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播当日，多位主创和专家在现场接受

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对于“云”上《图画展

览会》，他们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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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激活展厅 文旅融合新体验

天交演绎《我的中国心》“云Live”直播活动带领观众感受“音中有画，画中有音”

美术馆里奏响《图画展览会》

天津人的日常故事最打动人

“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气势恢宏的交响
乐，妙笔生花的画作，精妙的专家点评，以及
市文化中心的壮美夜景……日前，一场由我
市艺术院团、文博场馆、电视网络平台协作打
造的交响音画《图画展览会》“云Live”直播活
动在天津美术馆推出，在线上带领观众品味
“音中有画，画中有音”的意境。

2020年，由市委宣传部指导，市文旅局、天
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我市文艺院团、文
博场馆与天视文艺频道共同承办的文旅融合

“云直播”活动，曾邀请交响乐队、芭蕾舞演员走
进博物馆、图书馆，举办演出直播活动，受到市
民的广泛好评。本次《图画展览会》“云Live”直
播活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打磨，由交响乐队在
天津美术馆奏响穆索尔斯基的作品《图画展览
会》，让音乐会曲目与演出场馆建立起更紧密
的联系，利用电视和网络平台打造一场沉浸式
的“云”艺术体验，充分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
《图画展览会》是19世纪古典乐坛的经

典篇章，也被认为是以音乐表现美术作品的

杰作。其创作灵感来源于作曲家一次参观画
展的经历，通过“侏儒”“古堡”“杜乐丽花园”
等10个段落，描绘了作曲家看到的10幅图
画，另有一个名为“漫步”的主题贯穿于整部
作品之中，可以说用音乐全方位地营造了一
次参观图画展览会之旅。本次活动将场地放
在天津美术馆“走向春天——馆藏天津美术
作品展”展览现场，由著名指挥家李飚执棒，
天津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将《图画展览会》的优
美旋律在“云”上呈现给广大观众。一幅幅精

美的画作，将交响乐团“环抱”在展厅之中，一
段段经典旋律在指尖、弦端流淌，让音符与色
彩构成动人的交响。
直播期间，音乐、美术领域的专家以访谈

的形式，为市民导赏了《图画展览会》和画展
中部分代表性作品，同时加入市文化中心的
夜景画面，带来了更加丰富的欣赏体验。此
次活动在天视文艺频道和“津云”平台同步直
播，天津美术馆也在抖音和微博官方账号进
行了多视角的网络直播。

本报讯（记者 张帆）视频作品《让疫情中的天津人
民，有了新的力量》记述了一位天津作者“老孟”创作
抗击疫情作品的故事，也将天津人的乐观和努力展露
无遗。
这个视频的作者名叫周方姌，她利用业余时间拍

摄人文类纪录片“猫游记”系列片，记录普通人的故
事。她说：“做人文类的纪录片是一个长期计划，我觉
得天津人的日常故事是最打动人的。我们的摄影老师
有着20余年的摄影经历，他时常给我介绍身边的朋友
作为采访拍摄对象，也让‘猫游记’
有了素材的积累。”
周方姌的理想是把天津不为人

知的“好”都拍出来，让大家看到天
津的潮流、时尚、多元，看到国际大
都市的风采。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记者获悉，“小北剧场”微信小
程序本周将继续更新每日限免剧目。
“小北剧场”是北方演艺集团融媒体中心推出的视频

平台，为了回馈观众，近期持续推出每日限免剧目的福利
活动，本周继续播出新剧目。4月19日播出评剧《卖妙
郎》，由天津评剧院三团演出；20日播出儿童杂技剧《魔
法师与莎莎》，由天津市杂技团演出；21日播出河北梆子
《呼延庆打擂》，由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演出；22日播出
汉剧《杀州官》，由武汉汉剧院演出。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4月17日、18日，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联合国内十大交响乐团推出“云”上音乐会，为
抗击新冠疫情中的人们送上经典名曲，传递社会各界
的温暖祝福。在昨日的音乐会上，由天津交响乐团演
奏的《我的中国心》作为开场曲亮相。
《我的中国心》原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爱国歌曲，自上世

纪80年代推出以来风靡至今，后由作曲家丁小里改编成
管弦乐作品。在管弦乐的烘托下，《我的中国心》的旋律
更加大气磅礴，这首作品也成为天交近年音乐会上的常
演曲目。为了及时给全国观众献上一首高水准的曲目，
昨日，乐团在极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了《我的中国
心》的演奏、录制、视频制作工作，这首作品得到网友的点赞
与好评。
天交团长、国家一级指挥董俊杰向记者介绍，自今

年疫情发生以来，在市委宣传部和市文旅局的指导下，
乐团在全面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坚持“停演不停练”，
通过线上音乐会和创作战“疫”作品等形式，为疫情防
控助力，为观众服务。
董俊杰说：“此次的《我的中国心》是全体演奏员怀

着激动的心情录制的。大家将浓浓的爱国情和与观
众的鱼水情融入到演奏中，力求让节目更有温度、更
打动人。在作为录制现场的排练厅内，我们还特地张
贴了‘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必将胜利’的条幅，希望给
观众带来激励。”
此次“云”上音乐会，国内多支交响乐团还奏响了贝

多芬《命运交响曲》第一乐章、《英雄交响曲》第一乐章，徐
之彤《英雄之城》等音乐作品。

“小北剧场”更新每日限免剧目

天津歌舞剧院艺术总监李
飚说：“这是乐团首次在美术场
馆举办音乐会，我认为‘交响音
画《图画展览会》’是一个非常
恰当的主题。我曾经在莫斯科
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和纽约大都
会博物馆指挥演出，我认为这
种形式不仅丰富了观众欣赏演
出的画面感，也可以使大家根
据画去想象音乐、根据音乐去
想象画，有一种通感思维的艺
术体验。我特别希望将这种活
动作为一个长期项目办下去，
等剧场和文博场馆恢复开放
后，我们可以邀请观众走进来，
举办不同形式的音乐会。”

天津歌舞剧院党委书记、院
长卢笙表示，为了满足市民的欣
赏需求，剧院一直在开拓思路，
尝试不同形式的文化服务。这
次活动不仅是音乐与美术的碰
撞，也是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因
为《图画展览会》是西方的音乐
佳作，而“走向春天”展览展出的
是中国的美术佳作。天津有着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质的文化
设施，对举办此类活动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剧院不只是在美
术馆，也可以在图书馆、小洋楼、
五大道等地举办不同主题的演
出活动，既满足市民需求，又可
以展示天津形象。

天津美术馆馆长马驰认为，
美术馆带给观众的本来是一种
静态的理性的视觉体验，但音乐
会带来了动态的感性的听觉体
验，让展厅在一瞬间被激活了。
世界上很多大型美术馆经常举
办音乐和戏剧活动，一方面改变
了美术馆原有的形态，提供了观
众进入美术馆的更多可能；另一
方面也使城市固有的文化资源
激发出新的活力，实现了艺术的
创造，这也是文化的发展趋势。
我们欢迎更多人民群众喜欢的
音乐作品进入美术馆，也邀请观
众在音乐中重新审视和欣赏美
术作品。

天津广播电视台导演马千
说：“2020年，我们举办过几场文
旅融合直播活动，即让一个网红
打卡地结合一种艺术形式，得到
了很高的评价。此次直播活动
让《图画展览会》组曲伴随‘走向
春天’画展，可以说是对‘音画交
响’这一形式的完美诠释。在演
播室内，我们架设了12个机位，
拍摄乐队、画展和专家访谈，同
时还有两个机位拍摄市文化中
心外景。细心的观众可能注意
到，我们对标的是维也纳新年音
乐会的电视直播效果，同时也作
出了天津自己的特色。”

本报记者 翟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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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负于川崎前锋队

广州队创亚冠最大比分失利纪录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奥沙利文全场轰
出3杆破百，职业生涯破百杆数达到1157杆，
10：5淘汰吉尔伯特，职业生涯第26次挺进世
锦赛16强，拿到个人在世锦赛正赛的第70场
胜利，追平亨德利在2012年创造的纪录。
若能在1/8决赛中获胜，奥沙利文将独

享克鲁斯堡的胜场纪录。对此，奥沙利文表
示：“其实我并不关注这些纪录，我只是找回
了自己的初心。我并不是天生的赢家，一直

被灌输的就是这样的观念，有些像泰格·伍兹
或者是塞蕾娜·威廉姆斯。我在精神方面很
坚强，一旦品尝过胜利的滋味，就不会满足于
只做最好的自己。”
这已经是奥沙利文第30次征战克鲁斯

堡，外界都在关注他能否第7次夺冠追平亨
德利的纪录。“每个人都在讨论我是不是能第
7次夺冠追平亨德利的纪录，但我并不会再
为纪录之类的事情所困扰。他是我心目中的

英雄，实际上我希望他可以保持一项纪录，而
我已经有足够的纪录了，我会继续保持谦逊
的态度，来这里是为了享受斯诺克和旅程的
乐趣。”
奥沙利文非常看好赵心童，视他为自己的

接班人。下轮若二人均能过关的话，将在1/4决
赛相遇。“我认为他如果能发挥出80%的潜力，就
能拿下五六个世锦赛冠军头衔，这对他而言是
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对他寄予厚望。”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本赛季亚冠联
赛，进行了东亚区小组赛第二轮的争夺。I组
中，广州队在北京时间昨天傍晚，0：8负于日
本川崎前锋队，蒙羞创造了中超球队在亚冠
赛场上的最大比分失利新纪录。
上赛季，广州队就是派预备队出战亚冠

联赛，一路输球颜面尽失。本赛季，他们同样
派预备队出战，小组赛首轮0：5负于马来西
亚柔佛DT队，还发生了关浩津被当值主裁
判红牌罚下，稍后又被俱乐部开除的惊人事
件。昨天的比赛，广州队上半时已经被对手
攻入5球，下半时又丢3球，最终8球告负，累
计在亚冠赛场上8连败，追平了越南隆安FC
队，曾在亚冠联赛历史上创造的连败纪录。
鉴于小组赛还在继续，而以球队的作战能力
看，“一路输下去”的概率非常大，因此，广州
队此番几乎可以肯定，要给亚冠联赛书写一
段新的“黑历史”。而对广州队和山东泰山队
而言，他们的这次亚冠之旅，也只能用“痛苦”
二字来形容。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WTA250伊
斯坦布尔站昨天展开女单资格赛首轮争夺，“津
花”王蔷首盘“送蛋”，全场仅丢2局轻取土耳其
球员阿克苏，强势挺进资格赛决赛轮。
结束比利简金杯征程后，王蔷直接转战

伊斯坦布尔赛，以资格赛4号种子身份出战。
首轮面对世界排名第653位的本土球员阿克
苏，实力明显占据优势的王蔷以6：0、6：2强势
晋级。资格赛决赛轮中，王蔷将面对资格赛
10号种子、希腊球员帕帕米切尔。现世界排
名第550位的韩馨蕴以保护排名参赛，这是她
继今年澳网之后第二次出战巡回赛女单比
赛，首轮以3：6、1：6负于资格赛5号种子维基
奇。袁悦以1：6、0：6不敌土耳其球员坚吉兹。
最新一期WTA排名中，张帅提升1位至

第40位。郑钦文第70位，王欣瑜第83位，二
人均创个人历史新高。ATP排名中，17岁的
商竣程升至第419位再创个人新高。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从转会市场传来消息，上赛
季效力于山东泰山队的徐新转会上海海港队，此前一直
沸沸扬扬的转会传言终于尘埃落定。从争冠竞争对手身
上挖角成功，上海海港队这笔转会可谓“一箭双雕”。
1994年出生的徐新曾留洋西班牙，2016年回国后加

盟广州恒大队。上赛季，徐新加盟山东泰山队，并且为球
队联赛夺冠起到了重要作用。徐新和山东泰山队签订的
是1+4的合同，但是赛季结束后并未选择续约。昨天，终
于传来确切的消息，徐新正式加盟上海海港队。
对于上海海港队来说，这波转会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

用，一方面补强了主力位置的薄弱环节，另外一方面则削弱
了主要争冠竞争对手的实力。上海海港队目前还在追逐国
脚蒋光太和戴伟浚，新赛季夺冠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
此外，深圳队已经确定从武汉队中引进了杨博宇和董

春雨，加强了后防线的实力。不过外援前锋卡尔德克由于
深圳队存在欠薪的问题，已经正式告别了球队。

追平亨德利世锦赛正赛70场胜利纪录

奥沙利文再进世锦赛16强

伊斯坦布尔赛资格赛

“津花”王蔷挺进决赛轮

时隔四年 辽浙双雄再会师

CBA总决赛20日开打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本赛季CBA总决赛将于4月
20日开赛，时隔4年再次会师总决赛的辽宁队和广厦队
将通过7场4胜制的比赛争夺总冠军。
辽宁队3：0淘汰卫冕冠军广东队，队史第10次挺进

总决赛。广厦队3：0战胜上海队，队史第二次晋级总决
赛。这也是继2017—2018赛季后，辽宁队和广厦队再次
会师总决赛。当时，辽宁队以4：0横扫广厦队，队史上首
度夺得CBA总冠军。如今再度相遇，辽宁队阵容齐整，
从常规赛开始一路势如破竹。而广厦队在半决赛中连伤
胡金秋、赵岩昊两员大将，胡金秋脾脏破裂接受手术，已
经确定赛季报销。赵岩昊被诊断为脑震荡，需留院观察，
何时能够重返赛场尚不得知。从阵容和整体实力上来
看，辽宁队更占优势。
非常巧合的是，2017年全运会辽篮夺冠，随后在

2017—2018赛季季后赛半决赛淘汰广东队，总决赛击败
广厦队，夺得CBA总冠军。2021年全运会辽篮再次夺
冠，2021—2022赛季CBA季后赛半决赛，辽宁队淘汰的
同样是广东队，总决赛对手又是广厦队。总决赛将采取
7战4胜制赛制，第一场比赛将于4月20日19时35分开
始，最迟至5月2日决出总冠军。

据新华社电 2022红土赛季的首个大师
赛——蒙特卡洛大师赛17日落下帷幕，赛会3
号种子、卫冕冠军齐齐帕斯直落两盘以6：3、
7：6（3）击败“黑马”选手福基纳，获得本赛季个
人首个巡回赛单打冠军。
首盘比赛，尽管福基纳在第3局率先破

发，但齐齐帕斯马上回破还以颜色，并在第8
局再次破发来到自己的发球胜盘局，最终齐
齐帕斯以6：3赢得首盘。

第二盘，齐齐帕斯一度以 5：4领先来
到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但是顽强的福基纳
破发成功，随后两人各自保发，比赛进入抢
七。齐齐帕斯的接发球优势在抢七大战中
尽显无遗，而福基纳却送出多次失误，最终
以3：7败北。

蒙特卡洛大师赛

齐齐帕斯成功卫冕

中超转会最大悬念破解

■《突围》第39、40集
齐本安应邀来到程端阳家，
陪程端阳与林满江吃午
饭。石红杏的死，让齐本安
更进一步认清林满江的本
来面目。两人针锋相对，彻
底决裂，齐本安言语中透露
出坚决与林满江腐败小团
伙斗争到底的决心……

天津卫视19:30

■《吃亏是福》第30集
高燕和包子去看马唯民，马唯
民谁也不认识，像个小孩似
的。包子和高燕看到马唯民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心里也不
好受。一个月之后，包子和甜
甜的理发馆开张，吕大姐也在
店里面上班，蔡师傅和乔经
理夫妇都过来了。包子建议
去叫马唯民和他的家人，这
样筒子楼里的人就都到齐了，
大家一起照个全家福……

天视2套18:15

■《咱爸咱妈六十年》
第1集高树江的哥哥在迎
娶新娘的路上，被日本鬼子
的飞机炸死。婚礼变成了
葬礼，高老爹硬逼着高树江
娶了比他大 4岁的新娘
子。日寇大扫荡，高树江率
领区小队死守在丫髻山顶
上抗击日本鬼子，掩护乡亲
们转移。他与鬼子奋力抗
击到最后一刻，抱着鬼子跳
下了舍身崖。这一幕被远
处的年轻女孩疙瘩看到。
疙瘩冒死从山崖下救起了
摔成重伤的高树江……

天视2套19:00

■《非亲姐妹》第8、9
集夏明莺骗卢月说自己已
经怀孕，孩子要过继给哥
哥。卢月和冯依璇说起此
事，冯依璇乘机挑唆告诫卢
月，夏明莺的目的是要让她
自己的孩子继承财产。卢
月也怀疑夏家人早有此打
算，把心中疑惑对夏明宇说
出。卢月对夏家的猜忌令夏
明宇非常不满……

天视4套21:00

■《艺品藏拍》都说
“口说无凭，立字为据”，您
能想到古人写下的借据字
条，也能成为颇有研究价
值的藏品吗？几根不太起
眼的竹签，居然和中国第
一家票号有关。您知道它
们是干什么用的吗？这些
藏品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
事？一件造型奇怪笨拙，
还很有分量的青花瓷，究
竟是个什么物件？

天视2套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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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39、40）

21:20非你莫属
天视2套（103）

18:15 剧场：吃亏是
福（30）

19:00剧场：咱爸咱妈
六十年（1）

19:45艺品藏拍
天视3套（104）

17:30剧场：别样幸福
（17、18）

19:00剧场：猎鹰1949
（23—26）

22:00剧场：尖锋之烈
焰青春（10、11）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非亲姐
妹（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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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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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