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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籍名将王秋明今天开始随队训练

津门虎队沪上迎来“老熟人”

联赛杯利物浦夺冠

U23国足点兵 将赴阿联酋热身

杭州亚运会要打翻身仗

欧洲大师赛险胜奥沙利文

中国“00后”小将夺冠

本报讯（记者 赵睿）昨天，中国足协公布了不久后
参加“迪拜杯”国际足球邀请赛的U23国足名单。这支
由塞尔维亚教练扬科维奇执教的队伍，今年最重要任务
是参加9月在杭州举行的亚运会男足比赛，肩负为中国
足球打个翻身仗的重任。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足球各级国字号球队都缺

少高质量热身赛，U23国足（1999年龄段）甚至被迫退出了
去年举行的U23亚洲杯预选赛。此次参加3月下旬的“迪
拜杯”的，有阿联酋、越南、伊拉克、乌兹别克斯坦、沙特、卡
塔尔和克罗地亚7支同年龄队伍，对长时间无缘高质量热
身赛的U23国足来说，是非常难得的锻炼机会。
U23国足3日开始新一期集训，22名队员中不乏像海

港队刘祝润，深圳队叶力江，河北队幺旭辰，申花队温家
宝，大连人队陶强龙、单欢欢等上赛季中超的主力球员。
U23国足集中后将与中国队同驻海口观澜湖基地，按照计
划，两支国字号球队将在本月中旬一起飞往阿联酋。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球类项目备战杭州亚运会及巴黎

奥运会专题会议在京召开。局长、党组书记苟仲文要求，
要积极借鉴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备战成功经验，成立
球类项目备战杭州亚运会及巴黎奥运会领导小组及办公
室。要始终对准“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
位”16字方针研究球类项目备战工作。按“赢”的标准选
拔、“赢”的目标组队、“赢”的节奏训练。结合中国足球现
状，U23国足如能贯彻上述要求，在亚运会上有良好表现，
对于中国足球意义重大。

今天中午，屯兵上海集训的天津津门虎
队，将迎来一位老熟人——在天津河东区体
校启蒙、成长于泰达青训体系、曾在泰达一线
队效力多年的王秋明，从今天起加入自己的
母队随队训练。
刚满29岁的王秋明，从2013赛季开始，

进入当时的泰达一线队，正式开启自己的顶
级职业联赛生涯。2018赛季开始前，转会加
盟当时的河北华夏幸福队，并一直在该队效
力至今。虽然一转眼4年多过去，但是作为
土生土长的天津人，王秋明似乎和天津足球
从未疏远，上赛季中超联赛最后一阶段，王秋

明所在的河北队进入了广州赛区的争冠组，
竞争压力不大，可他一直关注着天津津门虎
队的命运，1月3日津门虎队成功保级那一
天，王秋明第一时间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
说“激动了，吃捞面”，并在评论区里继续恭喜
津门虎队“明天就回家”，而津门虎队中王秋
明的老熟人周通，则非常开心地与他打趣说
“你布置的任务完成了”。

和王秋明一直惦念天津足球一样，天津
的球迷，也始终没有忘记他，他的个人社交媒
体中，经常有天津球迷和他互动，2019年王
秋明入选国家队，更是有很多天津球迷给他

送上祝福，包括上赛季王秋明所在的河北队
遇到了很大的运营困难，天津球迷也因为他
而格外关注。
尽管王秋明和河北队的工作合同还没有

到期，可是面对新赛季，河北队目前还处于一
切停滞的状态，队伍和队员们的未来怎样也
未可知。备战新赛季，仍在当打之年的王秋
明选择回到自己的母队随队训练，津门虎队
上下当然都十分欢迎。另外，按照津门虎队
的计划，本周应该还会有比较知名的后场球
员抵达上海与球队会合。

本报记者 顾颖

中国代表团进入北京冬残奥会备战状态

中国残奥男子冰球队坐上冰橇、穿上护甲，
在国家体育馆“冰之帆”开启了训练。不久后，他
们将分别对阵世界排名前列的意大利队、斯洛
伐克队和捷克队。中国残奥冰球队副队长徐金
强表示：“我们的优势是队员之间的默契程度非
常高，在自己家门口比赛也非常高兴和激动。
不管面对哪支队伍，全队都会拼搏到底，祖国和
家人是我们坚强的后盾。”2017年，中国残奥男

子冰球队从零开始，仅用了不到4年，就成
功晋级世界A组冰球队，同时获得

北京冬残奥会参赛权。
中国残奥单

板滑雪队将参加北京冬残奥会障碍追逐和坡
面回转2个大项、8个小项的比赛，首次实现
全项目参赛。在云顶滑雪公园进行的非官方
训练中，中国队18名队员来到现场适应场
地，运动员从雪道上飞驰而下，姿势优美、潇
洒自如。中国残奥单板滑雪队领队张国生介
绍：“队员平均年龄21.8岁，是中国代表团最
年轻的队伍。我们之前在上海、石家庄、内蒙
古美林谷雪场进行了系统的备战备赛，一年
多下来，训练效果很不错，有信心在本届冬残
奥会中展现出残疾人自尊、自强、自信的精神
风貌。”
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用于越野滑雪的赛

道轧雪塑形工作完毕后，中国、捷克、意大利等
6个代表团的运动员登上赛道展开训练，一流

的设施和贴心的服务获得中外运动员的
一致称赞。

特派记者 张璐璐

（本报北京2月28日电）

随着北京、延庆和张家口3个赛区冬

残奥会场馆设施转换工作的基本完成，各

参赛队运动员今天陆续展开赛前适应性训

练，中国体育代表团残奥冰球队、残奥

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队、残奥

单板滑雪队全面进入赛

前备战状态。

目前，北京奥林匹克

公园公共区冬残奥会形象

景观、引导标识、会标、会

徽、吉祥物等转换工作基本

完成，“雪容融”全面上岗。

本报讯（记者 申炜）一项鸡肋的赛事，但由于闯入
联赛杯决赛的是俄罗斯人阿布拉莫维奇拥有的切尔西
队，所以备受外界关注。最终，利物浦队通过点球大战
11：10战胜切尔西，第9次夺冠。

上周末，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老板阿布拉莫维奇突然
宣布，已将俱乐部管理权交给切尔西慈善基金会受托人。
有消息猜测，阿布并不打算在这一阶段出售切尔西俱乐
部，并否认此举是为了规避可能出现的制裁。在阿布转
让俱乐部管理权仅仅两天之后，切尔西队就迎来了一项
赛事的决赛，这也是联赛杯自1960年创立至今，最被关
注的一场决赛。
这场决赛，双方发挥都相当出色，利物浦队虽然掌控

住了比赛主动权，但120分钟内双方都没有完成进球，其
间4个进球因为越位被判无效，其中3球来自切尔西，比
赛不得不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

前10轮，双方弹无虚发，第11轮双方门将出场，利物
浦队门将凯莱赫射中，而点球大战前被特意换上的凯帕
的射门却放了高射炮，利物浦队由此拿下了这场艰难的
胜利。

昨天，西甲进行了第26轮的较量，西班牙人队客场
1：5惨败于比利亚雷亚尔队。中国球员武磊在第82分钟
替补登场，没有太多表现机会。三年前，在西班牙人队对
阵比利亚雷亚尔队的比赛中，武磊上演了西甲首秀。三
年过去了，武磊却面临着尴尬的处境。

本报讯（记者 梁斌）北京时间昨天凌
晨，在2022年斯诺克欧洲大师赛决赛中，职
业生涯首次打进排名赛决赛的中国“00后”
小将范争一以10：9险胜英国名将“火箭”罗
尼·奥沙利文，夺得冠军。
此前，范争一最好的排名赛成绩是进入八

强。他在本次欧洲大师赛先后击败了凯伦·威
尔逊、颜丙涛、大卫·吉尔伯特和格雷姆·多特，
晋级决赛。决赛中，范争一与奥沙利文在前18
局战成9：9。凭借决胜局单杆92分，范争一绝
杀“火箭”，在赢得8万英镑冠军奖金的同时，世
界排名也从第80位上升至第31位。
来自哈尔滨的范争一目前在英国谢菲尔

德训练生活，并与赵心童和颜丙涛为训练伙
伴。他也成为继大卫·吉尔伯特、赵心童和侯
赛因·瓦菲后，本赛季第4位首次夺得排名赛
冠军的选手。赛后，范争一说：“决赛之前我
没想太多，多赢一局是一局，别输得太惨就
行。最后赢了，奥沙利文这场决赛发挥得不
是特别好。这是我首次闯进排名赛决赛，首
次与偶像交手。在决赛能与他对阵，我就已
经很开心了。”这是奥沙利文的第60次排名
赛决赛，失利让他的排名赛冠军数量停留在
38个。奥沙利文表示：“范争一这场决赛打
出了一些精彩的安全球和进攻，整场决赛都
是表现更好的球员，配得上胜利。我觉得颜
丙涛、赵心童他们互相激励，加上范争一，还
有几位有潜力的年轻球员。他们像费德勒、
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一样激励彼此，这对这
些小将以及斯诺克运动来说都是好事。很高
兴能与一位未来的世界冠军同场竞技。”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伟人勇毅前行，战士们互相扶持前进，他
们身后飘扬的红旗如星星之火，终将形成燎
原之势——在我市近日入藏中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馆的7件美术作品中，天津美术学院教授
张耀来创作的综合材料绘画《星火燎原——
向赣南闽西进军》，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
结合的艺术方式再现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
进军的历史场景。
在艺术上，《星火燎原——向赣南闽西进

军》呈现出高度的成熟性，也体现出作者鲜明
的个人风格。张耀来告诉记者，作品的创作
历程可谓“漫长而艰难”，从2006年为井冈山
革命博物馆创作了第一版本起，他一直在挖
掘作品中可修改和升华的地方，十余年间共
经历了三个创作与修改阶段。他说：“第一阶
段创作是完成叙事的真实，第二阶段创作是
对那段烽火岁月的崇敬与体现，第三阶段创
作是对人物情感内在的刻画与表达。”
入藏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是这幅作

品的第三个版本。张耀来对整体构图、人物
组合进行了重新调整，尤其对人物的形象和
情绪进行了深入刻画。画面中的伟人形象，
他注重内心和气质的体现；红军战士的群像，

十年一剑再塑“星火燎原”
访综合材料绘画《星火燎原——向赣南闽西进军》作者张耀来

他追求形象各异、性格多样，既有坚毅、乐观
者，也有迷茫者。在张耀来看来，党史题材的
美术创作应尊重历史，这幅作品力求真实再
现当年艰苦环境下的伟人和红军战士形象，
他举例说：“画面中对毛泽东同志的形象突出
了坚定的眼神，他紧锁眉头眼望远方，迈着坚
定的步伐走在山路上，表现了他对当时严峻
形势的思考。”
这幅作品带给观众最大的感受是现实主

义与浪漫主义的精彩结合，而这也是张耀来
追求的创作理念。作品中，他运用金字塔式
外型对主体进行构架组合，强调画面主体的
稳定感，寓意着伟人和红军战士坚如磐石、坚
不可摧。中景表现了红军队伍在河流山间行
进，突出井冈山山势险峻和红军队伍浩浩荡
荡。远景则是雄伟群山和苍茫云海，以烘托
伟人的气质和内心世界。2021年，张耀来为
电视剧《觉醒年代》创作的系列版画打动了无
数观众，他对记者表示，《星火燎原——向赣
南闽西进军》和《觉醒年代》等作品的创作实
践再次证明，现实主义创作仍有着极强的生
命力和创作空间，艺术创作要跟上时代，不断
探索实践、守正创新，“守”的是正确创作方向
和优秀传统文化之“正”，“创”的是新思想、新
理念、新媒介、新技术、新结合之“新”。

宁浩搭档刘德华

《红毯先生》开机拍摄

“双服务”系列报道

西岸剧场获选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

创编新节目 传播快乐与温暖

泥土里总会开出向阳的花

《杨柳青戏出年画“唱大戏”》上线

画中有戏 百观不腻

文化时评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美
育实践课堂新课《杨柳青戏出年画“唱大戏”》近日上线，以
杨柳青戏出年画为主题，通过“云上”鉴赏年画，让青少年从
“看热闹”到“看门道”，真正走进戏出年画的精彩世界。

画社邀请南开大学文学院艺术设计系教授谢朝，联
手打造《杨柳青戏出年画“唱大戏”》美育实践课程，让“博
物馆里的大师课”深入广泛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画中要有戏，百观才不腻。”戏出年画是年画中非常

受欢迎的品类，是戏曲艺术和版画艺术的结晶。此次美育
课程精选了杨柳青年画《四郎探母》《辕门射戟》等画面，从
画中戏、戏中趣、趣中意三个环节，讲解故事、分析画面、解
读细节、品味意趣。

■ 本报记者 张帆

现实题材剧《人世间》即将收官，这部58集的电视

剧展现了半个世纪里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时代洪流下普

通人的百味生活。播出期间，该剧屡创央视收视新高，

也让无数观众“于时代开阖处听见精神拔节的声音”。

《人世间》的成功，首先在于创作者跨越时空隔阂为

观众构建起的光影世界。在这里，“年代感”通过声光

电、服化道变得触手可及，剧中人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

动也可感可亲起来。通过导演构筑的“人世间”，一众年

轻观众仿佛回到了父辈祖辈生活的年代，在日复一日的

人间烟火里实现两代人的情感联结和思想互通。

在创作理念上，《人世间》通篇贯穿的核心价值

之一就是对中国传统美德的坚守，这也是该剧时常

令观众“破防”与“泪目”的原因。剧中人物的塑造并

非“高大全”，但都具备传统的道德美感。他们在面

临各种艰难的人生抉择时，人性的挣扎与现实的无

助一览无遗，但最终大多数人守住了自己的底线，既

展现了现实生活的复杂多面和两难处境，又在戏剧

冲突中完成了角色与观众“将心比心”式的共情。

近年来，浓郁的现实主义创作氛围为电视剧佳

作的诞生提供了丰饶的精神土壤。剧版《人世间》依

托深厚的文学基础，“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既

展现了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也用行动

实践了文艺工作者勇攀“高峰”的精神追求。

“冬日长”终将“迎春归”。《人世间》里，每个人的

生活都会面对逆境与坎坷，但心怀希望的人生态度

就像种子埋进土里，哪怕泥泞污浊，也总会有花儿破

土而出，向阳而生。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日前公布的第九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
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名单中，我市西岸剧
场有限公司榜上有名。在曲艺之乡天津，这
支文艺队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热心社会公
益事业，注重传递正能量。所属天广乐相声
社团走基层、进一线，通过相声把快乐与温暖
送给更多的人，把公益和爱心播撒四方。

相声艺术有着通俗易懂、潜移默化的特
点，演员们发挥相声优长，通过创编新节目来
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相声《垃圾分类》《文

明你我他》《礼尚往来》等在笑声中传播文明
新风。群口快板《扫黑除恶真是好》、相声《惩
恶扬善》等寓意深远，为推进扫黑除恶专项工
作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与此同时，西岸相声剧场每年都策划举
行数十场大型公益演出活动，还组织小分队
深入基层一线，为社区工作者、武警战士、公
安民警、消防救援人员、人民教师、公交车和
出租车司机以及残疾人朋友送去演出。演员
们常年到养老院演出，为了让老人们听得清
楚，他们在表演时特意提高调门、放慢语速，
老人们也会兴高采烈地表演自己的拿手节

目。演出结束后，演员们自发地帮助老人打
扫卫生，整个养老院洋溢着温馨、祥和的气
氛。一来二去，演员成了老人们的贴心人。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演员们也积
极担起以“艺”战“疫”的责任。编创的《非常
邻里》《家庭风波》《“90后”的宣言》等主题作
品，生动反映防疫期间的感人故事，用文艺作
品鼓舞士气、提振信心。为了满足观众的文
化需求，西岸相声剧场广泛组织线上展演，推
出抗疫主题作品和在线视听产品，将录制设
备升级为4K超高清摄像机，以便让观众享受
高清晰度的观看体验。演员们积极转变思维
方式，创作适合线上传播的小型剧目演出、直
播相声专场，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小剧
场相声。

本报讯（记者 张钢）日前，宁浩执导、刘
德华主演的喜剧电影《红毯先生》举行开机仪
式。这是两人在合作《疯狂的石头》后，再次
联手拍摄作品。
该片讲述了刘德华饰演的过气香港明星

为了再次走红而与内地大导演合作，他深入
农村体验生活时，因为傲慢引发了一系列不
可收场的闹剧。最终，他体会到待人真诚才
是最珍贵的品质。

2006年，宁浩在刘德华的“亚洲新星导计
划”中拿到300万元资金，拍摄了《疯狂的石头》
一举走红。此后，影迷一直期盼着宁浩能与
刘德华一起合作电影。开机仪式上，刘德华
表示：“我们将为观众拍出一部优秀的喜剧。”

《星火燎原——向赣南闽西进军》

■《星辰大海》第
24、25集 文馨为了拿到
托尼的订单，疯狂降价，
最终托尼选择了与恒之
外贸合作。简爱得知消
息后以为是林恒之故意
与自己作对，两人之间的
误会加深。文馨拿下订
单核对细节时才发现，托
尼要求的标准，目前自己
无法达到，为此受到了
林恒之的批评。为解决
问题，文馨找到了以前
的同事梁冰寻求帮助，
梁冰表面上答应了文馨
的请求，但转眼就去找
了简爱，将文馨如今遇到
的困境告诉了简爱，并告
诫简爱应该抓住这次机
会。简爱最终找到了托
尼想要的材料，将这个订
单抢了过来……

天津卫视19:30

■《岁月如金》第
5—7集 转眼间石方圆和
石中全两人都已经长大，
石方圆 11 岁，石中全也
已经9岁了，淘气的石方
圆经常指挥弟弟做一些
坏事，甚至让他把点着了
的鞭炮扔进厕所吓唬老
师。姜素芹找到石德宝
控诉了石方圆做的事，并
劝他把圆圆送回给亲生
父亲，石德宝拒绝了。回
到家后，圆圆把炸药绑在
身上并威胁石德宝如果
打她就和这个家同归于
尽，石德宝追着圆圆满院
子跑，她一下子就爬到了
树上不肯下来……

天视2套 18:25

■《下辈子还做我老
爸》第11、12集 在冯松
的鼓励下，小娜做了远山
集团的形象代言人，却被
及时赶回来的沙驼从摄
影棚带走。DNA报告出
来，陆远山确定了田小娜
就是自己的女儿，沙驼威
胁陆远山要让小娜消失
在他的世界里……

天视4套 21:00

■《艺品藏拍》今天
节目的第一件藏品是一
对布满繁花的景泰蓝花
瓶，来源于一位花艺师的
私藏，如此春意盎然的宝
贝是哪个年代的，应该如
何呵护？第二位持宝人
拿来了一个硕大的瓷盘，
五彩缤纷又繁而不乱，它
是否会让人感受到浓浓
春意？第三件藏品一亮
相就引发了艺品会客厅
众人的争论，它到底是做
什么用的呢？

天津2套 20：45

荧屏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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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