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津门虎注重实战细节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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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由市教委
主办的《小英雄雨来》诵读视频展播
活动即日启动。
作家管桦的《小英雄雨来》在新中

国成立后即被选进小学语文课本，小英
雄雨来和他的小伙伴们的故事，陪伴了
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今年是

管桦百年诞辰，此次活动旨在发挥经典文
章的典范作用，引导学生学习英雄事迹。
活动由学校组织推动，选拔作品在学校公
众号上展示。学生、学校可将短视频在抖
音平台发布，并关联话题“小英雄雨来”
“管桦百年”，符合话题内容并通过审核即
为成功参与本次活动。

《小英雄雨来》诵读展播启动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近日，由
武清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武清区文
化馆承办的“春山可望、翰墨飘香”喜
迎党的二十大武清区优秀美术、书法
作品展开展。

此次展览共征集到作品 300余

件，经过评审共选出美术、书法各50余
件展出。这些作品主题鲜明,艺术表现
形式多样，既代表了武清作为“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书画）之乡”的书画创作水平，
又反映出近年来武清文艺事业快速发展
的成果。

武清区展出优秀书画作品

本报讯（记者 顾颖 摄影 崔跃

勇）昨天中午，天津津门虎俱乐部
官方正式宣布徐嘉敏和张一两名
球员加盟。至此，新赛季的第一个
注册转会期内，俱乐部引进的所有
教练、球员，对外介绍完毕。下午，
球队在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内场
的训练对媒体开放，两名新到队的
外援贝里奇和安杜哈尔，也参与了
球队的合练。
昨天津门虎队的训练安排十

分紧凑，重点是攻防演练，考虑到
目前新赛季中超联赛开战的具体
时间，因而实战在即带来的紧迫
感，也使队员们的精神状态更加
饱满。
由于前两天津门虎队的训练，都

安排在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外场进
行，因而昨天的训练是贝里奇、安杜
哈尔和体能康复教练哈维尔，第一次
进入内场。贝里奇和哈维尔进场后，
都第一时间用手机拍摄了球场内部
的视频，哈维尔还专门请翻译给自己
拍照留念。之前在西甲、西乙，以及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俱乐部，有丰富工
作经验的哈维尔，在昨天训练结束后
说，来到天津这几天，俱乐部和球队
对他的照顾几乎达到了极致，让他感
觉像在一个大家庭中生活，他一定会

竭尽全力做好工作。
贝里奇和安杜哈尔已经能够参

与球队的部分合练，只是在最后精
雕细琢阵型转换的分队比赛中，他
们才改为单独加练体能，哈维尔解
释说，这两名球员来中国后，经历
了比较长时间的隔离，现在的身体
肯定不是最好，刚开始恢复，会面
临一些困难，不过相信经过两到三
周的调整，他们就能达到一个比较

好的状态。
据了解，开赛在即，体能康复教练

哈维尔和津门虎队医疗组，近期会给所
有队员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体测和评
估，旨在根据结果，进一步了解每个人
的身体状况，为开赛后应对密集赛程，
制定合理康复训练方案，最大限度减少
伤病的出现。
津门虎队计划下周初与大连人队

进行一场热身赛。

本报讯（记者 申炜）在日照赛区
迟迟没有确定能否承办的情况下，新
赛季中超何时开幕也成了未知数，好
在最新消息显示，海口有望承办中超
赛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中超联赛
将在6月初正式打响。

截至目前，新赛季中超联赛依然
没有启动，最大问题就是赛区迟迟无
法确定。大连和梅州已经确定承办
中超赛事，但最后一个赛区依然“难
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协只能
启动新方案，海口有望成为第三个赛
区，解决这一困扰开赛的最大难题。

目前，中国足协和中足联筹备组已经
派人前往海口进行考察。海口的硬件
设施基本上可以满足承办中超赛事的
要求，但天气恐怕是困扰球队的最大
问题，不过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中超可
供选择的城市已经不多了。

如果中超赛区放在海口的话，那
么将会影响到女超联赛。按照计划，
女超联赛第二阶段于5月14日结束后
将进入休赛期，第三阶段原定于6月8
日在海口开启，一旦这里确定承接新
赛季中超联赛，女超新阶段赛事可能
会延期。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连日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以网
络直播推出多部好戏。据统计，本月
8日至10日播出3部剧目的观看人次
总量超过200万，接下来还有多部作
品与观众相约线上剧场。

本月8日，天津人艺在抖音平台
启动线上剧场，并排出了连续8天、题
材丰富、阵容强劲的剧目单。天津人
艺院长李阳介绍，希望能把天津人艺
71年的戏剧底蕴、演员积累等浓缩展
现给全国乃至海外观众。

首场播出的是阿尔贝·加缪的作
品《误会》。天津人艺跨越地域和时
代差异，诠释了这部阐述社会问题、
耐人寻味的作品。直播当晚，28.6万
人次观看了此剧。9日，天津人艺经
典保留剧目《钗头凤》与观众见面。
此次播出的是2017年版，这一版在保
留作品文学性、艺术性的同时，还融
入了现代戏剧观念和当代舞台表现
手段，观看人次达到了47万。

10日播出的《天下粮田》更是很
多观众所期盼的。该剧讲述了清乾
隆年间，主人公刘统勋以法护田、以
律治田，最终耕地红线得以保住，粮
食安全被确立为国家第一要务。吴
京安、张昕、张文明、王雅迪等实力
派演员精彩演绎，加之具有文学性
的台词以及具有冲击力的舞美、服
装等，使该剧吸引了125.2万人次在
线观看。整场直播中，留言区也很
热闹，有观众感叹演员的台词和表
演功力：“这才是真正有功底的演
员。”有观众随人物悲喜动容：“老先
生眼中含泪，看得我好难过。”有观

众向演出方致谢：“感谢天津人艺，
让话剧走进寻常百姓家。”还有观众
留言说：“等疫情结束之后，一定去
现场看演出。”……

李阳说：“虽然直播是用镜头语
言表现舞台艺术，但是通过直播，可
以让大家感受话剧舞台的魅力，看到
演员怎么表演、怎么说台词、怎么走
调度。通过观众留言就可以发现，很
多观众对话剧感兴趣。”

6月，天津人艺将在津演出新剧《背
叛》，与此同时，《武则天》《雷雨》等剧目
的巡演也即将开始。李阳表示，如果线
下演出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状态，那么线
上演出就是一种突破，我们希望找到这
个突破口，以改革促发展。我们将持续
在直播、短视频等方面耕耘，线上线下联
动推广戏剧艺术。

据悉，今起至15日，天津人艺还将直
播《一仆二主》《望天吼》《蛐蛐四爷》等剧目。

3场话剧直播观看人次超200万

天津人艺好戏“云”上演

天津人艺话剧《天下粮田》（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姚文生 摄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英超曼
城俱乐部官方宣布，现效力于德甲多
特蒙德的挪威前锋哈兰德将于本赛季
结束后加盟球队。尽管这笔交易的转
会费仅有6000万欧元，但哈兰德的税
后年薪高达3000万欧元，堪称一笔相
当昂贵的转会。

哈兰德如今还不满22岁，但已经
被外界视为新一代巨星的候选。2020
年1月，哈兰德加盟多特蒙德，截至目
前，他为球队出场88次，打入85球、助
攻23次。超高的进球效率，吸引了众多

欧洲俱乐部的目光。最终，曼城成为赢
家。不过曼城的付出其实很多，除了哈
兰德超高的薪水之外，曼城还额外支付
了哈兰德本人签字费以及经纪公司转会
佣金，高达4000万欧元左右。
尽管引进哈兰德的代价高昂，但曼

城仍然心满意足，因为他们得到一位典
型的中锋。毕竟曼城近几个赛季一直
与欧冠冠军无缘，与缺少一名超级中锋
有直接关系。当然，哈兰德选择曼城，
还有另外一个充满传承的故事——他
的父亲阿尔夫·哈兰德曾在曼城效力。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尤伯
杯羽毛球团体赛淘汰赛抽签对阵昨天揭
晓，中国队被分入下半区，1/4决赛对阵
印尼队，半决赛的对手将在东道主泰国
队和印度队之间产生。

作为尤伯杯的卫冕冠军，中国队
在B组小组赛中以5：0先后击败澳大
利亚队、西班牙队和中国台北队，3连
胜排名小组第一，中国台北队2胜1负
位列第二。A组日本队和印尼队，C
组泰国队和丹麦队、D组韩国队和印
度队，分列各自小组前两名进入8强。

淘汰赛抽签，2号种子中国队进入
下半区，1/4决赛对阵印尼队。中国队
整体实力占优，取胜应无问题。半决
赛，中国队将迎战泰国队和印度队的胜
者。拉扎诺领衔的泰国队坐拥主场之
利，印度队的最强点是一单辛杜，无论
对阵谁，对于陈雨菲来说都要经受考
验。中国队其余四场占据上风，如正常
发挥将进入决赛。

头号种子日本队在上半区，1/4决
赛对阵中国台北队，双方在单打上将
有一番缠斗，日本队双打占据上风，将
成为左右比赛走势的关键。对阵丹麦
队，韩国队整体实力更强，若过关将迎
战日本队与中国台北队之间的胜者。

尤伯杯淘汰赛抽签结果出炉

中国队1/4决赛迎战印尼队

强力中锋哈兰德加盟曼城

海口有望承办中超赛事

“北国江南”景色新
本报讯（记者 张帆）在“你好，天

津”网络短视频大赛的参赛作品中，《一
片高楼平地起》以百姓的视角，串联起
宝坻区近年来棚户区改造、地标建筑展
新貌以及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的旖旎
景致，展现“北国江南”的迷人魅力。
作者陈宝旺告诉记者，原来在棚

户区，垃圾纸屑随意丢弃的现象比较
多。棚户区改造还迁以后，新的环境
让人们改变了乱丢垃圾的坏习惯，大
伙儿自觉维护环境卫生。“我们在拍摄
还迁房的时候发现，
居民从棚户区住进宽
敞明亮的高楼里，随
着生活水平提高，整
体素质也提升了。”

你好，天津——说变化晒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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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黄金频道

■《勇敢的心 2》第
40、41集 东村想在精神
上彻底击溃佟家儒，打起
了栀子与公瑾的主意，他
安排手下用奸计骗出栀
子，并当着佟家儒的面侮
辱了栀子，栀子跳楼自
杀。佟家儒带着栀子的尸
首回家，他表现得异常冷
静，默默地买了棺材，设了
灵堂，一个人为栀子守灵
烧纸。东村假意拜访，实
为激怒佟家儒，想让佟家
儒报复，然后名正言顺地
杀掉这个对手。可佟家儒
没有中计，他只是淡淡地
让东村滚开，心里却已经
下定决心让所有凶手为栀
子偿命……

天津卫视19:30

■《樱桃红之袖珍妈
妈》第8、9集 笑笑认为杜
娟是因为把好吃的都留给
自己，才导致长不高，开始
偷偷不吃饭，想把好吃的
留给妈妈，在绕着村里的
神树许愿时饿晕过去，被
送进医院。杜娟担心笑笑
这样不吃东西会饿坏身
体，决定要把笑笑送到好
人家……

天视2套18:15

■《儿女的战争》第
20、21集刘帆的入住让王
文凯又气又恼，但是为了
女儿的病，不敢和刘芸争
执，只得同意刘帆暂时住在
自己家里，但是王文凯很明
显地把自己的不满挂在脸
上，这让刘帆很尴尬。为了
巩固哥嫂的感情，王文雪做
哥哥的思想工作，说了刘芸
的很多优点，并且也给自己
的母亲做思想工作，要求母
亲为刘帆带孩子，但是刘
芸的婆婆认为这简直过于
荒唐…… 天视4套21:00

■《鱼龙百戏》“鱼龙
百戏杯”2022虎年曲艺人
才电视擂台8进3的晋级
擂台争夺战于今晚与您见
面。参加本期晋级擂台
的8位擂主都是从虎年电
视擂台前8场基础擂台中
经过层层比拼胜出的8位
佼佼者，他们通过本场擂
台赛继续角逐腾龙擂主
和锦鲤擂主的殊荣。本
场坐镇的监考官是中国曲
协副主席、京韵大鼓名家
种玉杰，天津曲协副主席、
天津市曲艺团副团长、京
韵大鼓名家冯欣蕊，以及
深受大家喜爱的相声名家
刘俊杰。 天视2套19:45

■《今日开庭》今天
案件的原告是一位企业高
管，她在公司遇到了怎样
不公平的待遇呢？

天视6套18:00

天津卫视（101）

19:30 快乐生活剧
场：勇敢的心2（40、41）

天视2套（103）

18：15 剧场:樱桃红
之袖珍妈妈（8、9）19：45
鱼龙百戏

天视3套（104）

17:30 剧场：风和日
丽(29-30)19:00剧场：武
工队传奇(31-34)22:00剧
场:重案六组四(12-13)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儿女的
战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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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少儿（108)

19:56多派玩儿动画
《萌鸡小队》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