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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联通“滨城”与世界

本报讯（记者 张帆）夕阳西下，金色的余
晖映照在天津茱莉亚学院，金光闪闪。在“你
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参赛作品中，《晚霞
中的“茱莉亚”》用航拍技术展现了坐落在滨
海新区天津茱莉亚学院的壮观美景。
短视频创作者杨同江是一名建筑师，在

工作之余，他经常用手中的航拍器拍摄美
景。“拍摄茱莉亚学院，是我由来已久的想
法。”杨同江说，“茱莉
亚学院建筑整体恢弘
大气，成为了滨海新
区的地标建筑，让‘滨
城’的文化气息更浓
厚了，学院也成为‘滨
城’联通世界的一个
重要窗口。”

海河传媒中心打造首档融媒体创新综艺

《青春有腔调》用歌声致敬青春

馆藏明清景德镇窑瓷器今展出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今天，由天津美术
馆主办，天津博物馆、天津美术学院、天津市文
物交流中心协办的“湖上风来开素卷——《湖
社月刊》中传统派画家的艺术生活”在天津美
术馆开展。
1919年成立的湖社画会是一个具有代表性

的传统派画家社团，其在鼎盛时期推出的《湖社月
刊》，是一部涉及艺术作品、绘画理论、时评新闻等
的艺术丛刊，具有很高的艺术与历史价值。
此次展览是2021年全国美术馆青年策展

人扶持计划入选项目，也是天津美术馆延续区
域美术历史研究的一次新尝试。展览展出传统
派画家的艺术作品80余件及《湖社月刊》原版
刊物30余册，刘子久《枫叶小犬图轴》、陈少梅
《柳溪泛艇图轴》、吴昌硕《珠光一握图轴》、张大
千《西园雅集图轴》、齐白石《红梅栖禽图轴》等
作品都将与观众见面。

本报讯（记者 刘茵）今日，由天津博物馆
策划的“瓷都芳华——馆藏明清景德镇窑瓷
器展”在该馆五楼瓷器厅开展。
天博馆藏瓷以明清时期景德镇窑瓷见长，

藏品丰富，精美成序。此次展览甄选馆藏部分
精品，让大众欣赏精美古代陶瓷艺术品的同
时，了解明清景德镇窑的发展脉络、装饰工艺
及时代特征，展示景德镇窑瓷器的辉煌成就。

本报讯（记者 张帆）昨天，由天津海河传媒
中心融媒体矩阵资源重磅打造的“唱聊”类音乐
慢综艺节目《青春有腔调》开播发布会在津举
行。节目以“聆听我们的歌，致敬我们的青春”
为口号，通过音乐寻觅青春的歌与记忆。
作为由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打造的首档融媒

体创新综艺，《青春有腔调》首创电视、广播、津
云、纸媒互宣互推、无缝衔接的播出方式。电视
和电台联动播出，报纸、津云同步输出，充分发
挥海河传媒中心全媒体平台优势，让节目形成
超强的视听影响力。节目以经典音乐“唱聊”为
主体模式，用心唱歌，传递歌声背后的真情实
感。该节目集结了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优秀主持
人及明星嘉宾，共同推荐关于青春的歌曲，讲述
歌曲背后的故事，从“小我”的故事中引出“大

我”的文化共鸣。节目将广播模式与电视模式
相结合，把录音棚、聊天室有机黏合，让歌声成
为疗愈心灵的一剂良药。
节目制片人、总导演王一涵告诉记者，今年

恰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青春有
腔调》也是电视文艺工作者对共青团百年的献
礼。《青春有腔调》以“唱聊”为主体，简约却不简
单。王一涵说：“越是简约的形式，越要注重画面
的审美。在这方面我们做足了功课，每期节目的
脚本都有上万字，挖掘嘉宾人物背后的音乐故事，
找到音乐和故事之间的契合点。节目从前期策
划到录制、后期包装，我们年轻的创作团队全力以
赴，体现了一种青春的力量。”王一涵还透露，节目
充分利用海河传媒中心主持人资源，把优秀的主
持人进行包装打造，“既提升了主持人的知名度，

也提升了节目的社会影响力及流量。”
节目特邀主持人刘畅说，唱歌和说话是两

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主持人“说得好”未必
“唱得好”。《青春有腔调》并不是一档比唱歌的
音乐类综艺，而是一档抒发情感的节目。“这是
大家围炉唱聊表达自己青春观点的地方，在歌
唱中，我更关注那些能够打动我们的青春故
事。音乐只是介质，我们借助音乐了解大家在
成长过程中、在自己的青春时光里，不为人知的
故事。这些故事可能很平凡、很普通，但希望它
能在茶余饭后给观众带来温存和陪伴。这也是
《青春有腔调》作为一档唱聊类节目的价值所
在。”在刘畅看来，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中
想要找到一个可以陪伴自己的空间或者节目很
难，“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青春有腔调》能

够带给观众温暖治愈的作用。”
据悉，《青春有腔调》节目将从本月20日起

在天视文艺频道每周五19时45分播出，与观众
共同“唱聊”有关青春的故事和想听的经典歌
曲。在首期节目中，“不老男神”罗中旭加盟使
节目话题不断。一曲《星光灿烂》，让大家梦回
那个群星闪耀的年代，纷纷感叹“我的青春又回
来了”。此外，节目组还特邀著名音乐人王宝担
任音乐总监，精心挑选适合当期话题的歌曲进
行编曲制作，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与此同时，每周五电视版《青春有腔调》播

出后，广播调频FM88.5兆赫天津经典音乐广播
动听885将在21时播出广播版《青春有腔调》，继
续无缝衔接当期话题，广播听众可与电台DJ连
线，畅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故事。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

观众们在参观展览时，一定会注意到展
牌上标明的“策展人”。策展人之于展览，相
当于导演之于电影，甚至还要身兼制作人、编
剧、演员等多重身份。一个展览是如何出炉
的？日前，记者采访了天津美术馆展览部副
主任孙禹，请他讲述策展那些事儿。
孙禹说：“就美术馆而言，我觉得策展人很

像侦探，要从一些相互独立的美术作品中寻找
出关键线索，再去深化和挖掘，最后用一定的
主题把它们串联起来，还原成一个故事。”
令孙禹印象深刻的一次策展是“他们与新

中国同龄——京津冀油画肖像邀请展”。他
说：“那一年是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当时，天津美术馆决定举办一项特展，初
步确定了‘与新中国同龄’的概念。我们通过
居委会等基层单位，遴选出来自各行各业、具
有一定代表性的新中国同龄人，同时邀请京津
冀三地笔力雄厚、富有创作激情且风格多样的

画家，与他们‘结对子’，在感知他们的故事之后再
创作。展览获得了巨大成功，也成为2019年全国
美术馆青年策展人扶持计划入选项目。”
在孙禹看来，展览成功的关键在于用社会

学视角拓展了美术展览的边界。肖像邀请展不
但展出了法官、医生、教师、工人等不同职业人群
的画像，还为每个人制作了详细的文档、手稿、图
标、年表、采访视频等资料，全视角地呈现了他们
的人生经历。从他们身上，观众看到了国家的
发展、个人的成长以及时代的演进，很多老观众
还从中看到了自己的过去。孙禹说：“展览如果
仅仅陈列他们的画像，我们的工作会容易得多，
但绝不会打动人。让艺术作品去激发观众内心
的感动，看到他们自己，这就是策展人的作用。”
孙禹认为，策展人有时又像厨师，一样的食

材可以烹饪出不同的佳肴。对于同样的展品，可
以策划和表达不同的主题。2020年，他参与了
“国家荣誉──中国女排精神展”的策展工作。他
说：“这个展览与我平时策展的美术展不同，从形
式到内容都极具挑战性。在紧张的策展中，我一

边被中国女排、天津
女排的奋斗史所感
动，一边整理展品、厘
清思路。我以永不言
败的女排精神鼓舞自
己，和同事们常常加
班到凌晨两三点。大
家都觉得，展览不仅
要讲述女排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传扬女排
的精神。那一年我们
正迎战新冠疫情，很多观众说展览带给他们力量
与慰藉，传递了积极的生活状态。”
在策展期间，策展人其实也是一名观众，

对于艺术家的个人作品展览，策展就是抽丝剥
茧般走近他们的过程，时常有奇妙和惊喜之
感。2021年，孙禹策展推出了“赤诚丹青 因
之寥廓——陈因百年回顾展”。之前，他对天
津美术学院原院长陈因同志的认识仅限于一名
文化干部。从看资料到对亲属、同事的采访，特

别是首次看到陈因早期宣传革命的版画作品
时，孙禹的内心受到了激荡，一个坚守红色初心
质朴艺术家的形象浮现在眼前。因作品而激
动、被作者所震撼，策展人将这种感情融入到策
展中，为观众呈现一种别样的感动和领悟。
孙禹说：“美术馆是一个看上去高大上的地

方，但它是为老百姓建的，引领大众走进浩瀚的
艺术世界，讲好艺术故事，让艺术改变生活，我想
这就是我们当代策展人的使命。”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今天是国际博物馆
日，由天津博物馆和天津公交联合推出的“行走
的博物馆”主题公益宣传车今天正式上路运行。
记者昨天在835路公交车终点站天津科技

大学站内看到，自编号12-0024的835路公交
车穿上了青花瓷色系的“外衣”，车厢内的“博物

馆”里，雍正款粉彩八桃过枝纹盘图案覆盖在车
厢顶部，两侧车窗上“画着”乾隆款珐琅彩芍药
雉鸡图玉壶春瓶、雍正“二年试乙号样”款粉彩
荷花纹盘、青花缠枝牡丹纹狮耳罐等藏品图，每
个座椅背面也都“嵌”着精品瓷器图片，乘客不
仅可以通过图文了解展品，还能通过扫描图片

上的二维码收听有关展品的介绍。此外，两侧
车窗上还用单透贴展示瓷器展品图，既不影响
乘客看窗外的风景，还能让车外的人欣赏到车
窗上的展品图。
“这次选取的都是途经市区主干道路及繁

华商业区、同时又能到天津博物馆的公交线路，
其中835路是连接‘滨城’和‘津城’的主要通勤线
路。”市公交集团服务部部长董喆介绍，“行走的
博物馆”首批在途经天津博物馆的835、655、675、
803路4条线路的5辆公交车上“开展”。

本报讯（记者 姜凝）今日，“思源聚珍——
南开大学博物馆馆藏精品文物展”上线，首批
21件文物亮相。
青花花卉纹双螭耳狮钮盖炉、商周时期的

涡纹青铜鼎、景德镇窑青白釉堆塑瓶……21件
精品文物，从新石器时代至明清，跨越了8000
年历史，涵盖陶器、青铜器、瓷器等多种品类。
展览借助三维扫描技术还原文物的立体形态，
通过场景复原打造沉浸式体验，让观众在有趣
的探索中深度学习文物文化内涵。
在展出的文物中，有4件精品可通过“观

物”“研迹”“摹纹”“知意”4个维度由表及里深
入探秘，让观众了解这些文物的历史演变进程，
感悟其所蕴含的文化理念。

讲述人：天津美术馆展览部副主任孙禹

策展人，是侦探也是厨师

“行走的博物馆”今开跑

你好，天津——说变化晒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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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上风来开素卷”今开展

南大博物馆数字典藏今上线

全新面貌投入新赛季

津门虎32名参赛球员大名单公布

足协力保中超顺利进行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中国排
协确认此前多次被推迟举行的2021至
2022赛季中国男排超级联赛并未取消，
仍将举行。由于中国男排今年国际大
赛任务繁重，从6月到9月将参加世界
男排联赛和世界男排锦标赛，2021至
2022赛季中国男排超级联赛有望在今
年下半年举行。
中国男排目前正在广东江门进行

封闭式训练，备战6月初开始的2022年
世界男排联赛。本月12日，中国男排
公布了参加世界男排联赛的球员大名
单。此后中国男排将于今年8月26日
至9月11日前往波兰参加世界男排锦
标赛。
此前，受到新冠疫情影响，2021

至 2022 赛季中国男排超级联赛已推
迟到 2022 年。不过中国排协确认，
2021至2022赛季中国男排超级联赛不
会取消，将根据疫情变化再确定何时
何地举行。从中国男排的训练和比赛
安排看，2021至 2022赛季男排超级联
赛有望在下半年举行。而2022至2023
赛季中国男排超级联赛，可能在相隔
一段时间后举行。据悉，中国排协仍
将以封闭式赛会制形式，组织2021至
2022赛季中国男排超级联赛。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天上午，
中国篮协公布了男篮和女篮各16人
集训名单，张镇麟、余嘉豪、韩旭和李
月汝分别因为赴美训练冲击NBA和
WNBA等原因未能入选，易建联和周
鹏等老将均无缘名单。
为备战2023年男篮世界杯亚洲

区预选赛第三个窗口期等赛事，中国
男篮计划于5月22日在广州长隆体

育中心进行集训选拔，杜锋担任主教
练。集训名单包括：付豪、赵继伟、郭艾
伦、朱俊龙、孙铭徽、王哲林、任骏威、吴
前、赵睿、徐杰、胡明轩、沈梓捷、顾全、
范子铭、阿不都沙拉木、周琦。
为备战2022年女篮世界杯，中国女

篮将于5月21日在广东清远体育基地集
训选拔，郑薇担任主教练。集训名单为：
黄思静、李一凡、潘臻琦、杨力维、张茹、李

梦、金维娜、李缘、王思雨、杨衡瑜、刘帅、
武桐桐、王佳琦、杨舒予、迪拉娜·迪离夏
提、唐子婷。
中国篮协表示，此次集训名单由往年

的接近30人大名单缩减至16人，是为了
精准、高效地备战今年的重要赛事。对于
张镇麟、余嘉豪、韩旭和李月汝未能入选
本次集训名单，中国篮协有关人士表示：
“目前一些运动员正在或即将前往海外联
赛参赛，学习先进的理念与技术，展示和
提升自己。我们支持和祝福他们。他们
将来也会陆续归队，期待队员们以更好的
状态回到国家队为国效力。”

本报讯（记者 苏

娅辉）世界田联竞走巡
回赛（金标赛）昨天在
马德里举行，在女子10
公里竞走中，31岁的中
国名将切阳什姐以43
分07秒夺冠，这是她
本赛季收获的第2场
胜利。
新赛季以来，切

阳什姐一直在意大利
的训练基地训练，备
战美国尤金田径世锦
赛。此次在马德里，
切阳什姐全程领先，
最终以43分 07秒夺
冠，这一成绩领先第2名20秒之多。这也是继上个月在
斯洛伐克站女子35公里竞走后，切阳什姐再次收获大赛
冠军。赛后，中国国家田径队发贺电向切阳什姐祝贺。
接下来，切阳什姐将出战尤金田径世锦赛，目标是冲击本
赛季第三冠。另外两位参赛的中国选手，季海英以44分
27秒排名第4，李毛措以45分03秒排名第7。

本报讯（记者 申炜）尽管新赛季中超联赛的赛程还
没有公布，但因开赛时间较晚，能否顺利完赛也成为外界
关注的焦点。中国足协和中足联筹备组目前已经将中超
列为了重要工作内容，甚至本年度的足协杯赛事也将在
中超结束后才能开赛。
由于中超联赛开赛时间较晚，实际上留给中国足协

安排赛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5月30日
至6月14日和9月18日至27日的两段国际比赛日周期
里，中国足协也安排了中超赛程。也就是说，本年度中国
男足已经不会再组织集训和进行热身赛了。
随着杭州亚运会延期举行，足协杯的竞赛计划也

将作出更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本赛季足协杯正赛
的全部比赛都安排在中超和中甲落幕后才能进行。从
这些调整来看，中国足协一直都在为中超打满34轮比
赛做准备。

昨天，天津津门虎俱乐部通过官方自媒
体，正式对外发布了2022赛季中超联赛开
始阶段，球队的 32 名报名参赛球员大名
单。从2月17日队伍集中正式开启备战算
起到昨天，津门虎队的整体准备工作已经迈
入了第4个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备战期
之后，定于6月初开战的联赛进入了倒计时

阶段。
按照天津津门虎俱乐部的计划，本周末

有两件事等待落实：一是原定20日与中甲
海牛队进行的热身赛，是否能够顺利实现，
还要看防疫的相关要求而定；二是按照大连
方面给出的时间表，本月8日抵达大连后，
一直在隔离观察的上海海港队，19日开始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恢复外场训练。已经加
盟津门虎队的张卫和张一两名球员，现在还
在海港队中，他们下一步是来天津向球队报
到，还是直接前往梅州赛区与球队会合，需要
进一步确认。
整个备战期中，津门虎队从教练、队员，

到俱乐部工作人员，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突
发变化，大到联赛开赛时间几番延迟，小到内
外援到队时间更改，以及热身赛取消等问题，
凡此种种，很容易给队员们的心态造成一定
的波动。在这种情况下，津门虎俱乐部和教
练组，一方面在球队的训练、生活方面尽全力
做好保障，另一方面，也不断提醒队员们，越
是在中国足球的困难时期，越要从自身做起，
严谨务实专注足球本身。
让每个人从细节入手重新认识自己，津

门虎俱乐部甚至没有沿用之前球员们的个人
信息，在发布新赛季报名表之前，重新给每个
人测量了身高、体重，务求精准。另外在新赛
季签订工作合同的过程中，一些老球员也根
据球队的实际情况，积极在新的薪酬体系中
参与降薪，并在日常训练中，对年轻球员做好
传帮带。以最好的精神面貌和竞技状态，投
入到新赛季的竞争，是津门虎全队所有人的
共同心愿。 本报记者 顾颖

中国竞走名将马德里夺冠

中国男女篮集训名单出炉

全国男排联赛仍将举行

荧屏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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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出没之探险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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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四牌楼东》第
7、8集 汪四海来到得月
楼，以娄晓月为要挟，逼
娄三喜交出得月楼房
契。娄家班众师兄弟齐
上阵，把汪四海绑了，给
他勒头、勾花脸，逼他说
出娄晓月的下落。娄三
喜带着戏班众武行赶到
黄泥岗，救出哈岚和娄晓
月。汪四海晕晕乎乎地
回到警察局，却被告知新
的队长已经上任，他被开
除了……

天津卫视19:30

■《樱桃红之袖珍妈
妈》第20、21集 学校要
开家长会，这让笑笑犯了
难。为了不在同学面前
出丑，笑笑请秀荷代替，
被拒绝。秀荷看不惯笑
笑对杜娟的忽视，故意告
诉杜娟，笑笑请她去学
校开家长会，从来不受
笑笑待见的杜娟既意外
又激动……

天视2套18:15

■《儿女的战争》第
31、32集 刘芸找到张长
兰，认为自己的父母都已
经过世，希望张长兰为自
己主持婚礼，张长兰爽快
答应。在顾建成和张长兰
商量刘家子女婚礼的时
候，顾可凡提出顾刚和王
文雪结婚，并且说了王文
雪的种种优点。顾刚终于
当着顾家人的面向王文雪
求婚……

天视4套21:00

■《模唱大师秀》津
门票房争霸赛京剧专场
决赛鸣锣开战。本期登
场的票房是腾华京剧社
和聚贤京剧团，总决赛第
二个名额也将诞生。究
竟会花落谁家，让人拭目
以待。本期观察团成员
由京剧名家王平、李莉、
何佩森和海河传媒中心的
裴冬、小雪组成。

天视2套19:45

■《今日开庭》一段
婚外情中的第三者将原
配告上了法庭，双方大打
出手，起因却是一句未能
兑现的承诺。婚内出轨、
人身伤害 ，法官将如何
裁定。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