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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5日 星期五 责编：祁振 于港

CBA季后赛赛程公布

文化观察

疫情来袭，演员、院团、演艺公司等积极寻求破圈之道——

修炼内功 静待花开

迈阿密赛两“津花”晋级

“迪拜杯”首轮一球小负

U23国足表现喜忧参半

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天，CBA联
盟公布了2021—2022赛季季后赛12
进8的赛程，比赛将于4月1日在南昌
国际体育中心打响，天津先行者男篮
与卫冕冠军广东队将于当日15时率先
开打，常规赛前四名球队首轮轮空，今
年季后赛仍实行3—3—5—7赛制。
由于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本赛

季CBA季后赛一度充满不确定性，此
前已经基本谈妥的南昌赛区，在常规赛
尾声阶段也出现变数。3月22日，常规
赛最后一个比赛日，CBA联盟终于宣
布，季后赛确定于4月1日在南昌开打。
第一阶段（12进 8）：4月 1日—6

日，采用三战二胜制，胜者进入季后赛
第二阶段比赛，常规赛1—4名队伍轮
空，自动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四

分之一决赛）：4月7日—12日，采用三战
二胜制，胜者进入季后赛第三阶段比赛；
第三阶段（半决赛）：4月13日—22日，采
用五战三胜制，胜者进入第四阶段；第四
阶段（总决赛）：4月24日—5月7日，采
用七战四胜制，胜者成为总冠军。
如果季后赛某一阶段比赛提前结

束，下一阶段比赛不排除将根据实际情
况提前进行，具体调整另行通知。
此外，昨天下午CBA联盟正式启动

2021—2022赛季CBA联赛常规赛各奖
项媒体评选投票活动，在备受瞩目的常
规赛最有价值球员（MVP）奖项中，胡金
秋、沈梓捷、陈盈骏、孙铭徽、赵继伟、赵
岩昊、范子铭、吴前、朱旭航、朱俊龙、顾
全、余嘉豪入选。天津先行者男篮仅有
林庭谦入选了最佳星锐球员候选人。

本报讯（记者 梁斌）2022年世界
女排锦标赛将于9月23日至10月15

日进行，中国女排迎来一个好消息，球
队主力队员朱婷已经顺利完成手腕手

术，如果术后恢复顺利，有望随队参加本
届女排世锦赛。
受手腕伤势的影响，朱婷并未在东

京奥运会上发挥出应有的水平，作为进
攻核心，带伤上阵、坚持比赛的她没能帮
助球队杀出重围，中国女排遗憾地未能
小组出线。此后，虽然朱婷随河南女排
出战了陕西全运会决赛阶段的比赛，但
受手腕伤势影响，她全程都未登场，甚至
在热身阶段也未参与任何扣球练习。
上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朱婷同

样缺席，有关她何时接受手腕手术的消
息成为球迷关心的焦点。河南省球类
管理中心在官方社交媒体上表示：“祝
朱婷手术顺利、早日康复、重回巅峰。”
据悉，朱婷已经完成了手术，接下来将
进入康复阶段。朱婷的国际社交账号
也开始关注土耳其排超劲旅瓦基弗银
行队的康复师，说明她下一步将开始接
受术后康复训练。现在距离今年的女
排世锦赛开赛有将近6个月的时间，如
果恢复顺利，朱婷有望随中国女排征战
本届女排世锦赛。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WTA1000
迈阿密站昨天继续女单首轮争夺，“津
花”王蔷以4：6、7：5、6：2逆转美国本
土选手克鲁艾格，下轮迎战美国新星
高芙。张帅决胜盘领先时收到丹麦新
秀陶森的退赛礼，自动晋级。
首盘克鲁艾格凭借第6局的破发

一度以5：2领先，王蔷回破对手第9局
的胜盘局追成4：5，但丢掉了退无可退
的第10局。次盘双方一路战至5：5，关
键的第11局王蔷破发，并在胜盘局顶
住对手的反扑，随即乘胜追击拿下决
胜盘。下轮将迎战高芙，王蔷曾在今
年澳网战胜对方。张帅在6：4、4：6、
2：1领先时，对手陶森因伤退赛，张帅
自动过关，下轮将对阵罗马尼亚的科
斯蒂亚。小将王欣瑜以6：7(6)、4：6负
于白俄罗斯球员萨斯诺维奇。

本报讯（记者 赵睿）24日凌晨进
行的“迪拜杯”首轮比赛，中国U23国
足0：1不敌阿联酋U23队，队伍整体
表现喜忧参半。
U23国足上半场不太适应亚洲

赛场的节奏，频频被对方打穿防
线。对方第 29分钟角球发出，U23
国足中路解围不远，乱军中对方后
卫大力抽射破门。下半场U23国足
的攻防有所改观，第68分钟和第72
分钟分别创造出得分机会，但未能
把握住。第82分钟，中卫吴少聪的
头球同样险些敲开对手大门。
参加本次“迪拜杯”的U23国足，

中卫朱辰杰和中场戴伟浚跟随中国
队备战；高中锋郭田雨没有被征召，
以便他安心留洋；另一名中锋单欢欢

受伤，种种因素导致人员并不整齐。
值得肯定的是，U23国足整场比赛采
取高位逼抢打法，给对手防线施加了
很大压力，迫使对手多次出现失误。
经过中场休息时的重新布置，队员下
半场加快了出球速度，多次组织起了
有效的地面进攻。
U23国足不足之处也很明显：首

先，队员个人特点不鲜明，身体、技术、
速度都没有优势，二分之一球时主动
寻求身体对抗的意识不强。其次，高
位逼抢的效果不算理想，尤其上半场，
对手可以在后场从容地将球“择”出
来，从而组织起快攻。再有，面对对手
的高位逼抢办法不多，出球多采取长
传，成功率不高。还有，定位球的球速
较慢，难以形成威胁。

赛后，舆论对U23国足的评价基本
是包容的，毕竟对一支成立两年多，因
新冠疫情缘故连U23亚洲杯预赛都被
迫弃权，只能“闭门苦练”的队伍无法苛
求。况且，过去两个赛季的国内联赛根
本不可能有这种高强度、高对抗的节
奏，有肉眼可见的差距也不奇怪。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阿联酋

U23 队在亚洲还不是最强者，我们的
U23国足尚且踢得如此辛苦，遑论碰上
日韩这样的对手。U23国足部分队员未
来将进入中国队接班，这样的新老交替
更令人忧心忡忡。
“迪拜杯”26日进行次轮比赛，U23

国足与泰国U23队较量。这场比赛将
检验面对东南亚队伍时，中国足球1999
年以后出生的这批球员的竞争力。

朱婷手术成功 有望出战世锦赛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这几天，天津演艺网的观众微信
群里不断发出“演出取消”的公告。这
场“倒春寒”似的疫情，再次给演出行
业按下“暂停键”。从2020年至今，持
续的疫情也给演出行业造成了持续的
压力。面对困境，演员、院团、剧场、演
艺公司……整个业界都在思考：疫情
之下，演出行业路在何方？

停演不停练 深耕网络阵地

青年戏曲演员殷婵娟最近常到练
功房独自练功。《荒山泪》《白蛇传》《锁
麟囊》……从演唱到身段，她把学过的
戏整个复习了一遍。
去年，殷婵娟工作、学习忙不停，

收获颇丰，而面对新年伊始突然的“闲
暇”，她直言也有松懈、焦虑，但很快开
始反思：“疫情是对自己心态的考验、
锻炼。当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上
舞台，往往更要静下来好好想想自己
的短板，想想需要练什么。要把时间
利用起来，沉下心，该练就练，因为疫
情早晚会过去。”
殷婵娟的弟弟是戏曲专业在校

生。因为疫情不能到校上课，小伙子
就跑到广场上，拿着窗帘杆练把子
功。姐弟俩不约而同地想：趁这个时
间充分准备，才能有更好的状态迎接
新的工作。
停演不停练，这是疫情期间许多

演员的日常，他们希望以更好的舞台
表现与观众再见面。与此同时，也有
不少演员开始尝试跨出舞台阵地，走
向网络寻求突破。
天津北方演艺集团融媒体中心机

构部总监朱锴介绍，中心依托天津的
文化底蕴及各院团的人才优势，集结

青年演员努力创新表达方式。由天津
人民艺术剧院青年演员刘纪铭、万毅
夫组成的“红鲤鱼与绿鲤鱼”就在网上
“游”出了新花样。作为戏剧演员，他
们的天津快板从“演”出发，内容贴近
生活，表演亦庄亦谐。上周，“红鲤鱼
与绿鲤鱼”在抖音平台“涨粉”97万，
位列上周“涨粉榜”第三。
朱锴认为，疫情之下，无论是演员

还是院团，都更需要深耕网络。他介
绍，目前，中心以微信小程序“小北剧
场”、直播平台“方寸·直播”为窗口，对
集团已有的文化资源梳理、包装，搭建
常态化的“网络剧场”，持续给观众送
上文化食粮。

破圈有道 探索线上与线下的转化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近日发表文章
《至3月底全国取消、延期约9000场》，
历数疫情以来演出市场之伤，引起业
内极大共鸣。
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团长郭鸿

斌在朋友圈写下中肯的文字：“疫情
期间，天津儿艺一方面修改提高保
留剧目，一方面做新创剧目的前期
筹备工作，随时备战等待时机……
更难的是需要改变、突破，文化团体
属于特殊行业，生产的是精神食粮，
必须建立自己独特的运营体系。面
对新情况就要用新机制，可能去年
的方案今年就不能适用，所以尽快进
行内部调整是第一位，但这也不是拍
脑门就能做的，需要大量的沟通调
研，然后努力寻求破圈之道。”演出行
业“老将”的一番肺腑之言，收获了
很多赞同。
“老将”在思考突破，“新人”也在探

索转型。去年10月，天津市曲艺团鼓曲
演员夏炎多了一个身份——中华曲苑
剧场经理。夏炎发现，越来越多的线
上粉丝逐渐转化为剧场观众：“特别是
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是通过

抖音知道了市曲艺团、知道了鼓曲。他
们走进剧场的热情很高，有一次演出，才
开票几天，票就抢没了。”
这种转换，也启发了夏炎对网络的思

考。他认为，疫情期间可以多做一些轻松
愉悦的短视频，以调节大家的心情，并利
用网络推出曲艺线上展播、演员直播等，
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而且，做线上内容
也要强化阵地性，无论直播、展播，地点都
放到中华曲苑，以剧场为点，进行多面发
散，既拉近更多人和传统文化的距离，又
树立剧场的品牌，吸引观众。
夏炎还坦言，这个“暂停键”让人冷

静思考“后疫情时代应该怎么做”。他
说，让剧场服务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的
很多想法，都在推进中。

提早准备 抓住窗口期

爆款舞剧《只此青绿》天津站演出，
开票不到半小时，演出票就售罄；在“网
络剧场”，观众留言“越是这样的时刻，越
是需要戏剧”……当下观众对文艺演出
的热情与渴望，无疑给困顿中的演出行
业打了一剂强心针。
“从业者都在积极应对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的运营，提早准备、做足预宣、抓
住窗口期。”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市场营销
主任、票务分公司总经理任博表示。
任博介绍：“今年，天津有很多演

出值得期待，比如话剧《海河人家》、儿
童剧《蓝猫淘气三千问》、评剧《杨柳青
传奇》、河北梆子《苏武》等本土国有院
团剧目。同时，演出经纪公司也利用窗
口期向市场透露积极信号，3月初，舞
剧《只此青绿》、音乐剧《粉丝来信》、话
剧《祖传秘方》、杨丽萍作品《春之祭》
等好戏都纷纷开票。除了演出，还有
文旅演艺的布局、演艺文创、在线演艺
等事业的开发等。当前形势下，虽然
演出行业面临困难，但大家可以抱团
取暖，挺过最艰难的时期，修炼内功，
静待花开。”

本报讯（记者 张帆）国内首部讲
述洪商故事的近代历史传奇剧《一代
洪商》将于3月27日晚登陆CCTV-8
电视剧频道黄金档。
洪江自古就是湘西重要驿站和

繁华商埠，盛产优质桐油，人称洪
油。经营洪油的洪商心系家国大
义，秉承“以义致利，经纬天下”的宗
旨，自成一派。电视剧《一代洪商》
首次聚焦洪商，讲述湘西南商业重
镇洪江城中刘、杨两家百年油号三
代人的恩怨传奇，浓墨重彩地展现
了洪油商人在历史巨变中的家国情
怀和商贾理念。
作为首部展现洪商传奇和家国大

义的电视剧，《一代洪商》由王少华编

剧，路奇担任总导演，孟凡耀担任总制
作人，张丰毅、李立群、张睿、张含韵领
衔主演。剧中，张丰毅、李立群分别饰
演元隆油号掌柜刘云湘、恒顺油号掌
柜杨同昌。《新还珠格格》中幽默搞笑

的五阿哥扮演者张睿，此次在剧中饰演
杨家大儿子杨大江，面对国家危难，毅然
走到抗日第一线，热血抗争。张含韵此
次担当女一号，在剧中饰演刘家女儿刘
天娟，追随杨大江投身革命。老戏骨张
丰毅、李立群燃情飙戏，张睿、张含韵演
绎革命洪流中的爱情和战火中的青春，
将是该剧的精彩看点。

老戏骨演绎《一代洪商》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快乐生活剧
场：亲爱的爸妈（32、33）

天视2套（103）

17：55剧场：我叫苗
金花（25、26）

天视3套（104）

17:30 剧 场 ：错 恨
（1、2）

19:00 剧 场 ：枪 花
(20—23)

22:00 剧场：枪口之
火线孤城(1、2)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永远一
家人（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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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男人世界
21:00 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19:55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探险日记》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亲爱的爸妈》第
32、33集 奶奶意识渐渐
恍惚，突然想让柳碧云带
她去澡堂，柳碧云答应明
天10时回来带她去。转
天，奶奶见等不来柳碧
云，自己一步步离开江
家。她走过莲花巷，悠悠
往事涌上心头。柳碧云
赶到浴池，奶奶已经晕
倒，再也没能醒来。黄母
想抱孙子，江梅偏偏怀不
上。黄母高价买了中药
给江梅，江梅不仅不吃，
还想着做丁克，黄海军夹
在中间左右为难……

天津卫视19:30

■《我叫苗金花》第
25、26集 沈发贵和黑头
路上偶遇银花，强拉银花
上车，跟他们去逛商场。
沈发贵买了一部手机送
给银花。金花看到银花
跟沈发贵一起回来，勒令
银花把东西还给沈发
贵。黑头得知银花对杨
帆有爱意，给沈发贵献
计，搅合金花姐妹和杨帆
的关系……

天视2套17:55

■《永远一家人》第
26、27集 除夕夜，慧宁独
自在宿舍里倍感寂寥，她
拨通了卫平的电话。卫
平放心不下，便前去探
望，二人谈心。慧宁称自
己回到红旗，一半是为了
帮父亲还债，一半是心里
依旧放不下卫平。说到
动情处，她上前拥抱对
方。而这一切都被跟踪
而来的秀丽看到。魏东
晓要跟红旗厂合资开办
子公司，慧宁促成此事，
只不过她因为父亲的案
底，未能如愿当上子公司
的中方经理……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今天
案子的原告是一位 9岁
的男孩，在自家小区的
楼道里不慎触电受伤
了。男孩的母亲郭女士
认为，楼道里的电线外
漏是导致儿子受伤的直
接原因，这明显就是物
业的失职，于是将物业
公司告上法庭，讨要孩
子的医疗费、营养费等
各项经济损失。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