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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我市推出两台专场演出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记者获悉，为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发表80周年，本月22日、23日，
我市将推出两台专场演出，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之声唱出津门文艺工作者为
人民而作、为人民而歌的精神风貌。

市曲艺团策划推出“红色主题鼓
曲专场演出”，将于5月22日14:00在中
华曲苑上演。国家一级演员李玉萍、
王鸿亮，优秀鼓曲演员刘迎、王建梅、
郑菲、王丹丹、韩奇雅以及诸多乐队成

员，共同演绎红色经典与新创佳作，将
分别带来京韵大鼓《韩英见娘》《鉴湖
女侠》、西河大鼓《井冈山会师》、铁片
大鼓《风雨行》、京东大鼓《白雪红心》、
天津时调《南湖红船》、河南坠子《太行
乳娘》等观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市曲艺团副团长冯欣蕊表示，通过这
台演出，讲述革命故事，弘扬时代精
神，展现出津门曲艺人坚定人民立场，
为人民而作、为人民而歌的精神风貌。

天津河北梆子剧院将于5月23日

在中国大戏院带来一场“河北梆子红色
经典演唱会”。“梅花奖”得主赵靖，国家
一级演员刘志新、李斌、冯卫、刘红雁、徐
谨、张晓明等名家新秀将联袂献艺。天
津河北梆子剧院负责人介绍，此次专场
演出的唱段安排，既有《洪湖赤卫队》《江
姐》《龙江颂》《红灯记》等红色经典剧目
选段，也有《大登殿》《陈三两爬堂》《周仁
献嫂》《喜荣归》等传统剧目选段，以洪亮
梆腔唱响革命精神，展示优秀传统艺术
的传承有序。

天交获“预灾文化宣传基地”称号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王宏伟是著名歌唱家，如今，
军旅歌手出身的他与天津音乐事
业结下了缘分。2021年，王宏伟担
任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在这一岗
位上，他荣获了“全国中青年德艺
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参加了天
津市 2022 年军民迎新春晚会，还
助力天津抗疫，演唱了原创歌曲
《承诺》。日前，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了王宏伟，请他与天津观众分享自
己的艺术感悟，畅谈在天津的新目
标、新愿望。

记者：您是军旅歌手出身，长期

在部队的工作生活给您带来了哪些

影响？

王宏伟：我是从一个普通士兵
做起的，1997年进入新疆军区文工
团。当年，我们都是坐着敞篷卡车
出去演出，沿着边防线一走就是半
年。有的哨所在山上，汽车不能到
达，我们就徒步上山给战士们唱
歌，每次任务结束都是灰头土脸，
但我感觉自己有了脱胎换骨的变
化，真正懂得了一名文艺战士应该
做些什么。只有在自己的岗位上
把工作干到家、得到大家的认可，
才能出成果。

记者：2000年的青歌赛上，您

通过一首《西部放歌》走进全国观众

视野，您认为这首歌曲为何能成功？

它为民族歌曲的创作又会提供哪些

经验？

王宏伟：《西部放歌》一唱出来就
抓住了百姓的心，我认为有几个原
因。第一是贴近时代，《西部放歌》是
第一支歌唱西部大开发的歌曲；第二
是贴近生活，这首歌曲是根据我的声
音和技术特点创作的，歌词和我的生
活经历息息相关；第三是词曲接地气，
歌曲中不仅有最高音“high降E”这种
对男高音极限的挑战，更重要的是有
“哗啦啦的黄河水”等朗朗上口的段
落，创作者用艺术把生活中朴素的语
言提炼了出来。

记者：担任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

后，您还一直坚持在舞台上演唱，您认

为舞台对于艺术院校的管理者和教师

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宏伟：我是艺术工作者，舞台就
是我的阵地。在艺术院校里，校领导
的艺术成果非常重要，对学生具有启

发、示范和引领作用。如果我只去做
行政工作，把自己的阵地丢掉，就可能
失去这种作用。不管工作有多忙，都
不能荒废专业，我每天下班都要在琴
房里练声。

记者：作为艺术院校的管理者，您

对当代学子有哪些要求和期待？

王宏伟：我认为年轻人首先要讲
艺德，要正确认识名与利。能考入艺
术院校的学生天赋都很好，但天赋好
不代表艺术之路能走得长久，必须要
先修“德”。现在的文艺界有很多人
没有正确认识名与利，频频出问题，
就是这个原因。其次，我希望学生能
吃苦。以前我从北京回新疆，要坐三
天三夜的火车，再坐两天的汽车，现
在科技与通信都发达了，但人们吃苦
的能力退化了、惰性增强了，年轻人
要培养能吃苦的能力。再次，学生不
能浮躁，要能抵挡住诱惑。社会虽然
是多元的，但是学生学习必须一心一
意、不受干扰。最后，我希望学生多
读书，不断提升自己。

坚守舞台阵地 助力艺术传承
——访著名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王宏伟

本报讯（记者 张帆）人人都说家
乡好，家乡好在哪儿？家住津南区小
站镇的王静怡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
“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的投稿
作品中，她用短视频《活力津南 魅力
今晚》把家乡的美好用百姓幸福脸庞
来展现。

饱满的精神面貌，绽放的笑容，让
王静怡觉得这些细节就是对“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的生动诠释。“我想展现
津南人的活力和幸福感，在创作短视
频的时候，就想到了用广场舞来体
现。看到居民们自发组成锻炼身体的
队伍，每天晚上在广场上跳得非常起
劲，精神非常饱满，我被这一场景打动
了。”从记录自己的
生活到记录居民们
的整体生活场景，
短视频传递出浓浓
的幸福情感和美好
舒适的生活状态。

本报讯（记者 刘茵）日前，国家文
物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
开展了“见证新时代——晒晒我们的新
物件”主题活动，平津馆申报的“国庆天
津彩车”、《平津战役英烈传》入选。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在国庆阅兵群众游行队伍

里，天津彩车上的天津港、天河计算机
等元素格外引人注目。平津馆长期致
力于挖掘整理平津战役中战斗英雄和
革命烈士的事迹，专门遴选出具有代
表性的 26 位战斗英雄、169 位革命烈
士的事迹结集出版了《平津战役英烈
传》一书。

平津馆新物件见证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日前，全国
预防灾害行业管理联盟（以下简称“预
灾联盟”）走进天津交响乐团举办交流
活动，授予该团“预灾文化宣传基地”
称号。
作为我国预防灾害文化建设的主

体，成立于2015年的预灾联盟着力推
广预防灾害理念，普及预防灾害知识，
倡导预防灾害文化建设，促进多元化

主体参与灾害预防事业。此次交流活动
中，预灾联盟专家向天交演职人员普及
了包括剧场在内的日常生活工作场所的
预灾知识并捐赠了部分预灾用品。天交
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乐团在坚持艺
术生产的同时，努力以各种方式承担文
艺院团的社会责任，乐团将通过创作、演
出等方式积极宣传防灾知识，为守护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北京时间昨
天上午进行的一场WNBA常规赛中，纽
约自由人以50：83负于芝加哥天空队。
中国女篮球员韩旭迎来个人赛季首秀，
在第三节登场全场共出战9分钟，4投3
中罚球3罚全中，拿到全队最高的10分。

在2019年WNBA选秀大会上，韩旭
被纽约自由人以第14顺位选中，她代表
纽约自由人出战了一个赛季，场均出战
7.9分钟，能得到3分0.8个篮板。随后两
个赛季，由于疫情的影响，韩旭未前往美
国参加WNBA比赛。此番重返WNBA，
在赛季首秀中，韩旭并没有获得太多表
现机会，但在为数不多的出场时间里，她
展现了高效的得分能力。韩旭替补出战
9分钟，4投3中其中包括一个三分球，罚
球3中3，砍下全队最高的10分。韩旭本
场比赛的正负值为-4，是全队所有球员
中正负值唯一在-10以内的。
赛后，韩旭表示：“我随时都准备好

上场，今天替补登场时没有任何压力。”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中国女
排正式公布了参加2022年世界女排
联赛的24人参赛名单，这将是新组建
的中国女排首次出征国际赛事，朱婷、
张常宁因伤缺席，李盈莹、王媛媛、袁
心玥、王艺竹4名天津女排队员成功
入选，世界级副攻袁心玥出任新一届
女排国家队队长。
今年中国女排有多项国际赛事参

赛任务，世界女排联赛也是首个国际
赛事。根据世界女排联赛规定，大名
单中24名队员均有参赛资格，各队将
在每一站比赛开始前确定该站比赛
14人参赛名单。中国女排24人参赛
名单为：主攻李盈莹、王艺竹、金烨、王

云蕗、吴梦洁、王逸凡、仲慧；副攻袁心
玥、王媛媛、杨涵玉、高意、郑益昕、王
文涵；接应龚翔宇、缪伊雯、陈佩妍、杜
清清；二传刁琳宇、丁霞、蔡雅倩；自由
人倪非凡、王唯漪、王梦洁、许嘉楠。
上月中旬，中国女排公布了主教

练蔡斌上任后的首期集训名单。与当
时的20人相比，此番中国女排的24人
参赛名单增加了自由人王梦洁、副攻
王文涵、接应杜清清、主攻仲慧4名队
员。在女排赛场，一传就是生命线，中
国女排要想在国际赛场对阵欧美强
队，打出快速多变的战术来，一传保障
是关键，所以主帅蔡斌也是未雨绸缪，
征招大赛经验丰富的王梦洁，虽然此

前她的状态并不稳定，但以老带新的阵
容组合，有利于年轻队员快速成长。今
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是一次难得的练兵机会，通过与世界一
流强队交手锻炼队伍、磨合阵容。

根据赛程，本届世界女排联赛的分
站赛将从5月31日开始。中国队5月31
日至6月5日将在土耳其安卡拉参赛，6
月14日至6月19日转场菲律宾奎松，6
月28日至7月3日则将前往保加利亚索
菲亚比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将在7月13
日至7月17日于安卡拉举行。此外，中
国男排公布了征战2022年世界男排联
赛的25人参赛名单，天津男排队员袁党
毅成功入选担当主攻。

袁心玥出任女排队长 袁党毅担当男排主攻

津门五将出征世界男女排联赛

WNBA赛季首秀

韩旭表现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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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写在脸上

你好，天津——说变化晒幸福

感谢过往拼搏奉献 祝福未来诸事顺利

津门虎正式公告多名球员离队
本报讯（记者 顾

颖 摄影 崔跃勇）继前
天官方发布新赛季开始
前的最后一波新引进人
员公告后，昨天傍晚，天
津津门虎俱乐部发布了
一份离队公告，正式与
上赛季在球队效力、本
赛季没有延续合同的球

员告别，并表达了诚挚的感谢与
祝福。
津门虎俱乐部的这份离队公

告，一一列举了总共17名球员的名
字。其中维基诺维奇、伊洛基、滕尚
坤、朴韬宇、李想、杨万顺、兰菁轩、
胡皓然、李浩然、周其明这 10名球
员，是原属于俱乐部的球员；卡达尔、
马格诺、李松益、金洋洋、樊旭洋、陈
科睿、丛震这7名球员，是上赛季俱
乐部租借球员。在公告中，津门虎
俱乐部表示：“2021 赛季，以上球员

刻苦训练、奋勇拼搏，表现出良好的职
业态度和敬业精神，为球队贡献了自
己的力量。津门虎足球俱乐部感谢每
一位球员的付出和努力，祝福你们在
未来的工作与生活中鹏程万里、一帆
风顺！”
这份公告发布之后，令很多球迷又

回忆起津门虎队上赛季的不畏困难、拼
搏奋进，另外此番“好好告别”的做法，也
让人感觉到了津门虎俱乐部满满的人情
味道。不过在大家对新赛季满怀期待的
时候，也必须承认，赛季更迭，一支球队
离队和引进球员，都达到了十几人之多，
本身也是一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象。
这一方面证明，队伍在不断自我完善和
提高，另一方面，也存在年轻球员需要进
一步培养，队伍整体磨合存在欠缺、默契
度还不高的问题。对此，津门虎队主教
练于根伟多次表示，希望队伍内部树立
信心、保持耐心，也希望外界多给队伍一
些时间。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汤
姆斯杯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团体锦标赛
昨天展开1/4决赛争夺，卫冕冠军中国
女队3：0完胜印尼队，率先挺进尤杯4
强，将在半决赛中迎战东道主泰国
队。中国男队0：3负于印尼队，无缘
汤杯4强，未能实现赛前制定的挺进4
强的目标。

小组赛时，陈雨菲就曾经表示，
虽然目前状态尚未达到最佳，但已经
一场好于一场。进入淘汰赛阶段，她
再度扛起第一单打的重任，21：12、
21：11轻取戴维，不负众望为中国队
打响头炮。陈雨菲表示，进入淘汰赛
没有弱旅，决不能掉以轻心，每一场
都要全力以赴去拼。参加团体赛要有
很强的抗压能力，她一直在积极调动自
己。第二场，陈清晨/贾一凡 21：19、
21：16 战胜库苏马/普拉蒂维。第三
场，何冰娇19：21、21：18、21：7逆转普

拉西斯塔，帮助中国队 3：0 锁定胜
局。半决赛中，中国女队将迎战泰国
队，后者在 1/4 决赛中 3：0战胜印度
队。日本队3：0战胜中国台北队，将
在半决赛对阵韩国队，后者3：0完胜
丹麦队挺进4强。
汤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在事关小组

头名之争的焦点战中，中国男队与奥运
冠军安赛龙领衔的丹麦队战至决胜场
的决胜局，最终2：3惜败，排名小组第
二。通过淘汰赛抽签，中国男队1/4决
赛迎战卫冕冠军印尼队。昨晚的中印
大战，中国队变阵，由赵俊鹏和任翔宇/
谭强替换上一场输球的第一单打陆光
祖和第二双打何济霆/周昊东。赵俊鹏
三盘激战12：21、27：25、17：21惜败于
金廷，刘雨辰/欧烜屹17：21、16：21负
于阿山/苏卡穆约，李诗沣13：21、18：21
不敌乔纳坦，中国队0：3负于印尼队，
无缘汤杯4强。

中国女队挺进尤杯4强

中国男队止步汤杯8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