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协公布各级联赛名单 参赛俱乐部达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超、甲均升三降三 U23实行补偿政策

上轮得一分本轮进两球 泰山青年军亚冠有进步

WTA500斯图加特站

“津花”获得女双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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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WTA500斯图加特站昨天展
开女双决赛争夺，头号种子“津花”张帅搭档美国名将高芙
3：6、4：6负于2号种子克劳茨克/舒尔斯，获得亚军。
此前的半决赛中，张帅/高芙6：2、6：3战胜4号种子

青山修子/詹皓晴，首次搭档便闯入决赛。这是张帅本赛
季首次打进双打决赛，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三个WTA
红土女双决赛。决赛对阵2号种子克劳茨克/舒尔斯，张
帅/高芙在网前和底线的失误过多，最终3：6、4：6告负，
获得亚军。这是克劳茨克和舒尔斯合作赢下的首冠，也
是她们各自的赛季首冠。舒尔斯拿到职业生涯的第15
个WTA双打冠军，克劳茨克是第7个。
虽然冲冠失利，但张帅/高芙仍对首次合作结果感到

满意。赛后，张帅表示会继续努力。高芙感谢张帅在场
上带着她，一起拿到这个亚军。以斯图加特站女双亚军
的成绩开启了今年的红土赛季，接下来张帅将参加
WTA1000马德里赛。除参加单打比赛，她还将搭档桑德
斯征战女双比赛。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下午，中
国足协在官网公布了2022赛季各级职
业联赛参赛俱乐部名单。此外，中国足
协还在升降级政策、报名与出场政策和
入籍球员政策等方面进行了权威性的
解读。

由于中国足协和中足联放宽了准
入标准，相关存在欠薪情况的俱乐部
也都获得了职业联赛的参赛资格，这
样中超联赛顺利完成了从16支球队到
18支球队的扩军过程。考虑到目前中
国足球的投资大环境出现了问题，这

个时候扩军也备受争议。最终，中国足协
力排众议，2022赛季各级职业联赛达到了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2022 赛季中超联赛规模为 18 家俱乐
部、中甲联赛规模为18家俱乐部、中乙联赛
规模为20支球队(含U19国家男足)。贵州
队、青岛队退出职业联赛后，让本来降级的
北京北理工队和新疆天山雪豹队重新递补
回了中甲联赛。中乙联赛的变化较大，在多
支球队退出之后，泉州亚新、绍兴上虞翼龙、
珠海琴澳、淄博齐盛最终递补升级。

中国足协同时通报了新赛季的升降

级政策，中超联赛与中甲联赛执行“升 3
降 3”政策，即：中超联赛第 16名、第 17名
和第18名直接降入中甲联赛，中甲联赛第
1名、第 2名和第 3名直接升入中超联赛。
此外，中甲联赛与中乙联赛执行“升 3降
3”政策，中乙联赛与中冠联赛执行“升 4
降2”政策。

2022赛季中超、中甲联赛各俱乐部单场
比赛至少要保证1名U23球员始终在场上，
这一规则与往季相比并无出入。不过中国
足协还同时推出了惠及或补偿U23国足球
员输送俱乐部的内容。规则显示，如有球员

入选U23国足，且在 2022赛季以租借
或转会方式赴海外俱乐部效力的球员，
这些俱乐部可不执行U23球员出场政
策。在入籍政策方面，中国足协规定中
超联赛非血缘归化最多可按国内球员
报名1人。

受新冠疫情影响，包括云南省昆明
市在内的多座原候选赛区城市均表态无
法办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协目前将
考察目标转向山东省日照市。目前来
看，只要没有新的状况发生，日照市将会
成为中超联赛第一阶段的赛区之一。

北京时间上周日晚上，广州队和山东泰山队，又在亚冠
联赛中战罢一轮。广州队0：5负于韩国蔚山现代队，将本
队在亚冠联赛中的连败续写到10场，同时成为本届赛事东
亚区各小组中第一支出局的队伍。山东泰山队2：3惜败新
加坡狮城水手队。

从4月15日到24日，前后10天里，踢了4场比赛，连续
作战让两支青年军，尤其又都是在拼命防守的状态下，体能
难免受到较大影响，这一点，从本轮两队的总共8个失球，
有7个发生在比赛的中后段，就可见一斑。
相较两队的赛况，状态稍好的仍是山东泰山队，继上一

轮战平狮城水手队之后，本轮他们又在两队的二度交锋中，
取得了两个进球，这也是中超球队在本届赛事中第一次取

得进球。无论是队长卢永涛在禁区内创造点球，并自己主罚
命中，还是刘国宝带伤上阵，在禁区内冷静破门，表现均可圈
可点，展现了年轻的队伍心态和斗志依旧“在线”。

实际上，要想心态和斗志“在线”，归根到底，需要一定的
实力作为支撑。山东泰山俱乐部的青训体系，在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里，一直是国内俱乐部中稳定与扎实的代表，以今年为
例，在保证自身能够组织U21精英队出战亚冠联赛的同时，
他们还向北京国安、天津津门虎等多家俱乐部，输出了多名有
潜力和培养价值的年轻球员。希望此次山东泰山队征战亚冠
联赛的经历，也能带给国内更多的俱乐部启迪，未来力所能及
地扎实做好梯队建设。

本报记者 顾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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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睿）据记者了解，筹划已久的中国青少
年足球联赛将正式落地，相关竞赛方案将于随后正式推
出。这标志着足球教体融合正向深度发展。

该项赛事将整合现有青少年赛事资源，落实教体融
合要求，从而组建一个统一开放的全国青少年足球竞赛
体系。和以往体育系统或中国足协的青少年赛事，以及
教育系统的青少年赛事的最大区别是，体校代表队、学校
代表队、俱乐部青训梯队、社会青训机构等球队均可参
赛，不设任何参赛限制，实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覆
盖（8-19岁青少年，男、女各9个组别），淡化锦标色彩，以
培养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型人才，同时为国家队输送优秀

人才为核心目标。
按照设计方案，小学阶段进行省级总决赛。初中、高中阶

段进行全国总决赛，参赛球队通过地方预选赛产生，实现地方
赛事与全国赛事的有序衔接。大学阶段实现大学校队与俱乐
部梯队球员的交融互通。上述举措对于培养优秀足球人才具
有重大意义。

据披露，该项赛事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负责宏观指
导、统筹和监督，中国足协具体负责赛事组织工作，赛事办公
室设在中国足协。赛事办公室主任是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
副主任由教育部体卫艺司和体育总局青少司的相关负责人担
任，执行主任为中国足协分管青训工作的副主席高洪波。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即将落地

“五一”假期市群艺馆致敬劳动者 文化惠民生

5场精彩活动陪您“艺”起过节
本报讯（记者 张帆）“五一”假期，市群艺

馆为广大市民精心准备了5场丰富多彩的文
化惠民活动，陪您“艺”起过节。
4月30日，“爵士遇上文学，村上春树的

爵士歌单”将准时上线。本场演出以日本作
家村上春树的作品为主线，通过爵士乐的形
式展现了现当代文学的魅力。
5月1日，“春天的旋律”重温经典影视金

曲惠民演出将播出。本次演出所选曲目均是
历年来影视歌曲中的经典之作，既有脍炙人
口的红色歌曲，也有广为传唱的流行音乐。
演唱者是来自我市群文战线的声乐干部、历

届青歌赛获奖选手以及在校大学生。值得一
提的是，本场演出采取院线的表现形式，将每
一首歌曲融入整体的表演情景当中，引人入
胜，令人耳目一新。
5月2日，“五月的笑声”庆“五一”国际劳

动节相声大会专场演出上线开演。本场演出
由我市专业院团的相声演员和相声小剧场的
优秀演员联袂呈现，演出以快板经典作品《孙
悟空三打白骨精》开场，既有《附庸风雅》《合
家欢》等颇具特色的津味相声，还有专门为
“五一”国际劳动节主题创作的《新劳动号子》
《劳动更快乐》等新人新作。

5月 3日，“五月繁花·梨园似锦”戏曲
专场演出将进行直播。本场演出由我市专
业院团的优秀青年演员、市群艺馆馆办团
队和我市戏曲名票联袂上演。剧种涵盖了
昆曲、京剧、评剧、河北梆子，表演的节目均
是戏曲爱好者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
以上4场活动，将于每天14时 30分通

过天津公共文化云平台、微博平台（@津城
群艺在线）同步播出。
5月4日，“艺路寻梦”——姚铸、朱珊、

宋鹏、王霞中国画 4人联展将开启线上展
出。“艺路寻梦”是市群艺馆的品牌活动，也

是为我市广大美术爱好者搭建的群众性推
荐平台。参与此次联展的4位青年美术干
部均来自群众文化岗位，常年坚守在群文
工作一线。本次展出的作品是他们近年来
创作的精品，充分展现了我市青年美术工作
者敢于创新的勇气，反映出当代青年美术创
作的新特点，以手中的画笔歌颂伟大祖国、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营造浓厚的庆祝氛
围。本次联展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
式展出，市民既可以通过市群艺馆微信公
众号预约到馆观展，也可以通过市群艺馆
微信公众号观看线上展出。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年度最美
书店日前揭晓，全国共有46家书店获选，其中，天津市外
文书店入选。
天津市外文书店是天津市新华书店旗下专营外文书

刊的专业书店，也是天津迄今唯一一家销售进口原版图
书及外语教学图书的专营店，集阅读分享、艺文展演、文
创工坊、咖啡茶饮于一体。当读者走进这个精致的“城市
文化会客厅”，就仿佛进入中国版“莎士比亚书店”。多年
来，它一直备受外语学习者的喜爱，也是旅居天津的外籍
友人常到之处。

全民阅读大会·年度最美书店揭晓

我市外文书店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记者获悉，由北方演艺集团融
媒体中心推出的视频平台——“小北剧场”微信小程序，
本周继续更新每日限免剧目，每周都有5部剧目与观众线
上见面。昨日，已播出由天津歌舞剧院演出的歌剧《雷
雨》；今日播出评剧《借女巧配》，由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
演出；4月27日播出儿童剧《麦克白斯是条虫儿》，由天津
市儿童艺术剧团演出；28日，播出评剧《清风亭》，由天津
评剧院三团演出；29日播出话剧《仲夏夜之梦》，由青岛演
艺集团演出。

“小北剧场”更新每日限免剧目

5部剧目与观众线上见面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日前，天津市全民阅读办公
室携手必胜客，推出“悦读食光，听见内心的力量”主题活
动，贯彻国家“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号
召，营造随时随地阅读、听书的文化氛围。
活动现场，杨柳青一中老师龚崇韵和天津人民出版

社编辑、多平台网红读书博主小金与多个热爱读书的家
庭一起分享阅读体会，交流亲子教育经验。

分享阅读体会 交流亲子教育经验

“复古”的实体唱片为何重回“潮流”
爱好者：实体唱片有封面、有故事 饱含音乐家所有表达

文 化 观 察

实体唱片是“拿在手上的感动”

小元出生在数字音乐普及的年代，而她
却是个实体唱片爱好者。2017年，小元来津
求学，通过校园广播站结识了音乐同好，
也第一次走进了实体唱片店。说起那次
实体唱片“初体验”，小元记忆犹新：“当
黑胶唱片、CD这些曾经以为很遥远的
东西摆在面前，我感到的是‘精致’。不
同于手机或MP3里‘看不见、摸不着’
的音乐，实体唱片有封面、有歌纸、有
分量、有故事、有力量，饱含音乐家的所
有表达。”

渐渐地，实体唱片成了小元
生活中的一部分。她觉得，虽然
电子媒介很方便，但是在大数据
推送下，人们听到的音乐是流行
的、相似的，这也让生活变得快餐
化。尽管实体唱片没有那种便
利，可是透过唱片里的音乐及其

封面、盘面、歌纸的设计，这种“看得见、摸得
着”的真实感，这种拿在手上的感动，是电子
媒介不具备的，却又是听者能真正体会音乐
家想法的必需。

市场回暖也有“痛点”

实体唱片市场回暖如此强劲，黑胶唱片
功不可没。近年来，有不少歌手选择发行黑
胶唱片，甚至有流量明星、电子游戏将黑胶唱
片作为“周边”推出。这种诞生于上世纪的音
乐载体，已从“复古”重回“潮流”。
“80后”刘军有着20多年的实体唱片收

藏经历。对于实体唱片特别是黑胶唱片的日
益火热，他直指其中“痛点”。刘军介绍，以前
在唱片店，黑胶唱片几乎无人问津。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日渐提升，黑胶唱片越发受到
关注，但是，市场热度也滋生了乱象。他举
例，同一张唱片，售价从50元涨到100元，再
涨到500元乃至1000元，其中不乏“炒”唱片
的投机者推波助澜。如此之“炒”，让市场看

上去很火爆，却导致一些真正想听音乐的人
买不起唱片。

听音乐也要尊重音乐

据业内人士介绍，在实体唱片购买群体
中，有一部分人并非向往音乐，而是纯粹为了
追求时尚，甚至以高价的设备和唱片进行炫
耀，这无疑偏离了唱片的本质意义。
刘军坦言，尽管市场存在乱象，但唱片是

无辜的，若热潮退去，唱片还在，音乐还在。
“我也有很多唱片，随意抽出一张，我就能说
出买这张唱片是在什么时候，那时我在干什
么、是什么心情。看到它，过往的经历、思绪
全都回来了。就像听到一段音乐，有的人会
哭，那他一定是想起了那时候自己的经历。
其实，每个人对每段音乐的记忆都不一样，因
为它是在记录你的生命。”
不论听实体唱片，还是听数字音乐，都

是人们对音乐的向往。刘军说：“对于音
乐，我们要平视。用高级设备听黑胶唱片
很开心，用普通耳机听MP3也很开心。不
管用什么手段听音乐，都不会影响我们对
音乐的审美、对音乐的感知与认知。我们听
音乐，也要尊重音乐，用音乐培养自己的感
知力和诚恳的态度，让自己的心胸随着音乐
越来越宽广。”

近日，国际唱片业协会发布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实体唱片收入出现罕见

增长，且为黑胶唱片和CD双增长。在数字音乐当道的时代，“复古”的实体唱

片为何重回“潮流”？ 本报记者 刘莉莉 漫画 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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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出没之探险日记》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勇敢的心2》第8、
9集丰爷跟陆校长打过招
呼，让佟家儒回到魏中丞
中学教书，陆校长不敢怠
慢，亲自低声下气央求佟
家儒回来教书，佟家儒故
意抬高身价，索要高薪，并
将薪水的一大部分捐回了
热河老家，剩下的他要照
顾住院的囡囡……

天津卫视19:30

■《咱爸咱妈六十
年》第14、15集 身在兵团
的高援朝接到胜利的来
信，得知造反派逼着爸妈
离婚，连夜赶回干校把王
志强痛打一顿，结果被造
反派抓了起来。白玉兰
为了保护儿子不被送去
公安机关，无奈之下答应
与高树江离婚。于是，白
玉兰带着孩子和母亲一
起回到北京……

天视2套18:15

■《非亲姐妹》第22、
23集 夏明宇逼卢月与父
母一起去谷洋县，卢月坚
决不肯，她想弄明白夏明
宇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
药。她到夏明莺家当面
质问她为何撒谎，夏自知
理亏不敢面对卢月的目
光，伤心欲绝的卢月出门
时从楼梯上摔下，浑身是
伤，夏明莺看到却置之不
理。身心疲惫的卢月无
处可归，不知何处是自己
的家……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曾经幸
福和美、羡煞旁人的小两
口，如今却闹到了法庭，打
起了离婚官司。丈夫执意
要离婚，妻子却怎么也不同
意。是什么让幸福婚姻走
向了尽头？妻子真的会按
照婚前协议净身出户吗？

天视6套18:00

■《艺品藏拍》中国
吉祥文化源远流长，追求
美好幸福，祈望吉祥平
安。随着时间的推移，吉
祥文化的内涵愈加丰富，
出现了许多具有象征意义
的吉祥物，比如我们所说
的瑞兽等等，出现在本期
节目中的瑞兽都有哪些
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天视2套19: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