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文体
2022年4月13日 星期三 责编：窦晓艳 温卉 美编：孟宪东

■ 本报记者 张钢

日前，歌手苏见信在参加综艺栏目《天赐的声音3》时

发表评论，“音乐综艺栏目都在搞翻唱，你叫我们怎么进

步？我们的原创音乐在哪里？歌手不去搞创作，华语乐坛

就越来越不行。把翻唱别人的歌曲当成主业，不是骄傲，

是屈辱。”随后，他退出该节目，其言论引发热议。

10年前开播的《中国好声音》一炮走红后，《我是歌

手》《蒙面唱将猜猜猜》《乐队的夏天》等受众极广的音乐

类综艺火爆荧屏，但随着该领域多年被“开垦”，创新乏

力、新人不足、原创难为等缺陷开始显露。这一方面表明

音乐类综艺发展进入了瓶颈期，另一方面像苏见信所说，

很多歌手不再重视原创，造成华语乐坛滑坡。

歌手是职业而非身份，唱歌是目的而非手段。这方

面，华语乐坛的众多老将作出了表率，他们并未因年龄太

大而“退休”。本月8日，68岁的罗大佑以数字黑胶形式发

行了新专辑《安可曲》；72岁的谭咏麟一直活跃在创作一

线，4年前推出全新大碟《欣赏》，保持他“华语乐坛常青树”

的美誉；53岁的窦唯去年推出数字版新专辑《医宜以疫》，

尽管销量惨淡，但他对音乐的痴迷为人称道……

反观一些歌手，“水木年华”在拍电影；林依轮在做厨

师；周晓鸥在演戏，都在将自己的名气和昔日辉煌及时变

现。这些歌手都曾表现出对音乐的热爱，但“理想与现

实”之间的差距在他们身上显现无遗。

近日，深受乐迷喜爱的网易云音乐在资本市场受挫，

股价一路下滑。有分析指出，网易云面临的一大问题就

是用翻唱替代原唱，规避版权问题。从一个侧面，也显现

出目前华语音乐原创的不足。

可以肯定的是，众多音乐综艺栏目为推广华语音乐

出了不少力，但因为本质上还是娱乐节目，当其倾向流量

和收视率一端时，音乐的原创性就成了“牺牲品”。

面对人才流失以及原创不足等问题，歌手们需要保

持对音乐的挚爱，综艺节目也该重视音乐原创力量的汇

集，唤醒每个音乐人心中的原创欲望。正如刘欢所言，

“没有原创，华语音乐将成为无米之炊。”

■ 本报记者 张帆

近日，军旅题材电视剧《特战荣耀》持续
热播，青年演员杨洋在剧中的表现成为观众
热议话题。近年来，军旅题材电视剧呈现“青
春化”趋势，《号手就位》《你是我的城池营垒》
《爱上特种兵》《王牌部队》等大量起用年轻演
员，在吸引年轻观众的同时也为如何讲好新
时代强军故事打开了新思路。

军旅剧寻求“新表达”

一直以来，军旅剧都在不断寻求创新性
的表达方式。从2001年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到此后的《亮剑》《士兵突击》，从“大英雄”到
“小人物”，军旅剧不断尝试新的创作方式。

近年来，“青春化”成为军旅剧的显著标
签之一。李易峰、黄景瑜、白敬亭、肖战、杨洋
等偶像型演员披上戎装，通过演绎青春热血、
硬朗刚毅的军人突破固有形象，在一定程度
上助推了青春军旅剧的快速发展。以近期热
播的《特战荣耀》为例，开机前的1个月和拍
摄期间的9个月，主演杨洋一直在接受严格
的特种兵训练。从呈现效果看，他诠释了当
代军人正直、坚毅、永不服输的精神，表达了
对中国军人的尊重和致敬。
从打击贩毒犯罪到参与国际维和，从机

械化部队到信息化部队的发展演变，从“无”
到“有”再到“精”的火箭军成长历程……青春
化的军旅剧让更多年轻人了解了新时代的中
国军人和“强军故事”，堪称最“入脑入心”的
“征兵宣传片”。在创作层面，军旅题材作品
都有相关专业部门或经验丰富的创作团队保

驾护航，在提升剧集制作标准的同时，也增加
了作品的精品概率。例如，作为中国首部火
箭军题材作品，《号手就位》第一出品方是中
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你
是我的城池营垒》的出品方有公安部金盾影
视文化中心坐镇；《特战荣耀》则由曾导演《永

不磨灭的番号》的徐纪周执导，编剧冯骥也有
丰富的军旅剧创作经验。

“青春化”不是“偶像化”

在“弃流量、重演技、塑艺德”已成行业风
向的当下，年轻偶像明星纷纷投身军旅题材，
既是提升业务能力的现实追求，也是转型“自
救”的难得契机。此前，黄景瑜、李易峰、白敬
亭等演员都通过军人形象不同程度转变了公
众认知，此次杨洋能否凭借《特战荣耀》成功
转型也备受期待。
对于军旅剧而言，主演阵容的年轻化已

成必然趋势，内容题材的与时俱进需要更加
年轻化的军人形象来表现，拥有大量“粉丝”
基础的偶像明星不仅能吸引“粉丝”群体，对
路人群体同样拥有强大的号召力。从播出效
果看，年轻的偶像明星也确实成为军旅剧吸
引年轻观众的“流量密码”。但是，“青春化”
并非“偶像化”，军旅剧中的军人形象可以是
身手了得、能文能武的“兵王”，但也应定好能
力“天花板”，切不可脱离现实，飞天遁地、无
所不能，让严肃的军旅剧失真、变味。
有网友表示，在军旅剧里，最想看到的是

人物从“强人”到“军人”的转变。如何展现主人
公精神成长的历程不但对于年轻观众更有现
实意义，也是讲好“强军故事”的“终极密码”。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昨
日，由和平区委统战部等单位主办的“书韵飘
香诵经典 民族团结心连心”系列活动启动。
在“4·23”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该区通过文
艺演出、线上讲座等形式重温经典名篇，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人们的心灵。
当天上午在劝业场街新疆路社区举行

的启动仪式上，诸多“社区艺术家”以朗诵、
戏曲、歌舞等文艺形式演绎经典名篇，唱响
民族团结的旋律。下午，主办方在和平区人
民检察院举办了线上文化讲座，给市第二南
开学校西藏班、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
市绿荫学校、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
峰迭新区中学的学子带来普法宣传和经典
名篇《少年中国说》的讲解，鼓励青少年懂法
学法、知法用法，崇尚读书、品读经典，争做
新时代好少年。
和平区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系列活动为期两周，希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浸润人心，促进民族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今起至15日，北
方演艺集团融媒体中心推出的视频平台“小
北剧场”微信小程序继续推出每日限免剧
目。今日播出天津河北梆子剧院演出的河北
梆子《王宝钏》；14日播出天津评剧院三团演
出的评剧《王二姐思夫》；15日播出天津交响
乐团演出的《“海与城市”音乐会》。

年轻“偶像”披戎装 投身“军旅”展身手

青春破题，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

和平区开展系列活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书韵飘香诵经典 民族团结心连心

原创不足

导致华语乐坛滑坡

本报讯（记者 张帆）“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季
赛入围作品《骁》由北方演艺集团报送。片中，4位戏曲
演员倾情演绎原创戏歌，为全民抗疫助力。
该集团融媒体中心机构部总监朱锴介绍：“众志成城

是我们的‘国潮’，团结一心是我们的‘国风’，特别是在天
津这座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北方演
艺集团融媒体中心集结了来自专业院团
的4位青年演员，组成‘戏腔女团’倾情献
唱。她们结合各自本门行当、艺术特点，
为作品赋予十足的国韵戏腔。”

“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原创戏歌《骁》提振战“疫”信心

昨天下午，和平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给少数民族学子讲解《少年中国说》。

中国音乐小金钟五项展演

天津赛区选拔赛启动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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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北剧场”再推限免剧目

6：2力克哈萨克斯坦队 豪取女子冰球世锦赛甲级B组四连胜

中国女冰距离晋升A组一步之遥

足球三级联赛递补原则不变

羽联世界排名翁泓阳飙升

“凡晨”组合居女双榜首

CBA半决赛开战

辽宁队首回合战胜广东队

本报讯（记者 申炜）尽管外界对于中国
足球三级职业联赛的参赛规模有一定的质
疑，但新赛季中国足协很可能仍沿用以往的
递补规则，从而确保各级联赛的规模不变。

按中国足协此前的设想，新赛季三级职
业联赛的参赛规模，分别是中超18支球队、中
甲18支球队、中乙24支球队。不过目前各级
职业联赛的球队都存在欠薪状况，能否维持
这样的参赛规模已成为未知数。此前中国足
协公布的三级联赛准入名单中，中甲的贵州
队和中乙的四川民足队没有获得准入资格，
此外青岛队和厦门鹭岛队都传出解散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协和赛事主办方
内部也进行了讨论，目前倾向于执行此前的
递补方案。也就是说上一级联赛出现名额
空缺之后，将从下一级联赛中按照相关规定
敲定递补球队。当然，中国足协、中足联也
将会向满足基本“递补排序”等条件的中、低
级别俱乐部分别发出对应的“递补升级意向
征集函”。

当然考虑到目前各级职业联赛的情况，
中国足协也作出了一些规定，尤其是存在欠
薪情况的递补俱乐部，必须按此前主办方的
要求，在参赛确认函中明确欠薪明细、3个时
间点清偿欠薪的数额、比例。此外，对于一些
低级别联赛的参赛球队将出台上交参赛保证
金的制度，这些都有利于各队自觉解决欠薪
的状况。

本报讯（记者 顾颖）据了解，备受天津球迷
关注的，天津籍球员王秋明本赛季能否顺利加
盟津门虎队一事，本周有了新的进展。本周一，
津门虎俱乐部将王秋明完备的注册材料递送中
国足协，进入到实际注册程序，昨天晚些时候，相
关注册网站显示，他的注册审核已经通过。经
历了一些曲折之后，王秋明回家了，这是新赛季
天津津门虎队组队过程中的重要收获之一。
受多重因素影响，新赛季的中超联赛，已

经无法按照之前计划在本月23日拉开帷幕，目
前估算，开赛时间可能后推3周左右，另外中
甲、中乙联赛，也要做相应的推迟。

具体到津门虎俱乐部注册工作的推进，
由于之前一直是围绕着本月15日截止这一

时间点来规划，因此人员遴选圈定、工作合同
签订、材料准备等细节，已经基本落实，截至
王秋明，包括最后一步的材料递送工作也告
一段落。只不过各俱乐部递送的球员材料，
在中国足协的注册部门，还需要经过审核、操
作的过程，而站在俱乐部角度，只有得到注册
确认，这项工作才算最终完成，因此天津球迷
急切想要看到的，新赛季津门虎队“人员官
宣”，仍要再稍等。

津门虎队的教练组，一方面应对无法安
排热身赛的困难，及时调整和优化训练方案；
另一方面，也在不断给队员们做心理疏导，让
大家正确认识等待的过程，在严格防疫的基
础上积极磨合队伍，时刻准备着。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3年篮球世界杯亚大区预
选赛第三窗口期比赛将于6月30日到7月4日在澳大利
亚墨尔本举办。根据最新公布的赛程，中国男篮将分别
与澳大利亚男篮、中国台北男篮交锋两次。
结束本赛季CBA联赛征程后，中国男篮将立即进入世

预赛备战中。中国男篮要在5天赛程内打4场比赛，分别是
6月30日和7月3日16:40对阵澳大利亚男篮，7月1日15:10
和7月4日16:40对阵中国台北男篮。世预赛之后，中国男
篮将开启亚洲杯征程。中国男篮将在7月中旬进行三场亚
洲杯小组赛比赛，分别对阵韩国男篮、巴林男篮与澳大利亚
男篮。9月份，中国男篮将迎来亚运会比赛。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昨天，国际排联宣布，2022年
国家女排联赛总决赛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比赛时间
为7月13日至17日。经过历时3周的分站赛较量后，将
有8支球队入围总决赛。
今年的国家女排联赛分站赛将于5月31日至7月3

日展开，中国女排在分站赛将参加土耳其安卡拉站、菲
律宾帕赛站和保加利亚索菲亚站的角逐。随后的总决
赛定于7月13日至17日在土耳其安拉卡举行。这是土
耳其首次承办该赛事的总决赛，此前3届总决赛分别在
中国南京（2018年、2019年）和意大利里米尼（2021年）
举行。
本年度国家女排联赛总决赛将有8支球队入围。按

照规则，总决赛将采用淘汰制。1/4决赛的4场较量定于
7月13日和14日进行，半决赛时间为7月16日，金牌战
和铜牌战将在7月17日展开。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世界羽联最新一期世界排名昨
天揭晓，陈清晨/贾一凡占据女双榜首，刚刚夺得韩国公开
赛冠军的男单小将翁泓阳从第156位飙升至第89位。

丹麦名将安赛龙继续占据男单榜首，日本的桃田贤
斗排名第2，丹麦安东森第3，中国台北的周天成第4，印
尼金廷第5，长期休战的谌龙申请保护排名位列第6。久
未参赛的石宇奇排名第16，陆光祖位列第25，翁泓阳升
至第89位。中国台北名将戴资颖排名女单第1，日本的
山口茜第2，陈雨菲第3，何冰娇第9。同样申请排名保护
的马林排名第6。印尼组合吉迪恩/苏卡穆约和阿什桑/
亨德拉占据男双前二，中国台北的奥运冠军李洋/王齐麟
第3。泰国组合德差波/沙西丽位居混双第1，郑思维/黄
雅琼和王懿律/黄东萍分列第2和第4，日本组合渡边勇
大/东野有纱位居第3。

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

中国男篮首战对阵澳大利亚队

王秋明返回家乡队注册审核已通过

津门虎新赛季人员注册进展顺利

国家女排联赛总决赛落户土耳其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北京时间昨晚，
2022年女子冰球世锦赛甲级B组比赛在波兰
卡托维茨继续进行，中国队在第4轮争夺中以
6：2力克哈萨克斯坦队，赢取小组赛4连胜，暂
居积分榜首位，距离晋升A组仅一步之遥。
本次世锦赛之旅，中国女子冰球队只有

周嘉鹰等少数球员因为身体原因缺席，于柏
巍、刘智新、米勒、林绮琪、林尼等队员均悉数
亮相，基本延续了北京冬奥会阵容。此番对
阵哈萨克斯坦队，中国队在比赛伊始有些慢
热，被对手率先进球，随后全队在稳固后防线
的同时，加强了进攻，林绮琪、胡宝珍、丽贝卡

分别取得进球，中国队以3：1领先。第2节，
双方在场上势均力敌，哈萨克斯坦队利用中
国队的后防漏洞打进一球。第38分钟，中国
队的康木兰接到朱瑞的妙传后射门得分，帮
助全队以4：2继续领先。第3节，中国队张喜
芳破门得分后，哈萨克斯坦队更换门将。赛

末阶段，林绮琪再进一球，中国队最终以6：2
击败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小组赛4连胜。
接下来，中国女冰将于北京时间4月14

日凌晨迎战小组最后一个对手——东道主波
兰队，如果能顺利击败对手，则将以小组赛全
胜战绩成功获得世锦赛甲级A组参赛资格。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CBA季后赛昨
晚展开半决赛首回合较量，在率先进行的
辽粤大战中，辽宁队以92：79战胜广东队，
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以1：0领先。
之前因伤缺阵的广东队主力任骏飞依然

作壁上观，1/4决赛中受伤的外援莱多虽然出
现在12人大名单，但并未上场。从季后赛12
进8到8进4，广东队展现出了完全不同于常规
赛时的状态，就像辽宁队主教练杨鸣赛前所
言：“广东队的经验、默契度和冠军底蕴都在展
现，我们就是去冲击卫冕冠军。”
辽宁队一开场就对广东队形成全面压

制，广东队则在攻防两端全面陷入被动，首节
仅得到14分，第二节更是只有10分入账。上
半场结束，广东队31投7中，并出现13次失
误，以24：47大比分落后于辽宁队，创下了队
史季后赛半场比赛的最低得分，此前他们的
季后赛半场最低纪录是34分。 广东队老将
周鹏8投0中，仅凭借罚篮拿到1分。易建联
6投1中，加上罚篮3中3拿到6分，而且开场
2分钟便身背两次犯规。下半场广东队全力
追赶，但最终仍以79：92告负。
赛前，广东队主教练杜锋就曾表示：“郭

艾伦一直是国内最好的后卫，个人能力非常
突出，需要队伍集体去防守他。”这一点，广东
队确实做到了。郭艾伦出战36分46秒13投
仅3中，其中三分球6投0中，罚篮10中5，仅
得到11分4篮板5助攻。不过，他在上半场
抢到1个篮板球后，季后赛篮板球总数达到
292个，超越了江苏名宿胡雪峰（291），升至
季后赛篮板榜第34位。
昨天，浙江男篮官方宣布，同意刘维伟辞

去主教练一职。声明中表示，这已经是刘维伟
本人第三次公开向俱乐部提出辞呈。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今年7月至8月，
2022中国音乐小金钟将在多地举办古筝、二
胡、琵琶、电子键盘、管乐五项展演。近日，市
音协启动天津赛区选拔赛的报名工作。
本次选拔赛报名工作由天津音乐学院附

中、市音协等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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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突围》第27、28
集煤炭价格继续下行，京
州能源第一期的5亿元债
券到期，京州能源问题愈
演愈烈。石红杏建议齐本
安让京州中福为京州能源
担保向集团借款10亿元，
并提议让陆建设去北京找
林满江，遭到了齐本安的
反对。齐本安认为京州能
源的问题只能自行解决，
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经过一番论证后得到石红
杏的认可。两人通知陆建
设开会讨论，但陆建设却
以党委书记的身份自居，
在会上故意找茬，处处与
齐本安作对……

天津卫视19:30

■《吃亏是福》第18、
19集 蔡师傅拉着甜甜见
到了陈玉莲，蔡师傅说这
就是包子和高燕的女儿，
还让甜甜叫陈玉莲姥
姥。蔡师傅的一番话把
陈玉莲心里面的疙瘩解
开了。乔经理给包子一
张彩电票，说是包子上次
大练兵第一名的奖励。
曹红霞回家之后跟马唯
民说自己家的黑白电视
机连个信号都收不着，她
还说马唯民不求上进……

天视2套17:55

■《美丽谎言》第32、
33集 孙燕告诉程丹，为
了凡凡，她将答应程丹的
条件，只要凡凡健康出
院，她一定去警方自首。
程刚得知孙燕的决定，第
一次在孙燕面前反思两
人的婚姻。

程丹的配型结果出
来，可以给凡凡捐肾……

天视4套21:00

■《模唱大师秀》津
门票房争霸赛京剧专场半
决赛继续鸣锣开战。本期
登场的票房是大昌国剧社
和天津石化京剧团，你方
唱罢我登场，粉墨登台好
不热闹。

天视2套19:45

■《今日开庭》今天
这起案子，原告赵心洁把
她的丈夫许白山告上了
法庭，索要 3000 万元赔
偿。这两口子之间，究竟
发生了什么，闹到了如此
地步呢？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