最优秀的运动
员出征北京冬奥会，国家体育总局冬季
运动管理中心采取队内广泛选拔人才的
方式，从去年11月开始进行为期6周的
比赛，赛程安排完全模拟冬奥会。国家
集训队女队队长韩雨介绍：“每站比赛都
要换一次冰面去适应，这对我们阅读冰
场的能力有很大提高，有助于大家在正
式比赛时及时调整状态。”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国际篮联
官网日前发布了2022年国际篮坛重
要赛事信息，中国男篮将不参加第二
个窗口期比赛。这样一来，将对CBA
赛程产生直接影响。据悉，CBA联盟
对此已经做出预案，联赛第三阶段有
可能提前到3月1日开打。
结束 CBA 联赛第一阶段比赛

后，中国男篮立即集结备战世预赛
第一个窗口期比赛。考虑到中国男
篮备战、前往日本比赛、回国后按照
相关防疫政策进行隔离，CBA联赛
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的间歇
期长达 40 天。按照最初的赛事计
划，世预赛第二个窗口期比赛将于2
月 24日开始，中国男篮将于 2月 25
日对阵澳大利亚男篮、2月 28 日对
阵中国台北男篮。CBA第二阶段将
在1月28日结束，第三阶段原定于3
月30日打响。
目前，国际篮联将部分第二个窗

口期比赛与后边的比赛进行合并。根
据最新情况，中国男篮将不会参加第
二个窗口期比赛。这样一来，CBA原
有赛程将受到影响。据悉，CBA联盟
已经做出预案，计划将第三阶段赛事
提前到3月1日开打，具体情况还需要
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批复。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日前，2022
天津市新年登高健身大会启动仪式暨
建设“运动之都”座谈会在中国人寿金
融中心（天津）举行。
一年一度的新年登高是天津市

的传统体育活动，于 1992年首次举
办，至今已30年，深受市民喜爱，逐
渐成为天津市群众体育的闪耀名
片。今年的新年登高活动以线上方

式举行，活动一经推出，便得到广大市
民的积极响应，大家热情高涨，600余名
市民以自主攀登楼梯或登山的方式参
与了本次活动。
启动仪式上，全国体育工作先进单

位代表宣读了《2022天津市全民健身倡
议书》，倡议广大市民争做健身活动的参
与者和组织者，追求科学健身、快乐健身
和文明健身。

中国男篮赛期调整

CBA第三阶段有望提前

中国冰壶奥运会选拔赛落幕

冬奥参赛选手名单即将揭晓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新年前夕，
人民文学出版社打造的2022文学跨
年盛典直播成为一股清流并成功“破
圈”。5个小时的直播中，不仅有国际
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茅盾文学奖得
主梁晓声、李洱等18位名家对谈，还
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莫
言以及冯骥才、阎晶明、阿来、格非、苏
童、马未都、葛亮等近50位作家以视
频形式祝福读者，全网总观看量突破
千万次，充分让大众感受当今文学之
活力以及阅读之美妙。

直播中，嘉宾们就“文学的力量”
“经典的魅力”“阅读的盛宴”“青春的
希望”四个主题展开文学对谈。

本报讯（记者 张帆）由林和平编
剧，孟亮执导，林家川、朱锐等主演的抗
战剧《丁大命》昨晚在天津卫视播出。
《丁大命》通过“革命”与“爱情”两

条主线讲述了小人物丁大命“误打误
撞”加入游击队，多次帮助游击队完成
任务，与山杏共同经历磨难，多次面临
生死考验，并最终成长为革命战士的
传奇经历。剧中，林家川饰演的丁大
命是一名粮行长工，而由朱锐饰演的
山杏是宝山镇关家大小姐。尽管他们
互相喜欢，但林家川却一直担心身份
差距不敢接受山杏的爱情，一次偶然
的机会，林家川加入游击队，并多次帮

助游击队完成任务。在得知丁大命加入
游击队以后，山杏也要加入游击队，却总
是得不到认可，于是她想尽办法要证明
自己。
《丁大命》这部剧以小人物作为切入

口，从普通百姓的视角演绎革命年代的
故事，他们勇于革命、不断奋斗，展现出
了年轻人在革命背景下的成长。此剧也
是林家川再度和父亲林和平合作的作
品，谈起这次合作，他认为作为编剧和艺
术总监的父亲在片场十分严格，对每处
细节都力求精益求精。本剧的一大鲜明
特色就是加入了很多东北地域特征的喜
剧元素。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

生）前天，天津京剧院在滨湖剧院带来
一场名家新秀联袂的“2022 新年演唱
会”，以国粹之声同津门父老乡亲一起
喜迎新年。

此次演出的节目安排颇为丰富，既
有《贵妃醉酒》《文昭关》《赤桑镇》等行当
丰富、流派纷呈的彩唱节目，也有由王
平、吕洋、吴凡等京剧名家领衔的《野猪
林》《锁麟囊》《将相和》等名段清唱。演
出最后，由王平、吕洋联袂带来该院创排
的现实题材京剧《楝树花》选段，将演出
推向高潮。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

生）连日来，保利天歌民族乐团、保利
天歌交响乐团连续亮相天津大剧院，
为观众带来了“2022天津新年民族音
乐会”“蓝色多瑙河——大型交响合
唱新年音乐会”，营造出浓厚的节日
氛围。
“2022天津新年民族音乐会”由

天津歌舞剧院常任指挥孙敬凯执棒，
是元旦期间观众期盼的一台高水准
民族音乐会。中国民族音乐盛产喜
庆祥和风格的名曲，与节庆主题有着
天然的联系。乐团奏响的《春节序
曲》《丰收锣鼓》等描绘了红红火火的
幸福生活，《连年有余》展现了津沽文
化，《全家福》《北京颂歌》等节目融合
了二胡、声乐等艺术元素。值得一提
的是，本场音乐会还上演了现代民族
管弦乐组曲《太阳颂》第二、四乐章，
这部讴歌劳动人民的新作品为观众
展示了当代艺术家对民族音乐的持
续探索。
感受过民族音乐的魅力，前日，

观众们迎来了“蓝色多瑙河——大型

交响合唱新年音乐会”。这场音乐会
由著名指挥家郑健执棒，以西方交响
乐队的形式伴奏。合唱队演唱的《欢
乐颂》《念故乡》《饮酒歌》等西方歌曲
闪耀着动人的艺术力量。《天路》《往

日时光》《灯火里的中国》等中国歌曲讲
述着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在奔放、震撼
的交响合唱形式的诠释下迸发出直抵
人心的艺术力量，让观众感受到美好与
希望。

天津京剧院奉献新年演唱会

名家新秀联袂唱响国粹

2022天津新年民族音乐会

直播提醒：

天津津门虎VS沧州雄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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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剧场:彩虹(39、
40)19:20剧场:战狼·战狼
(31—34)22:15剧场:义海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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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剧场:独生子女
的婆婆妈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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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中超联赛第
22轮 天津VS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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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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少儿（108）

19:05 多派玩儿动画
《盟卡魔幻对决》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丁大命》第3、4
集 关老太太在王政委口
中得知，自己的三儿子在
游击队当队长，老太太深
明大义，让丁大命把王政
委藏到粮库，伺机把王政
委送走。丁大命来到关家
厨房，悄悄叮嘱柳叶嫂子
每天多做一份饭，柳叶心
领神会。柳叶暗示丁大
命，如今山杏摔成了斗鸡
眼，未尝不是件好事情，这
样你一个下人就有了娶她
为妻的可能……

天津卫视19:30

■《亲爱的孩子们》第
22—24集 结婚的日子到
了，两家人都很开心。张
晓晴跑到穆家陪穆雪，这
时李凯旋扛着电视来了。
李凯旋解释清楚失踪的事
情，扛着电视送到了婚礼
现场，一时间穆家成了大
家的焦点。穆枫看到白歌
闯了进来，急忙找到穆林，
让穆林拦着白歌，别让她
搅和了婚礼……

天视2套18:25

■《独生子女的婆婆
妈妈》第1、2集 在遥远的
小县城巴州，老两口舒有
福和刘慧娟来到县法院，把
独生子舒前进、儿媳王喜
贞、独生孙子舒一乐告上了
法庭，要求法院判决儿子媳
妇孙子每个月至少得回家
陪自己吃一顿饭。一乐路
遇李冬梅被自行车撞倒，一
时好心扶起了她，不料却被
误当做肇事者。一乐的母
亲王喜贞认为儿子遭遇
“碰瓷”，在医院和李冬梅
吵了起来……

天视4套21:00

■《非你莫属》本期
推出元旦特别节目，职场
情景剧“非常选择”。情景
剧选用职场人经常遇到的
场景，每一段情节及走向，
由台上的 8位企业家决
定，根据他们亮灯数的多
少来决定剧情发展走向的
选择。

天津卫视21:20

■《最美文化人》身
为编剧、导演，他是一位幕
后英雄。他参与创排的作
品《领袖泪》《望天吼》《红
旗谱》《生死24小时》，可
以说是家喻户晓。他笔
下的世界引人入胜。字里
行间，缔造了舞台上的酸
甜苦辣、百态人生。他就
是天津北方演艺集团艺
委会主任，天津人民艺术
剧院艺术总监，国家一级
编剧——钟海。

天视2套2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