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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论》新书研讨会昨举行

深化党史研究 解码百年经济思想

一位“90后”眼中的天津

“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十载《运河谣》沽上送佳音
——访歌剧《运河谣》主演王宏伟、王泽南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昨日，由长安街读
书会、天津人民出版社、南京大学经济学系联
合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论》新
书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研讨会以“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时代意蕴和世界意义”为主题，中国出版协
会理事长邬书林、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教育部原
党组成员顾海良等数十位专家、学者在线参
会并发言，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及其
旗下的天津人民出版社历经700多个日夜打
磨出这部65万字的高水平理论著作。该书相
继入选了2020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
物、2020年天津市重点出版扶持项目。今年
出版以来好评不断，不仅被列入全国多省市
的干部推荐书单，还在4月初入选了中宣部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好书荐读书单。

该书由著名经济学家、中央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南京大学资
深教授洪银兴领衔的专家团队撰写。昨天，

洪银兴与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杨德才教授
两位作者，分别在线介绍了该书的研究成果，
分享了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研究的经验，
展望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洪银兴介绍，该书的特点在于：重视中国

道路的经济学分析，由经济学研究和党史研
究专家通力合作写成；写作时不仅注意挖掘
史料，还注意评析，体现史论结合；比较系统
地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思想。
杨德才说，这套书显著的三个特色是

“史”的底色厚实、“论”的分析深刻、“新”的特
征鲜明。
邬书林认为，这是一部理论研究深入、表

达精准、叙事严谨的好书，“填补了中国共产党
百年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空白”。李忠杰称赞该
书是“深化党史研究的一部力作”，不仅系统
完整地梳理和反映了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经
济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揭示了经济思想与
经济政策双向互动的关系，还跳出单线条的
历史叙事模式，对不同时期的经济思想给予
准确定位。

本报讯（记者 张帆）在短视频创作者刘彧麟看来，天津
是一座集传统、现代等元素于一体的城市，这也是他的作品
《是时候带你感受一下我眼中的天津了》想要表达的思想。

作为一名“90后”，刘彧麟很喜欢潮流和具有风格化
的品牌及场景，“我身边不少外地朋友认为，天津是一个
很适合生活、很有烟火气的城市。这几年，天津也越来越
新潮。拍这个短视频是想传达天津的
多样性。短视频前半部分重在表现天
津的生活化，后半部分重在展现天津
的‘潮’。同时，配乐和拍摄手法都服
务这一主题。前面用的是轻音乐，后
面使用卡点节奏感强的音乐。”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4月14日至17日，作为2022国家大剧
院歌剧节的开幕演出，歌剧《运河谣》于首演
10周年之际在京举办了第六轮演出。《运河
谣》以拥有2500年悠久历史的京杭大运河为
背景，围绕明代书生秦啸生与敢爱敢恨的女
性水红莲等人物，讲述他们在运河上跌宕起
伏的命运际遇，讴歌人间大爱、展现运河文
化。剧中的男主角秦啸生，由来自天津的两
位歌唱家王宏伟、王泽南共同出演，他们以
精彩的表演展示了各自在艺术道路上的成
长，赢得了业内和观众的赞誉。日前，本报
记者独家专访了王宏伟、王泽南，请他们与
读者分享此次演出的感想与收获。

王宏伟
艺术实践+静心学习，让表演产生质变

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王宏伟是观众们
熟悉的歌唱家。多年来，他演唱和主演的
一系列民族声乐歌曲和歌剧作品成为观众
认可的经典作品。对于本轮《运河谣》的演
出，王宏伟告诉记者：“我感觉自己对秦啸
生这个角色的把握比10年前要好得多，既
贴近了角色，又让自己在舞台上松弛下来，
从而进入一个全身心的表演状态，这是我
非常欣慰的。”
王宏伟向记者介绍，他为本轮演出的

准备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自己10年来的
艺术沉淀，其间他出演了近20部民族歌
剧，有时甚至一年有几十场演出，这是非常
重要的艺术实践，对于演员在舞台上自如
地运用“一招一式”是不可或缺的；另外，为
更好地打磨秦啸生一角，他做了大量戏外

功夫，让自己静下心学习，阅读了大量有关
明代生活的书籍，让角色更加贴近他所生
活的时代。

王泽南
民族歌剧要让百姓喜欢听、喜欢唱

“《运河谣》是我在国家大剧院参演的
第一部歌剧。十年磨一剑，《运河谣》见证
了我的成长，这10年不断在角色中轮回忘
我。”这是市音协副主席、男高音歌唱家王

泽南演出前写下的一段文字。他告诉记者，
此次演出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表演趋于成熟
了。10年前自己对角色的塑造比较空洞，特
别是对人物的一些特征比较模糊，此次演出
就可以用自身经验来弥补。10年来，他出演
了约20部歌剧。在对一个个歌剧人物塑造
的过程中，他获得了艺术的成长，这次演出就
是一个直观的体现。
采访中，王泽南谈到了对于《运河谣》

音乐特色的看法。他认为，该剧是一部典
型的民族歌剧，这主要体现在作曲家印青

的创作上，采用了中国民间音乐风格。王
泽南说，民族歌剧并不意味着演员一定要
采用民族唱法，此次参演演员既有民族唱
法也有美声唱法。作为美声演员，他在演
唱中努力向民族唱法的音色上靠，让声音
更加明亮。剧中的很多音乐片段和咏叹调
朗朗上口，观众听过一次就可以学会，这说
明作曲家采用民族调式写出的音乐符合了
老百姓的审美。这也代表了民族歌剧一个
正确的衡量标准，那就是老百姓喜欢听、喜
欢唱。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天津美术馆今日恢复开放，开
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9：00至16：30（16：00停止入场），
每周一闭馆。观众参观需实名预约，可提前7日（含当
日）通过“天津美术馆”微信公众号等渠道预约，每人每日
限预约一次，每日限流6000人。观众凭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或预约二维码入馆，逾期参观须重新预约。

天津美术馆目前开放的免费展览为“走向春天——
馆藏天津美术作品展”；售票展览为“世界经典动漫原画
展·嘉年华”，延期至本月24日；目前正在筹备的《湖社月
刊》相关主题展览将于近期与观众见面。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天津图书馆今日恢复开馆。
开放馆区为文化中心馆区、复康路馆区、贵州路绘本馆。
海河教育园馆区暂缓开放，开馆时间另行通知。因闭馆
产生的书刊逾期服务费全部免除，即2022年3月15日前
外借书刊的到期日顺延，顺延天数为70天。
读者须通过“天津图书馆”微信公众号预约进馆，严

格限流。入馆时须严格落实戴口罩、“一米线”等疫情防
控措施，出示健康码、行程码，扫描场所码并配合测温和
安检。5月1日开馆时间为9：00—16：00，4月30日、5月2
日至4日开馆时间为9：00—18：30（复康路馆少儿区、贵
州路绘本馆开馆时间为9：00—17：00）。

■天津图书馆

■天津美术馆

■部分影城
本报讯（记者 张钢）今起，西青区、和平区、河西区的

部分影城恢复开放。恢复开放的影城排片包括《神奇动
物3：邓布利多之谜》《新蝙蝠侠》《密室逃生2》《精灵旅社
4:变身大冒险》《神秘海域》《月球陨落》等。4月22日将
上映美国动作片《亡命救护车》，该片由迈克尔·贝执导，
杰克·吉伦哈尔、艾莎·冈萨雷斯等主演，讲述一起银行抢
劫案中，一对兄弟挟持救护车逃命的惊险故事。

本报讯（记者 顾颖 摄影 王健）今天下
午，天津津门虎队将在奥体中心体育场内场，
进行一次针对媒体的开放训练。这是3月中
旬球队提前结束在上海的集训返津后，第一
次安排公开训练。届时，津门虎队将以怎样
的备战水平和精神面貌，出征2022赛季中超
联赛，外界将通过媒体视角和解读，获得清晰
的认识。
尽管还没有最终公布细则，不过目前中

国足协和中足联，正按照本赛季中超联赛第
一阶段比赛5月7日开战，分在大连、昆明、梅
州3个赛区进行的方案推进，基本分组情况
也已经产生。在这一方案中，天津津门虎队
被列入了梅州赛区。基于此，津门虎俱乐部
和球队，最近几天正在制定出征计划、安排出

征行程、分发新赛季装备、调整训练节奏和重
点，为奔赴赛区做全面准备。鉴于进入5月
之后，梅州的天气会逐步炎热，湿度也比较
大，比赛又是平均3天一场的高密度，津门虎
的队员们，除了为此做好心理准备，同时也在
根据个人身体情况，准备相应的营养补充剂
带到赛区。
另据了解，为了鼓舞士气，完成新赛季

在精神文明和比赛成绩方面都较之上赛季
有所突破的目标，在队伍出征前，津门虎俱
乐部将举办一场邀请天津奥运健儿参加的
主题壮行会。届时，津门虎队的全体教练
员、运动员、工作人员，将共同聆听为天津体
育带来荣誉与骄傲的奥运故事，凝心聚力共
同举起新赛季的旗帜。

“津花”晋级伊斯坦布尔站正赛津门虎为开启新赛季做准备

主题壮行会邀请奥运健儿共同参加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东亚足联官方
宣布，2022年东亚足球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
（东亚杯）将于 7月 19日至 27日在日本举
行。中国足协随后确认，将派出U23中国男
足和中国女足参加本次东亚杯赛。
本届东亚杯原定于中国举办，出于疫情

防控的考虑，中国足协近期宣布放弃举办本
届赛事。最终，经过东亚足联各会员协会商
议，本届东亚杯改由日本足协承办。
东亚足联同时宣布，本届东亚杯将不再

进行预选赛。原本由预选赛决出的名额将直
接根据2022年3月31日的国际足联世界排
名产生。随着朝鲜队的退赛，本届东亚杯的
参赛队也最终产生。其中，男足参赛队为中
国队、日本队、韩国队和中国香港队，女足比
赛将在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和中国台北队
之间展开。
中国足协随后确认，将派出U23中国男

足和中国女足参加本次东亚杯赛。U23中国
男足肩负参加杭州亚运会足球赛的任务，参
加东亚杯也是为了积累比赛经验，对于年轻
球员的成长将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国女足在
年初捧得亚洲杯冠军归来后，球员们目前正
在参加联赛，而本届东亚杯，同样是主帅水庆
霞在带队参加亚运会之前，唯一可以检验球
队状态的国际性赛事。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深圳队巴西外
援卡尔德克透露，自己已经和俱乐部解约。
由于欠薪长达5个月，卡尔德克将上诉至国
际足联，如果无法解决的话，等待深圳队的将
是转会禁令。
今年33岁的卡尔德克，曾经是中国足协归

化球员的目标之一。卡尔德克于2017年7月
从巴西圣保罗加盟重庆力帆，共为球队出场
108次，打进57球、完成15次助攻。上赛季，卡
尔德克加盟了深圳队，共代表球队出战19场比

赛，打进12球、完成3次助攻，数据相当不错。
卡尔德克之所以离开深圳队，一方面是

因为中国足协推行了“工资帽”规定，预算有
限的深足无法承担其高薪，双方分手是不可
避免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卡尔德克透露深
圳队拖欠自己长达5个月的工资，他将上诉
至国际足联，如果无法解决的话，等待深圳队

的将是转会禁令。
卡尔德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在中国

留下了印迹，包括进球、数字和纪录。现在是
时候继续前行，等待职业生涯中的下一个挑
战。”在效力重庆队期间，卡尔德克的能力和
人品都备受称赞，他也曾进入归化球员候选
阵营，但具体程序最终因故而被终止。

本赛季亚冠联赛小组赛刚刚进行完两

轮。放弃参赛的上海海港和长春亚泰两支中

超球队，因为没有登场，所以“逃过了”舆论风

口。派出整建制预备队参赛的山东泰山队，

还有以预备队为班底，临时再补充部分队员，

仓促组队参赛的广州队，因为两轮战罢场场

惨败，在总共出战的4场比赛中，被对手25次

洞穿球门，正一边被自身参赛体验折磨得苦

不堪言，一边惹得外界“天怒人怨”。然而，一

切远未结束。

赛制规定，亚冠联赛小组赛，采取4支球

队同在一组双循环比赛，以总积分排名决出

小组前两名，取得出线资格。从明天开始至

4月30日，山东泰山队还要依次完成与新加

坡狮城水手队的两战，以及和韩国大邱FC

队、日本浦和红钻队的比赛。同样的日程进

度，广州队则要在连续和韩国蔚山现代队两

度交锋后，再战马来西亚柔佛DT队和日本

川崎前锋队。

总共6轮比赛，6次煎熬，出线是天方

夜谭，鞭挞是在所难免。广州队已经刷新

了中超球队在亚冠赛场上的最大比分失利

纪录，追平了一支球队在亚冠赛场上的最

长连败纪录，巨大的实力差距恐怕会催生

一种结果——颜面扫地的纪录，我们的中

超队伍，还会自己继续刷新和改写。

新冠疫情之下，派毫无比赛经验的青年

军参赛，是两家中超俱乐部不得已而为，遽

然登上亚冠赛场，球员们在实力悬殊的重压

之下一败涂地是意料之中。事已至此、推己

及人，我们还是多体恤和理解才好，毕竟，足

球运动，只有摒弃或延续这两个选项，根本

不存在“推倒重来”的操作。后面所剩4轮

比赛，就希望年轻人放下心理包袱，以珍惜

的态度对待比赛，倾力让外界看到“不放弃”

的影子。能够不放弃，也是成长；能够不放

弃，哪怕多维护中国足球一丝半缕的尊严，也

是收获。

本报记者 顾颖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世界羽联昨天公布第16周世
界排名，将决定下个月汤尤杯的出场顺序。国羽“凡晨组
合”贾一凡/陈清晨高居女双榜首，男单小将翁泓阳升至
第81位，男双新组合刘雨辰/欧烜屹飙升114位。
长期休战的谌龙申请保护排名位列男单第6，久未

参赛的石宇奇排名第16，陆光祖第25，李诗沣上升1位至
第64，翁泓阳上升8位至第81。女单陈雨菲排名第3，何
冰娇第9，王祉怡上升1位至第16。
男双刘成/张楠上升3位至第68，刘雨辰/欧烜屹上

升114位至153，何济霆/周昊东上升67位至第209，任翔
宇/谭强上升365位至第340。陈清晨/贾一凡占据女双
榜首，张殊贤/郑雨上升19位至第96，杜玥/李汶妹上升
41位至第113。混双郑思维/黄雅琼和王懿律/黄东萍分
列第2和第4，新组合欧烜屹/黄雅琼上升53位至第109，
郑思维/张殊贤上升499位至第285。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克鲁斯堡自1977年以来一直
是斯诺克世锦赛正赛举办地，但在本届世锦赛期间，罗伯
逊、奥沙利文和特鲁姆普都表达了世锦赛应该易地举行
的态度。特别是奥沙利文，直言只有由中国承办才能将
世锦赛打造成如网球和高尔夫的大满贯赛事。
虽然奥沙利文赞扬了克鲁斯堡的比赛氛围，但还是希

望世锦赛可以搬到中国举办，这将利于斯诺克运动发展。
给冠军获得者300万英镑，成为网球和高尔夫一样规模的
赛事。奥沙利文强调，放眼世界只有中国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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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轮争夺，“津花”王蔷以6：1、
6：1横扫希腊球员帕帕米切尔，顺利晋级女单正赛，将在
首轮迎战赛会7号种子托莫。
面对世界排名第173位的帕帕米切尔，王蔷全场仅

送出一个破发点还成功化解，最终以两个6：1完胜强势
晋级。女单正赛首轮，王蔷将面对世界排名第48位的托
莫，这将是二人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今年王蔷在红土
赛季面临保分压力，去年她在伊斯坦布尔打入第二轮，在
帕尔马站第一次闯入红土决赛，在法网挺进第二轮，整个
红土赛季6胜5负。
同时进行的WTA500斯图加特站女单首轮，“津花”

张帅以6（5）：7/6（6）：7惜败于亚历山德罗娃，3次参加斯
图加特站全部一轮游。自2013年李娜获得斯图加特站
亚军后，中国大陆球员在本项赛事单打正赛尚未赢过
球。张帅还将与高芙搭档以赛会头号种子身份出战女双
比赛。

中超青年军连遭败绩

亚冠仍在继续，唯愿不放弃

欠薪逼走了中超功勋外援

U23国足出战东亚杯

世界羽联最新排名 国羽女双居首

斯诺克名将呼吁世锦赛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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