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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钢

近日，舞蹈类综艺栏目《了不起！舞
社》上线播出后，不仅取得全网0.72%的收
视率，海外热度也持续升高。据统计，栏
目在YouTube优酷官方频道上线后，赢得
大批用户喜爱。节目在Twitter累计上榜
话题词22个，最高达到世界趋势No.2，泰
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多次达到No.1。

由《这！就是街舞》原班人马制作的
《了不起！舞社》取得成功，得益于制作方
对节目形式、内容及班底等进行了全面升

级。新节目因为展现的是年轻群体在切
磋中精进舞技的过程，因此对社员的选择
十分严格，邀请到一批专业舞者，用丰富
的艺术想象和精湛舞技，跨越地域、语言
和时空，为观众全方位呈现舞蹈之美。

此外，该节目还得益于精准的定位，
在聚焦舞蹈领域的同时，尝试从女性视角
出发，为街舞女孩打造专属舞台，让观众
认可她们对舞蹈的热爱。镜头全天候记
录了近60位热爱街舞的女孩在成长试错中

做出的选择，她们在彼此吸引、互相靠近中
重塑的自我，均在节目中得以呈现。节目总
导演陆伟表示：“这档节目想展现的，既是年
轻女性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也是她们拥有的
无限可能的未来。正因如此，这档节目不仅
鼓舞着节目中的‘她们’朝更好的自己进发，
同时也在启发镜头之外的‘我们’去发现并
开启人生的更大可能。”

通过各个环节，节目尽可能给予女孩们
自主选择舞蹈主题和舞蹈风格的权力，她们

能够不断挑战各自青睐的舞蹈类型。节目
也尊重选手实现突破、打破定势的每一次尝
试，让她们得以在试错中重新校准目标，更
好地认知自己。

陆伟表示：“《了不起！舞社》突出了‘成
长’与‘社交’两种属性。它没有淘汰赛和竞争
模式，希望队员以舞社为载体，尝试自己感兴
趣的舞蹈风格。节目中呈现出队员在齐舞上
的进步与突破，希望大家能看到她们更多的成
长。从‘街舞’到‘舞社’是一次全面升级。当
下，社交已成为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
在社交中进一步塑造着理想中的自己。‘舞社’
的概念就是要突出节目的社交属性，让观众看
到这些女孩如何在交往中成为朋友、产生共
鸣，成为凝聚于团队中的‘她们’。”

文 化 观 察 《了不起！舞社》突出“成长”“社交”属性

跨越地域语言时空 呈现舞蹈之美

青年走红 塑造诸多经典角色

1922年，秦怡出生在上海。抗战爆发
后，16岁的她为奔赴抗战前线而离开家庭，
辗转来到重庆，走上了艺术道路。1939年，
她参演个人首部电影《好丈夫》，后来在重
庆、成都等地演出话剧。1941年，她加入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剧艺社，因扮演《大
地回春》中的黄树惠一角走红，又陆续参
演了《天国春秋》《钦差大臣》《董小宛》《结
婚进行曲》等话剧，出色的表演让她跻身
“话剧界四大名旦”行列。

回到上海后，她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
的演员，并担任上影演员剧团副团长。其
间，她塑造了很多经典角色，如《青春之
歌》里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林红，《女篮五
号》中敢爱敢恨的篮球手林洁，《铁道游击
队》中的抗日妇女芳林嫂，《马兰花开》里
能顶半边天的拖拉机手马兰等。

人到中年 被评为“新中国人民演员”

1961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文化部召开
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提出，我们的电
影院里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明星。会后，各
大电影厂选定22位演员请周总理审阅，最
后由文化部统一确定并发布文件通告，秦
怡与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等22名电影
演员被评为“新中国人民演员”。

在舞台和银幕上有着很高艺术造诣
的秦怡，生活中则经历过漫长的痛苦。她
曾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着患有严重疾

病的儿子，以柔弱的肩膀担负起家庭重
担。她演过许多角色，在银幕上留下了无
数经典的女性形象，而在现实生活中，她
又是最刚毅、最勇敢、最美丽的自己。

老骥伏枥 展现朴素价值观

1982年，秦怡主演了电视剧《上海屋
檐下》，并凭借该剧获得第一届大众电视
金鹰奖优秀女演员奖。2015年，年过90
岁的她自编自演了以修建青藏铁路为背
景的电影《青海湖畔》，表现出她对新中
国科技工作者怀有的崇高敬意。2017
年，在陈凯歌的邀请下，她出演电影《妖
猫传》，凭借老年宫女一角给观众留下深
刻印象。2019年，她参演了公益电影《一
切如你》，再次为中国电影作出贡献；同
年9月29日，秦怡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

家荣誉称号。
在兼顾演艺事业与家庭生活之余，秦怡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多次慷慨解囊，无
私奉献。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她拿出大部
分积蓄，先后捐出20余万元。她不顾医生反
对，在刚做完腰椎手术后不久，就前往都江
堰参加上海援建小学的开学典礼。青海玉
树地震后，她再次捐款3万元，并参加了大型
慈善拍卖等公益活动。

以“得失尽量置之度外，只求竭尽自己
所能”为座右铭的秦怡先后参演40余部电影
和电视剧，塑造了众多经典形象。在2017年
举办的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本报记
者曾对秦怡进行专访，她谦虚的态度以及对
演艺事业的热爱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她说：“我从十几岁开始就演话剧、拍电影，
但还是感到在表演上有差距。我不断地去

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不然就拍不好电
影，不能感动观众。人生不能止步不前，活在
世上不管有多少钱、有怎样的容貌、获得多少
奖，总有一天你会离开这个世界，金钱和荣誉
都不会带走。我希望自己能把一些作品留在
这个世界上，让后人看到你付出了多少，而不
是得到了多少。”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近日，《疫情里看懂中国》由天津人
民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委党校、天津社科院、天津大学、天津
师范大学等单位的知名专家学者共同编著该书。

书中围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
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生动实践，从制度、政党、文化、人民、
英雄、未来等视角，结合理论和实践，贯通历史和现实，兼顾国
际和国内，全面、系统、辩证地科学理性思考，着力讲好中国抗
疫故事中蕴含的中国优势、中国精神、中国担当、中国力量。

该书深入探究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抗击疫情取得重大成
效背后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制度逻辑、文化逻辑，进一步讲
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帮助国内外人士全面、深刻地了解中国抗疫的伟大实践，在抗
疫里看懂中国。

《疫情里看懂中国》出版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记者获悉，天津人艺将通过该院抖
音直播间继续奉献两台精彩剧目。

5月11日19时30分播出话剧《油漆未干》。该剧是法国剧
作家勒内·福舒瓦的经典作品，讲述了一个无名画家死后其画
作卖到天价，和他生前贫苦、悲惨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天津
人艺将故事背景移植到天津，使得全剧充满“津味儿”。12日
19时30分播出话剧《北平·1949》。该剧以平津战役等一系列
重大历史事件为时代背景，着力刻画了毛泽东高屋建瓴，采取
以打促谈、逼和北平的策略，最终使傅作义在战与和之间做出
了正确抉择。

天津人艺线上剧场精彩连连

本报讯（记者 张帆）《看冰雪“电”热了山村经济》是“你
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的月度入围作品，讲述了借“冰雪冬
奥”之势，蓟州山村旅游经济发展变化的故事。

短视频作者王建慧在国网天津蓟州公司从事电力宣传工
作。她介绍，前些年蓟州区每年4月山区旅游开启，过了10月
游客就开始稀少。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王建慧说：“从这一
年起，冰上项目冬奥会训练场馆落户蓟州区下营镇，让这个山
区小镇在旅游淡季因冰雪游而焕发生机。从去年冬天开始，
山村冬季游也成为热点，冰雪旅
游乐园、场馆和农家院、酒店吸
引了四方来客。乘着北京冬奥
会东风，山村旅游经济迎来全年
‘热’潮，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有半
年热度。”
山区旅游淡季不淡，蓟州区

的冰天雪地，如今也成为村民的
“金山银山”。

你好，天津——说变化晒幸福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阿尔卡拉斯马德里大师赛男单夺冠

男子网坛迎来新势力

奥斯卡因家事暂离上海海港队

英超意甲争冠形势白热化

本报讯（记者 顾颖）从武汉进行热身赛
归来，天津津门虎队放假一天，昨天再度开
练。下午在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外场进行的
这次训练，也是本赛季俱乐部新引进的外援
贝里奇、安杜哈尔，以及体能康复教练哈维尔
结束隔离后，真正加入集体的“第一练”。

因为很多球迷事先已经了解到，未曾谋
面的贝里奇和安杜哈尔将参与此次训练，所
以昨天中午在津门虎俱乐部驻地门口、昨天
下午在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外场入口处，都
有不少球迷专门守候他们，也想看望球队。
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也几乎是球迷们见到球
队的仅有方式。
昨天下午训练开始前，津门虎队主教练于

根伟专门向全队郑重介绍了新加盟的外援、外
教，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抵达中国后经历了

一个多月隔离，确实“来之不易”的新伙伴。尽
管最近几天，贝里奇、安杜哈尔大部分情况下
还需要单练，但是毕竟联赛开赛的时间被一再
推迟，除了身体和状态调整之外，他们还有时
间与队友们实现初步磨合。

通过最近两三天，贝里奇、安杜哈尔已经
熟悉了驻地、训练场周边，也和越来越多津门虎
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以及球队的教练、队员熟络
起来。在俱乐部和球队内部，大家普遍感觉，本
赛季引进的4名外援贝里奇、安杜哈尔、罗萨、
拉多尼奇，性格都不错，主动沟通、交流的意识
比较强，对于一名外援而言，这也是他们在球队
中能够发挥出水平的重要保证。
据了解，目前津门虎队教练组仍在努力联

系、落实热身赛，希望在联赛到来之前，再给队
员们创造发现问题、寻找比赛感觉的机会。

本报讯（记者 申炜）在目前的中超球
队身价排行榜上，上海海港队高居榜首，
不过队中头号球星奥斯卡的离队，还是让
人对他们的争冠前景感到担心。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奥斯卡至少将缺席中超第一
阶段的部分比赛。

随着中超冬季转会窗口的关闭，中超
球队身价排行榜也随之出炉。上海海港
队以3470万欧元位居榜首，几乎是第2名
武汉三镇队的2倍（1801万欧元）。上海海
港队的总身价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其拥
有中超最大牌球星奥斯卡，他让球队拥有
了很强的争冠实力。

不过8日晚上，当上海海港队抵达大
连之后，传出了奥斯卡根本不在队中的消
息。根据了解，奥斯卡请假的原因是母亲

病重需要探望，并安排母亲看病相关事
宜。目前，奥斯卡还在迪拜，他何时回到中
国还是一个未知数。
来自上海海港队方面的消息称，俱乐部

一直与奥斯卡保持沟通，他处理完家事之
后，就将尽快返回到球队当中。年初，西班
牙媒体曾经爆出了奥斯卡想要加盟巴萨的
消息，不过这笔转会最终并没有完成。

尽管中超各队的总体身价呈现出断崖
式下滑趋势，但上海海港队的总身价仍排
名亚洲俱乐部球队的第三位，其中奥斯卡
也是中超唯一身价破千万欧元的球员。在
引进了张琳芃和徐新之后，海港新赛季的
目标肯定是争夺冠军，如果奥斯卡不在队
中的话，恐怕对于球队的进攻将产生很大
的影响。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在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结束的
ATP1000马德里大师赛男单巅峰对决中，西班牙19岁新锐阿
尔卡拉斯在连胜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后，又以2：0（6：3、6：1）
横扫卫冕冠军、德国名将兹维列夫，成为马德里大师赛最年轻
的冠军，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2个大师赛冠军。

面对赛会2号种子、ATP世界排名第3的兹维列夫，阿尔
卡拉斯再次展示了对比赛的统治力，频频打出制胜分，各项数
据全面占优。曾经在马德里赛上两度“称王”的兹维列夫则全
无还手之力，全场共出现25次非受迫性失误，没有获得任何
一个破发点，很快败下阵来。“能够击败这些顶级选手感觉很
好，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周。”在阿尔卡拉斯看来，年龄是
他的优势，“我已经19岁了，这是我能够连续进行长时间艰苦
比赛的关键。”
去年此时，阿尔卡拉斯的世界排名还在百位之外，在马德

里对阵纳达尔的比赛中只赢得了3局。如今，他对阵排名世
界前10球员的连胜场次已达到7场，世界排名也上升至职业
生涯新高的第6位，进步明显。

拿下本站比赛冠军后，阿尔卡拉斯宣布将退出接下来的
罗马大师赛。他解释道：“我需要一些时间休息，并让此前受
伤的脚踝恢复，这样才能以100%的状态奔赴法网”。

本报讯（记者 申炜）欧洲五大联赛即将结束，目前德甲、
西甲和法甲都已经产生了最终的冠军，英超和意甲的争冠形
势则相当焦灼。在积分榜上，曼城和AC米兰继续领跑各自
联赛，但优势并不大。

意甲的冠军之争已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一天前国际米兰
刚刚登上积分榜首，一天后，同城死敌AC米兰就实现了反
超。本轮“红黑军团”的对手是维罗纳，客场作战的他们在先
丢一球的情况下，凭借本土新星托纳利的梅开二度以及弗洛
伦齐的进球，3：1逆转对手，反超国际米兰重新领跑积分榜。

目前，意甲还剩最后两轮比赛，AC米兰领先国际米兰
两分。按照规则，AC米兰只要在最后两轮比赛中拿到4分
就可以锁定意甲冠军。从赛程来看，国际米兰的对手实力
并不强，分别是卡利亚里和桑普多利亚。AC米兰下轮比赛
将对阵强敌亚特兰大，最后一轮客场挑战萨索洛，冠军归属
依然还有悬念。

英超的争冠形势同样胶着，本轮率先登场的利物浦与热
刺战成1：1，与尚未登场的曼城同积83分，让后者看到了扩大
领先优势的机会。不过曼城在欧冠比赛中被皇马逆转之后，
球队士气受到了影响，能否赢得和纽卡斯尔的比赛，外界其实
并不肯定。

不过曼城用出色的表现回击了外界的质疑，斯特林第
19分钟就取得进球。随后，曼城多点开花，最终5：0大胜对
手。本轮结束后，曼城积86分，比利物浦多3分。目前，两
队都只剩下最后3轮，曼城只要取得2胜1平就能夺冠。不
过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英超的争冠悬念恐怕要维持到最后
时刻。

贝里奇、安杜哈尔与津门虎队合练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汤姆斯
杯和尤伯杯羽毛球团体赛昨天继续在泰
国曼谷进行，汤杯小组赛中，中国男队以
5：0战胜法国队，赢得开门红。尤杯小组
赛中，中国女队先以 5：0完胜澳大利亚
队，又以5：0战胜西班牙队，赢得小组赛

两连胜，提前晋级八强。
在谌龙一直处于休战状态，石宇奇被

内部禁赛的情况下，中国男队以年轻阵容
为主出战汤杯，目标是冲击前四名。昨
天，中国队迎来小组赛首战对阵法国
队。陆光祖经过近两小时鏖战以25：23、

24：26、21：15力克波波夫，为中国队拿下第
一分。随后出场的赵俊鹏、何济霆/周昊东、
李诗沣、刘雨辰/欧烜屹均战胜各自对手，帮
助中国队以5：0击败法国队。
“这是第一场比赛，还是有些紧张。没

有过多去想结果，虽然有波动，但还是及时

调整过来了。”陆光祖说，作为第一男单是荣
誉也是压力。“自己多年的梦想是成为中国第
一单打，自己能做的是把控好自己，展现出良
好的精神状态。不管任何时候，我们只有一
个目标，就是拿冠军，希望我们整个团队都朝
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不管结果如何要把过程
做好。”

阵容齐整的中国女队目标自然是卫冕尤
杯，小组赛首轮，陈雨菲、张殊贤/郑雨、何冰
娇、杜玥/李汶妹、张艺曼分别战胜各自对手，
帮助中国队以5：0完胜澳大利亚队。首场比
赛，奥运冠军陈雨菲同样经历了开局的慢
热。首次搭档出战团体赛的新组合张殊贤/
郑雨，经受住了考验。

昨晚，中国女队变阵迎战西班牙队。
在前 3 场单打比赛中，陈雨菲以 21：16、
23：21 战胜阿祖尔门迪，何冰娇以 21：2、
21：8 战胜罗德里格斯，王祉怡以 21：10、
21：6击败安妮娅，提前锁定胜局。在随后
进行的双打比赛中，贾一凡/陈清晨和杜
玥/李汶妹分别以2：0战胜对手，帮助中国
队以 5：0战胜西班牙队，赢得小组赛两连
胜，提前晋级八强。

■本报记者 张钢 摄影 韩墨

电影艺术家秦怡昨日在上海

华东医院病逝，享年100岁。作

为中国百年电影史的见证者和耕

耘者，她走完了整整100年的光

影人生路。

汤姆斯杯尤伯杯拉开战幕 国羽小组赛发挥平稳

男队首战胜法国 女队赢得两连胜

“人民艺术家”秦怡去世

百年光影路 经典留世间

荧屏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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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心 2》第
36、37集 丰爷召集手下
商量对策，他决定绑架司
令官松岛在东北的儿子，
从而逼其就范，释放佟家
儒。东村知道佟家儒怕
水，所以打算把佟家儒扔
在一个水池里呛死，这样
不仅尸体解剖可以蒙混过
关，还能以最狼狈的方式
处决佟家儒，让自己得到
满足。就在佟家儒即将被
处以“水刑”时，丰爷带着
松岛儿子被绑架的消息拜
访了松岛……

天津卫视19:30

■《樱桃红之袖珍妈
妈》第4、5集杜娟告诉杜
母自己不想再嫁人，要好
好把孩子养大。杜娟去何
倩娘家求何倩回去。何倩
故意奚落杜娟，告诉她只
要她和孩子滚出老杜家自
己立马就回去。杜娟无奈
离去……

天视2套 18:15

■《儿女的战争》第
16、17集 楚清告诉刘芸
自己的婚姻出了问题，并且
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夸大其
词一番，要求刘芸给自己一
个公道，让刘芸另外找一个
人护理刘义，否则自己和刘
帆就只能离婚。而刘芸反
击楚清，假如事实真的如
此，楚清和刘帆离婚之后，
就会和杨小慧结婚，聪明的
做法不是难为刘帆，而是体
谅和帮助刘帆……

天视4套 21:00

■《艺品藏拍》主持
人马艳将邀请栏目嘉宾
无刃刀，来到神秘的“宝
物集市”开启一场“开箱
大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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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奇特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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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准
让观众大开眼界。栏目
的杂项专家张旭、瓷器专
家郭旭东、宝玉石专家赵
彦明，将在“第二现场”
全程观看开箱过程，并且
将选取其中有话题和有
争议的器物，为观众细细
解读。

天视2套 19:45

■《今日开庭》今天案
子原告的孩子吕文瑞在幼
儿园不幸摔伤，而且还造
成了瘫痪。想到儿子的这
一生将要在轮椅上度过，
原告真的是伤心绝望，于
是她将孩子所在的幼儿园
告上了法庭，给孩子讨个
公道。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