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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足协主办 天视体育协办

天津市足协超级联赛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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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备战冲刺阶段

津门虎等待最后4名球员入队

本报讯（记者 申炜）由于新赛季
中超联赛赛区遴选工作尚未收尾，中国
足协、中足联筹备组暂时还无法将具体
开赛方案提交给上级管理部门审批。
新赛季中超联赛何时开赛，从目前来看
仍无定论。

截至目前，梅州赛区和大连赛区
已经确认可以承办中超联赛首阶段的
赛事，按照中国足协的设想，还需要确
定一个赛区。日照本来有兴趣接办中
超赛事，不过疫情之下，充满了未知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协通过渠道联系
了南京和无锡等城市。至少从目前来
看，新赛季中超何时开赛依然还是未
知数。

当然，外界最关心的还是上海的
两支球队能否如期参赛。目前，申花依

然在康桥基地训练，球队也已封闭集训
超过50天时间，日常训练和生活有保
障。而海港已经开始在遵循防疫相关
规定的情况下陆续集结，目前在一家酒
店进行恢复性训练。

经过多方的协调和沟通，申花已
经决定7日包机前往大连，在那里进
行医学隔离观察。按照要求，上海两
支球队前往大连必须严格遵守闭环转
运的要求，尽可能避免和外界接触。
2020年年底，两队就曾经从上海飞往
多哈征战亚冠赛事，这次两队将不会
集体行动。
对于中国足协来说，时间也非常紧

迫，如果联赛在5月底甚至6月初都无
法启动的话，能否打满34轮比赛恐怕
需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本报讯（记者 申炜 摄影 董书

博）昨天，由天津市足球运动协会主
办，天视体育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的 2022年天津市足协超级联赛，在
西青区正道体育公园足球场举行了
开幕式。
天津市足协超级联赛是天津市最

高级别的社会足球品牌赛事，已经连
续举办了7个年头。今年的比赛共有
13支球队参赛，将以单循环赛制的方
式进行，380多名参赛球员将在4个月
的赛事期间展开78场角逐。本次比
赛也将放在正道体育公园足球场举
行，作为天津足协青训基地，这里的硬
件条件能够满足比赛的需求。

天津市足协希望通过此次比赛，
提升联赛的影响力、足球的吸引力、
媒体的宣传力，带动天津社会足球特
别是行业足球、企业足球、社区足球
运动的广泛开展，形成多渠道、多元
素、多形式的天津足球文化，进一步
扩大天津市足球人口，为天津足球爱
好者提供一个追逐梦想、强身健体的
舞台。
天津市足协超级联赛的水平逐年

提高，其中不乏天津球迷熟悉的球
员。在昨天进行的揭幕战比赛中，张
诚和吕伟就代表天津富晟出战。张诚

在2020赛季跟随江苏苏宁夺得了中超
联赛的冠军，上赛季效力于苏州东吴
队，吕伟上赛季在四川九牛踢球。从全

场比赛来看，张诚和吕伟都发挥出了很高
的竞技水平，吕伟还打入了本队首粒进
球，津超联赛首场比赛就精彩纷呈。

连日来，市民纷纷走进博物馆、小剧场——

看展览 听相声 打卡文化假期
本报讯（记者 顾颖）经历了短暂

的3天假期之后，天津津门虎队昨天
重新集中开练。从时间上推算，中超
联赛新赛季到来前，津门虎队基本不
再会安排这样的“长假”，而一直惦念
球队的部分球迷，昨天利用“五一”假
期，到奥体中心体育场外场试着等待
球队，终于远远看到了他们的身影。
伴随着本赛季第一个注册、转会

窗口，在4月29日关闭，津门虎队的
人员调整工作也告一段落。算上会
在假期结束后对外介绍的张一和徐
嘉敏，津门虎俱乐部总共将官宣 19
名球员。在这19名球员中，除了巴
顿、石炎、杨梓豪、闫炳良，上赛季就
以租借或随练的形式在队中，本赛季

转为正式加盟，其他15名球员都是
球队的新人。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新
人陆续到队，捏合阵容、增强配合、提
高战斗力，一直是津门虎队过去一段
备战的重点。虽然中国足协和中足
联筹备组，还没有正式下发关于本赛
季中超联赛开赛的各种细则，但是包
括津门虎队在内，中超各队都在按照
“随时接到通知、随时进入临战状态”
进行准备。
官宣后的津门虎队已经人员齐整，

不过实际目前队中，尚缺4名球员和1
名教练员。4月21日抵津的斯洛文尼
亚前锋贝里奇，结束7天的集中隔离和
7天的自我隔离后，将从5月6日起与球
队合练；4月23日抵津的西班牙后卫安

杜哈尔，和西班牙体能康复教练哈维尔，
将在5月8日开练。不过作为教练员，哈
维尔3月29日入境中国，在上海展开医学
观察隔离后，就已经开始熟悉球员情况、
逐步进入工作角色。
另外，本赛季从上海海港俱乐部转

到津门虎俱乐部的张卫和张一两名球
员，之前都在按照上海当地的防疫要求
进行居家隔离。经过津门虎与海港两家
俱乐部的相互沟通，张卫和张一，会跟随
海港队收队、集中隔离、转入赛区的路径
和时间，一起离开上海，待符合相应要求
后，再与津门虎队会合，至于届时到底是
“天津见”，还是从上海海港队所在的赛
区，直接转到津门虎所在的赛区“火线报
到”，还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18岁小将
创男子200米佳绩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在路易

斯安那州进行的田径邀请赛男子200
米比赛中，美国18岁小将埃里扬·奈
顿以19秒49打破由自己保持的U20
男子 200米世界纪录。这是自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以来该项目的最好成
绩，奈顿成为继博尔特、布雷克和迈
克尔·约翰逊之后男子200米历史第
四快选手。
去年6月在尤金进行的奥运会选

拔赛上，奈顿接连跑出19秒88和 19
秒84，打破了博尔特保持了长达17年
之久的19秒93的世界青年纪录。此
次，奈顿在顺风1.4米/秒的情况下，以
19秒49冲线再次实现突破。这是美
国运动员在男子200米有史以来第二
快成绩，仅次于约翰逊在1996年亚特
兰大奥运会上跑出的19秒32。

中超开赛日期仍难确定

■ 本报记者 刘茵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

“五一”期间，我市各文博场馆、相
声小剧场有序开放。市民看主题展
览，听津味儿相声，过文化味儿十足的
“五一”假期。

主题展览丰富多彩

日前，天津博物馆“耀世奇珍——
馆藏文物精品展”书画类文物调陈上
新。新上的展品有18件，包括明清及
现当代艺术家的作品。5月1日，记者
走进该展厅，发现很多游客在上新的
书画展品前或驻足观赏，或交流品
味。市民胡冠南是一名书画爱好者，
他告诉记者：“前几天，我在天博微信
公众号上看到书画作品上新的消息，
特意利用放假的时间来看看。这么多
精品画作呈现在眼前，真是让人大饱
眼福。”
天博书画部负责人介绍，根据文

物保护的需要，展厅展出的书画作品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行调陈。因为今
年是虎年，天博书画部精心遴选出具
有虎元素的书画作品，让参观者感受
虎文化。此次调陈上新的作品中，比

较有代表性的是张善子、张大千合绘
的《十二金钗图轴之一》《十二金钗图
轴之二》。张善子以善画虎而驰名，他
曾创作形态各异的虎图十二幅，集《西
厢记》十二句唱词题识，即《十二金钗
图》。如《十二金钗图轴之一》，以《西
厢记》红娘的一句唱词“乍（怎）凝眸，
只见你鞋底尖儿瘦”为题，张善子画
虎，张大千补景。
天津自然博物馆“海河原生鱼”展

览自去年年底推出以来，吸引了不少
观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60余件鱼
类标本、近30幅鱼类科学画以及10余
种典型溪流鱼类活体，从自然地理、原
生鱼种、生命故事、资源保护等方面介
绍鱼类知识。展览现场还特别增加了
科学手绘等活动，在互动环节引入光
影体验，让观众仿佛置身于神奇的海
洋世界中。市民张昊告诉记者：“这个
展览内容丰富，知识性强，也很有趣，
孩子很喜欢。”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人民总理

周恩来”展览在“五一”假期吸引了很
多市民来参观。展览再现了周恩来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
观众李耀彰看完展览后心潮澎湃，他

告诉记者：“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
应该学习伟人精神，并把这种精神融
入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

茶馆相声送来欢乐

“五一”假期，我市诸多相声演出
团体安排了多场演出，“走进茶馆听相
声”成为不少市民的选择。5月1日晚，
记者来到名流茶馆新华路店，一场相
声大会正在这里上演。台下观众有的
是好友结伴而来，有的是全家老少一
起前来，在名流茶馆里享受“笑的艺
术”。观众吴女士表示，小剧场相声的
互动性很吸引自己，假日里到茶馆感
受津门曲艺，感觉假期过得很有文化
味儿。
名流茶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假期

的演出节目多为“老活新说”。此前，
演员们停演不停工，把一些拿手作品
精心打磨加工。此番恢复演出，演员
们把这些具有新意的作品奉献给观
众，希望给大家带来欢乐。
我市张园在假期将“看展览”与

“听相声”相结合。《奠基岁月》《张园往
事》主题展览在张园长期开设，张园剧
场在5月1日带来一场相声大会，5月4
日还将举办一场青年节相声专场。

■ 本报记者 张钢

与妻子一周5天网络直播燃脂健身

操，令刘畊宏火遍全网，成了直播界的

“现象级”博主。他的健身小视频霸屏抖

音、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大批被称

为“刘畊宏女孩”的粉丝不仅跟他一起跳

操，还期待着他为粉丝“在线批作业”。

截至目前，刘畊宏粉丝数已突破5700

万，从一个非流量明星迅速变身健身达

人，“直播变道”让他走出了新路。

刘畊宏出演过《佳家福》《头文字

D》等影视剧，发行过专辑《彩虹天堂》，

在娱乐圈不温不火。当他在直播中分

享自己30年的健身经历后，运气与实

力的有机结合令他出圈。刘畊宏从去

年开始尝试直播带货，业绩不佳。从

今年2月开始，他转型健身主播，在首

次直播的2小时内，就收获了24.73万

观看人次，涨粉7956人。此后的3个

月内，他凭借自身实力，粉丝数从百万

涨到了千万，从明星歌手变成了健身

达人。除了分享30年的健身经验外，

刘畊宏还让妻子在一旁陪练，两人的

互动令枯燥的健身教学过程充满趣

味。作为陪练，他的妻子代表了当下

希望减肥却不喜欢健身的女孩。一个

吃力学习，一个负责针对性引导，一弱

一强，鲜明的反差使得直播充满浓浓

的生活气息。

疫情之下，健身成为一种日常需求，

它不仅能帮助人们强健体魄，还能释放

压力。刘畊宏的直播不仅满足了网友健

身的需求，还展示出他对生活的热情以

及家庭的和谐，这种落脚在日常生活中

的教学牢牢吸引了粉丝的关注。

近几年，众多明星扎堆网络，试水直

播带货。由于他们大多存在偶像包袱，

而且在商品知识等方面不专业、供应链

方面不完善，不仅带货效果差，还频频翻

车。刘畊宏的“直播变道”抛弃了带货这

座“独木桥”，给其他明星一个启示：在直

播中获得一席之地，不是只有带货一条

路，找到自身的优势，做自己擅长的内

容，同样也能获得成功。

“直播变道”走出新路文 化 时 评

市民参观天津博物馆。在名流茶馆里享受“笑的艺术”。

下课铃响，学生们欢呼着打
闹着从教室里冲出来，李桂林和
陆建芬落在最后。

嵌在大门上的小门被李桂林
拿钥匙打开，我打趣说，你们这种
人就是不适合到城里教书。李桂
林以为我嫌他开门迟，不够热情；陆建
芬则以为我揶揄她普通话不达标。我
说，你们不收补课费也不收延时服务
费，就算同行不表现出来，心里也见不
得（方言，讨厌之意）你们。我不要别
个喜欢了，我怕有人吃醋，李桂林边说
边瞟陆建芬。陆建芬抬手指着操场角
落，快看，那里有一只老孔雀。

说笑几句后他们就要上“文体课”
了。课是李桂林陆建芬在上，“文体课”
却是我的命名，依据为每天都有的这一
堂课是“文体结合”。全体师生在操场
上列队，先是唱校歌，一个志愿者量身
定制的《天梯学校》；然后师生围成大大
的圆，踩着彝风扑面的音乐节拍，从“跺
脚”“晃步”到“平跳”“踮步”“对拍”一直
到“大家跳”，全神贯注跳起凉山彝族达
体舞。记得有一回，我问李桂林为什么
不像其他学校一样做广播体操，他说做
操能锻炼身体，跳舞不光能锻炼身体，
还能塑造精神——我们的舞是民族舞，
舞蹈里有民族基因也有民族性格。

上完“文体课”，分头落实好学生和
老师的午餐，快3点了。陆建芬一个劲
儿劝我夹菜，听她声音不对，才知她前
一段做了手术。陆建芬声音奇怪，起先

两口子以为只是炎症，直到抽出时间去医
院检查，才发现是喉管上长了息肉。做完
手术，医生让她休息一个月，陆建芬怕耽
误课程，只过两周就挂着“小蜜蜂”上了讲
台。不听医生言吃亏在眼前，若是校长暂
停她上课资格的强制命令下得再晚一点，
伤口只怕会被硬生生撕扯开。到现在，嗓
子是不痛了，只是手术过后，声音上也像
长了疤，不如往常平整。李桂林是停下筷
子讲的这个事，言毕嘴角向上一扬：马上
就要退休了，跟我争什么表现。
陆建芬反戈一击：是嘛是嘛，上一课少

一课了，不抓住机会，到了年底，想过把上
课的瘾都过不成，说出来的话也没人听。
陆建芬要退休了，就在今年年底！我

大吃一惊，也顾不得一口饭还没下咽，从大
张的口中，冒出一声：啊？！现在来看，这真
是白痴一样的发音，白痴一样的表情。再
远的旅途也有终点，再长的道路也有尽头，
就连长长短短的人生也是如此，何况内置
于人生之书里的一个章节。我当时觉得吃
惊和意外，那种感慨，大约相当于阅读一部
经典著作时，沉浸其中的某个情节戛然而
止，牵动神经的某个角色突然消失，而自己
心理上根本没有准备，甚至以为这个故事
就该无限延续，这个角色应该永远在场。

112 陆建芬要退休了

乾隆发现和珅与年妃相貌极
似。自此以后，他对和珅就完全
另眼相待了。这则野史传说，当
然不能当作史实来看。事实上，那
时年贵妃是不可能和乾隆有染的，
她身为贵妃，而且已经生病。而乾
隆到宫时才15岁。乾隆的生母也并非
皇后，只是一名妃子——熹妃钮祜禄氏
（后来成为孝圣宪皇后），根本不可能去
动高高在上的贵妃。不过，也不是一点
影子也没有。有研究者考证，乾隆喜欢
年贵妃、和珅长得酷似年贵妃应该是可
信的。在北京恭王府（当年和珅的府
邸）里有和珅和年贵妃的画像，二人确
有几分相似。

小人得志便猖狂。和珅发迹以后，
私欲膨胀，有恃无恐，排除异己，结党营
私，聚敛钱财，收受贿赂，贪得无厌。他
还亲自经营工商业，开设当铺七十五
间，设大小银号三百多间，且与英国东
印度公司、广东十三行有商业往来。

就这样，一个巨贪，一个巨蠹，在
堂堂天朝的心脏里产生了。他究竟贪
了多少财产？说法不一，《清朝野史大
观·和珅家财》等野史载，其总财产是
“二十亿两”多，薛福成《庸庵笔记》提
供的数字是二亿三千万两，
而一般资料多称，和珅被下
狱后，抄家抄得白银八亿
两。就以八亿两这个数字而
言，已经非常惊人了，乾隆年
间清廷每年的税收不过七千

万两，所以时人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多行不义必自毙。嘉庆四年（1799）

正月初八，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帝令和
珅总理丧事。五天后，嘉庆帝宣布和珅二
十条大罪下旨抄家，并将其囚禁。锒铛入
狱的巨蠹，第一次尝到了凄凉、饥饿、刑罚
的滋味，但他仍执迷不悟，在正月十五写
的《上元夜狱中对月两首》中，还认为自
己是“怀才误此身”：“夜色明如许，嗟令困
不伸。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室暗难挨
晓，墙高不见春。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
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余生料无几，空负
九重仁。”“今夕是何夕，元宵又一春。可
怜此月夜，分外照愁人。思与更倶永，恩
随节共新。圣明幽隐烛，缧绁有孤臣。”

正月十八，嘉庆帝派大臣前往和珅囚
禁处“赏赐”他白绫一条。悬梁自尽前，他
又提笔作绝命诗一首：“五十年来梦幻真，
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日水泛含龙日，留取
香烟是后身。”年仅49岁的和珅谢幕了，他

留下的这首绝命诗，却耗尽了无
数史家特别是附会者的心血。有
人说和珅的前身是乾隆宠爱的妃
子马佳氏，而后身便是世所不齿
的慈禧太后。其意是和珅为了报
仇，而化为女身来惑乱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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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燕园的

前世今生
江溶 王燕飞著

迎接黎明

刘鹏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在那高山顶上
陈 果著

一个星期的绵绵阴雨，天气
异常潮湿，弄得谌涛的伤处非常
难受，心情也郁闷烦躁。这天早
上，谌涛从睡梦中醒来，看到天空
挂着太阳，心情一下子好起来，他
想到院中走走，晒晒太阳，呼吸一
下清爽的空气，调整调整身心，驱走烦
闷。一个特务扶着他慢慢走出病房，
来到了院中，坐在花圃中的一条长椅
上。阳光照得全身暖暖的，他觉得非
常舒服，闭上眼睛，将身体靠在椅背
上，默默地享受着老天的赐予。守候
他的特务则在长椅周边溜溜达达，左
观右看，执行对病人的保护任务。

医院门诊楼的楼道里，正在候诊
的人群中，有一对老年夫妇坐在椅子上
等着叫号。时间不长，就见那老爷子捂
着肚子，脸上现出了非常难受的神情，
说是要上厕所，老伴儿马上站起身，扶
着他往厕所方向走去。老年夫妇走了
不到半根烟工夫，楼道里出现一个身着
黑衣、头戴礼帽、嘴上留着短胡子的男
人，身后跟着个头戴护士帽、脸捂大口
罩、穿着白大褂的女护士。两人越过候
诊人群，走出楼道口，直奔院中的花圃。
此时的花圃中，已有不少患者在家属或
护士陪同下，或在小路上散步，或坐在长
椅上休息。女护士走到守护着谌涛的特
务身边，告诉他说有紧急电话找他，请他
马上去接听。这个特务看了看闭目养神
的谌涛，正在犹豫时，看到一个和自己同
样打扮的人，正冲着他在做手势。那个

人先指指门诊楼，意思是让他去接电话，然
后又指指自己，再指指闭目养神的谌涛，意
思是你尽可去接电话，病人由我来看护。
这个特务把化装后的唐明安当成了自己
人，没有多想，便跑着去接听电话了。

唐明安迅速走到谌涛坐着的长椅背
后，把一只手扣在谌涛的肩膀上，轻轻地问：
“组长，阳光照得很舒服吧？”谌涛在病房中
闷了一个星期没出屋，此刻靠在阳光下的椅
背上，真的感觉很舒服，人也有些昏昏欲
睡。听到有人喊他组长并问话，脑子里什么
也没考虑，张嘴刚要回答，就觉得后心处有
一个凉凉的东西插了进来，他想喊叫，但还
没有发出声音，头便无力地垂了下去。唐明
安把谌涛的脑袋往上托了托，将匕首从椅
子后背的木条缝隙处快速拔出，转身就奔
向医院的大门口。这一次诛杀谌涛，唐明
安在其他同志的掩护下，完成得干净利索，
等特务们反应过来时，谌涛早已毙命。唐
明安和张月霞也已经安安全全地离开了现
场。损失了谌涛，力行社的特务们气得发
疯。他们联合警察局在全市展开了又一轮
大搜捕。唐明安和张月霞按照组织让他们
暂时沉寂的要求，一段时间安静地待在家
中，承揽各种钟表的维修和修理，不再外出
参加任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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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心2》第
22、23集 佟家儒在江黎
明墓地约见沈童和欧阳公
瑾，为了二人性命，再次怂
恿二人远赴昆明，却又一
次被拒绝。欧阳答应佟家
儒等战争结束后，他会开
始追求沈童。许仙被捆绑
到江黎明的坟前，欧阳要
亲手处决叛徒许仙为江黎
明报仇，佟家儒以命相阻，
救下许仙……

天津卫视19:30

■《咱爸咱妈六十
年》第28、29集 1989年
国庆，是高树江和白玉兰
结婚40周年纪念日。就
在举家欢庆之际，援朝带
着罗蕙和罗蕙与前夫所生
的混血儿子小麦克出现在
众人面前，高树江和白玉
兰被这个从天而降的“洋
孙子”惊得目瞪口呆。高
树江无法接受麦克，白玉
兰也跟他站在一个立场
上。援朝据理力争，坚决
地表明态度。高树江说只
要援朝和罗蕙结婚后能生
个儿子，满足他抱孙子的
愿望就同意他们结婚，可
他万万没料到罗蕙已经不
能再生育……

天视2套 18:15

■《儿女的战争》第
2、3集 王艳以存放寿衣
的理由独自去老房子，发
现了一份遗嘱，遗书有两
个内容：一，房子归张长兰
所有；二，好友顾建成曾经
在困难的时候借给自己十
万元钱，希望儿女能把债
务还上。王艳思考之后，
改写遗嘱的一部分：房子
在自己去世之后，归长孙
所有。她把新的遗嘱放到
了老房子原来的地方。医
院里，刘锦清弥留之际，把
张长兰的手放到了刘芸的
手上，眼神复杂，只字未说
便去世了……

天视4套 21:00

■《艺品藏拍》本期
推出“开箱大吉”特别节
目。主持人马艳邀请栏目
嘉宾无刃刀，来到神秘的
“宝物集市”。这里陈列着
琳琅满目的各种器物，大
到家具，小到首饰，有常见
的瓷器，还有奇特的宝
贝。特别节目将用拆盲盒
的方式，一件一件地揭开
器物的神秘面纱，让观众
大开眼界。

天视2套 19:45

■《爱情保卫战》本
期推出“五一”特别节目
“很高兴遇见你”，男嘉宾
通过节目找到心仪的另一
半。“心动助力官”阎品红
表示：“真实的表达自己，
总会遇到那个适合的他。”

天津卫视 2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