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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市河北梆子剧院市曲艺团举行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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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天津河北梆子剧院、市曲艺团共同
举行了线上座谈会。
座谈会上，两院团负责人表示，毛泽东同

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革命
文艺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
作的重要论述，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一脉相承，继承的同时又与时
俱进地为新时代文艺工作确定了方向。我们
重温《讲话》中的宝贵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要
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文艺创作生产。
近年来，天津河北梆子剧院、天津市曲艺

团不断创排紧扣时代脉搏的文艺新作。座谈
会上，两院团的各部门负责人以及青年演职

员结合自身畅谈学习感受和今后的努力方
向，一致表示，防控疫情之下，人民更需要文
艺来丰富生活，作为文艺工作者，要立足本职
岗位、发挥文艺优长，给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
食粮和文艺服务。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利用
网络等其他形式改变传统演艺形态以便更好
地服务人民，也是文艺院团要积极探索实践
的新路径。在这个过程中，要秉承“文艺为人

民”原则，不能迷失方向。
同时，与会者认为，在创作上要积极承担

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以人民为创作源泉，扑
下身子沉下心，努力创作反映人民心声、观照
人民生活以及讴歌党、讴歌祖国的优秀作品；
要积极发挥“红色文艺轻骑兵”作用，深入基层
送文化、种文化；要坚定文化自信，培养人才梯
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之发扬光大。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记者获悉，今明两日，天津人艺
将在该院抖音直播间播出《相士无非子》《榆树下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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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艺于5月23日开启甄选剧目线上播放
活动。继《海河人家》《樱桃园》《温莎的风流娘们》后，今
日19:30播出《相士无非子》。该剧由林希根据自己的同
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天津故事。明
日19:30将播出《榆树下的欲望》，该剧是尤金·奥尼尔的
名剧，以19世纪新英格兰的田庄为背景，用现实主义手
法生动描绘了一对父子与一个年轻女人间的冲突。

天津人艺今明线上播好戏

本报讯（记者 张帆）初夏的团泊湖，生机盎然。在视
频作品《魅力团泊西》中，作者展现了静海区团泊湖西岸
沧海桑田、日新月异的魅力风采。
“我家就在团泊湖附近，闲暇时经常带着孩子在这散

步。一出门就见绿色，心情舒畅，绿
色发展造福了老百姓。”短视频的作
者姜媛媛说，“我在静海生活工作40
多年了，眼看着静海发展越来越
好。就拿团泊西来说，多年前这里
只是一片盐碱滩，经过建设，现在这
里是以‘康体’为理念的绿色商圈。”

你好，天津——说变化晒幸福

“生态+健康”打造魅力团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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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

发现一件文物，遇见一个文明，感受凝
固的时间，探索尘封的历史——博物馆是
文博爱好者心中的圣地，文博爱好者是最
懂博物馆的知音。王宏是一名资深博物馆
观众，曾造访中外众多著名博物馆，留下过
许多故事与感悟。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
王宏，请他讲述逛博物馆那些事儿。
王宏与博物馆结缘，是从上世纪70年

代末参观原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天津博物
馆前身之一）开始的。除了一些美术作品，
他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展厅里没几个人，因
为当时对博物馆感兴趣的市民并不多。改
革开放后，爱逛博物馆的人越来越多，博物
馆也一点点走进王宏的生活。
王宏还是旅游爱好者，每当他走进一

座城市，这里的博物馆就成了不可错过的
目的地，异国他乡的文物历史给他带来了
许多惊艳而难忘的经历。一次，他参观俄
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走进一个位于地
下室的希腊罗马雕塑展厅，因为展厅小而
展品多，一进厅就看到拥挤的人像雕塑交
错纵横。穿梭在它们的“队列”中，看着那
些古老雕塑舒展的线条，王宏感到了凝固
的时空和艺术的伟力，一时竟忘了身处
何时何地。还有一次，在埃塞俄比亚一
个平日极少开放的小型博物馆，王宏花
了很长时间等待工作人员前来开锁，换
来了亲手触摸有600年历史的羊皮纸《圣
经》的体验。
令王宏感触最深的，是博物馆里呈现

出的不同文明的碰撞。在墨西哥国家人类
学博物馆，他购买了一件纪念品，上面画着

一个背口袋的人正在费力地匍匐前进。他
问导游这个人的口袋装了什么，导游回答：
“时间。”这两个字是王宏无论如何也想不
到的答案，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说：
“在玛雅人看来，时间是有形的，是可以被
看到和装起来的。博物馆让我认识到了世
界的多样性，丰富了我的见识和知识。”一
次，他在英国与一位当地小伙子聊天，开启
了他对博物馆新的认识。小伙子说，他家

离伦敦不远，平时出门办事，只要顺路就抽时
间去大英博物馆看一看，哪怕仅有一个小时，
只看两三件展品。王宏说：“博物馆对于百姓
来说，完全可以是一个休闲的文化场所，是生
活中的一部分。”
在王宏看来，天津是一座有着独特博物

馆文化的城市，天津的博物馆很有特点。其
中，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北疆博物院。王宏认
为，北疆博物院不仅具有研究和展览的博物

学价值，其建筑本身也具有文物价值。他在
参阅创办人桑志华和早期重要专家德日进的
相关资料后，也将清末民初关于天津的很多
历史知识联系了起来。对于近年在津看过印
象最深的展览，他认为是天津博物馆的“法老
的国度——古埃及文明展”。他说：“虽然国
外也有古埃及展览，但天博的展览设有详尽
的中文介绍，有专业的讲解，方便反复参观，
比在埃及国家博物馆参观收获更大。”
作为一位博物馆老观众，王宏经历和见

证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谈起博物馆最大的变化，他说，一方面是博物
馆的展览形式得到了极大丰富，甚至拓展到
了线上；另一方面是逛博物馆的人多了，尤其
是年轻人和孩子。很多火爆的场馆和展览需
要预约、排队，这与三四十年前偌大的展厅仅
有寥寥几名观众相比，是令人欣喜的变化。
他还注意到，很多年轻人和孩子在观展时都
带着笔记本，将自己的发现、感受及时记录下
来。他感慨道：“家长对孩子进行文化教育的
意识越来越强，博物馆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课
堂。现在的孩子是在博物馆影响下成长起来
的一代人，会成为和我们这一代不一样的、见
识更丰富的一代人。”

讲述人：博物馆里的资深观众王宏

感受文明碰撞 拥抱诗和远方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由新蕾出版社主办的“中国故
事里的灯火与力量”——殷健灵长篇小说《云顶》作品研
讨会日前召开。近30位专家、学者、评论家、公益组织代
表、“童伴妈妈”和学生读者代表等各界人士在线参会，就
该书的主题立意、文学表达、社会意义、阅读感受等展开
讨论。活动通过约读书房视频号等同步直播，来自全国
各地的读者在线倾听嘉宾发言，并与殷健灵互动。
《云顶》由新蕾出版社出版。殷健灵三次深入大山、

寻访“童伴妈妈”儿童关爱项目，用空灵优美的笔触，多层
面、多视角、多镜像地呈现了留守儿童生命中的苦与乐，
记录了他们独特的生命印迹和成长轨迹，描写了爱与善
在建构新乡土新儿童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
与会嘉宾认为，该书是一部在乡村振兴中反映农村留

守儿童生活状态的优秀作品，以真挚的情感从日常化的视
角切入，塑造了新时代新农村人物群像，也展现了中国乡
村振兴的美好愿景。书中闪耀着“爱的光芒”“精神之光”
和“诗性的光芒”，写出了留守儿童顽强的生命力、对未来
的憧憬，以及“童伴妈妈”对孩子的关爱、守护和奉献。
殷健灵表示，《云顶》是关于爱的书，它的出版就是汇

聚爱的能量的结果，让她深深感受到了生活与文学的魅
力，“文学和艺术来自生活，救我们出离生活的艰辛和苦
难，这是文学和艺术存在的最大理由，也是让我们这些操
持文字的人继续写下去的动力。”

《云顶》作品研讨会召开

天津博物馆举办的“法老的国度——古埃及文明展”。 本报资料照片

中国女排参加世界女排联赛16人大名单出炉

天津女排四将今日随队出征

法网女单赛场

“金花一枝独秀”

积极适应梅州潮湿天气

津门虎队备战状态不错

大连人队有望重返中超

新赛季裁判规则判罚尺度有变化

中国足协裁委会宣讲细则

本报讯（记者 赵睿）为了让外界更好地理解裁判规
则和判罚尺度，中国足协裁委会昨天举行视频宣讲活
动。相关人士结合判罚案例，主要就新赛季判罚要点和
规则变更做了详细讲解。
对争抢犯规，裁判员在对足球规则理解的前提下，从

队员想干什么、干了什么、造成什么后果3个维度给予综
合认定。其中，鲁莽方式比赛，出示黄牌；使用了过分力
量，即便先触到球，后续动作给对方造成伤害，仍会被出
示红牌。
对争议很大的禁区内手球，新规则规定，任意球时防

守球员面向来球，手臂抱于胸前保护身体，被视为自然合
理位置，手臂触球不犯规；球员侧身手臂抬起，身体厚度
增加，等于扩大防守面积，手臂触球判犯规。手撑地的唯
一目的是支撑身体，手臂触球不判犯规；如果不是唯一目
的，完全展开扩大防守面积，手臂触球判犯规。防守队员
主动处理球后，球触及手臂，不论手臂是否张开均不判犯
规。意外手球之后没有立即得分，通过拦抢、跑动、配合
破门，进球有效。
新规则还强调，应当避免出现“软点球”，也就是进攻

队员禁区内“一碰就倒”，在允许身体对抗的原则下可不
判点球。进攻队员完成射门后，防守队员禁区内鲁莽犯
规，仍会被处以“点+黄套餐”。新规则在越位判罚上有
新尺度，即手臂、肩膀探出，不视为越位。

本报讯（记者 申炜）重庆两江竞技俱乐部官宣退出
中超联赛并停止运营球队后，中国足协与中足联筹备组
随后做出了快速反应。目前，“递补一支球队，从而确保
新赛季中超联赛18支球队”的方案已基本敲定，大连人
队将重新回到中超联赛。

此前有消息显示，中国足协和中足联筹备组并没有
递补一支球队加入中超联赛的计划，打算继续以17支球
队完成本赛季全部联赛。因为距离新赛季中超联赛的启
动时间已经非常近了，操作起来难度极大。不过如果让
17支球队参加中超联赛，公平性很难得到保障。
考虑到这些原因，中国足协以及中足联筹备组决

定从中甲递补一支球队，以18支球队开启2022赛季中
超联赛。
按照递补原则，大连人队作为第一顺位球队，优先获

得递补入超资格。在得到中国足协的征询之后，大连人
俱乐部最终同意，这样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不过大连人俱乐部所面临的困难有很多，例如最近国

际足联开出了禁止引援处罚，原因是该俱乐部涉及人员合
同纠纷。大连人队最终只能以全华班出战中超联赛，对于
这个转会窗口流失了很多主力球员的球队来说，比赛难度
是可想而知的。此外，从中乙联赛递补进入中甲联赛的上
海嘉定汇龙队，目前同样没有外援。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赛季红土大
满贯法网昨天继续进行，“津花”张帅以6：3、
2：6、2：6遭28号种子吉奥尔吉逆转，王蔷以
2：6、4：6负于11号种子佩古拉，时隔5年再
度在法网女单首轮出局。至此，中国金花在
女单赛场仅有郑钦文“一枝独秀”。
王蔷赛末狂救9个赛点并两破佩古拉的发

球胜赛局，但最终仍以2：6、4：6告负，生涯3次
对阵佩古拉全部失利，这是她第7次征战红土
大满贯正赛、第3次止步首轮。张帅第12次亮
相法网女单正赛，她鏖战两小时在先赢一盘且
决胜盘挽救3个赛点后遭吉奥尔吉逆转，吉奥
尔吉取得个人在今年红土赛季的首胜。

前赛会冠军哈勒普以6：4、1：6、6：1战胜
18岁小将雄克，锁定个人本赛季第20胜，将
在第二轮迎战郑钦文。由于新冠检测呈阳
性，布兹科娃退出了女单和女双比赛，梅尔滕
斯不战而胜直接晋级女单第二轮，女双签位
由贝克塔斯/摩尔代替。

持外卡出战的37岁东道主老将特松加
在菲利佩·夏蒂耶中心球场完成最后一战，在
肩伤困扰的情况下被8号种子路德以6：7(6)、
7：6(4)、6：2、7：6(2)逆转，18年职业生涯就此
落幕。

本报讯（记者 申炜）本周一，中国足协公
布了2022中冠联赛大区赛参赛俱乐部名单，
共有61支球队分别在西南、东南、西北、东北
4大片区参赛。天津将有4支球队参加西北
片区的比赛，参赛数量创造了历年来的新高。
中冠联赛全称是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

冠军联赛，分为大区赛和总决赛。本赛季中
冠联赛共分为4大片区，有61支参赛球队，其
中西南片区15支球队、东南片区15支球队、
西北片区16支球队、东北片区15支球队。天
津4支参赛球队天津圣德、富晟（天津）、天津

市逸腾海天信美智彩、天津华谊津冠均位于
西北片区。

根据官方公布的规程，大区赛暂定5至7
月进行，总决赛定于9至11月进行。其中，大
区赛为集中赛会制，先采取分组单循环赛制，
共分16个小组，每组3—4支队伍，每两个小
组在一个赛区。之后，大区赛同赛区两个小
组的第一名和第二名，进行两场交叉淘汰赛，

两支胜队进入总决赛。根据中国足协规定，
本赛季中冠前若干名将获得中乙资格。

天津4支参赛球队都来自于2022天津超
级联赛，这显示出近年来天津业余足球水平
正在得到提升，这次参赛队规模也创造了历
年来的新高。其中一些球队也将冲击乙级联
赛资格当成了本次比赛的目标，有望填补天
津足球的空白。

天津四支球队出战中冠联赛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天津津门虎队
又在梅州的阴雨中度过了一天。按照赛区防
疫政策要求逐步展开训练与备战，也让球队
初识了当地潮湿天气的威力——气象预报显
示最高气温并不高，但是运动起来就大汗淋
漓，而且运动过程中，呼吸也比较困难。

津门虎队守门员教练王略，之前曾在
当时的中超广州富力俱乐部工作，经常带
队在梅州训练、比赛，对当地情况比较熟
悉。王略说，大家身体的反应，就是来赛区
之前，教练组不断提醒要做好准备的。“虽
然目前看，梅州这边气温还不太高，但是湿
度非常大，很考验体能储备，也对训练、比
赛之后的恢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
这边雨水多，球队来了，就在持续下雨，开
战之后，可能还会遇到比较多的雨战。场

地比较软，又很湿滑，球队的战术安排需要
做相应调整，队员们也要有很好的腿部力
量来完成比赛。”
据了解，北方球队到广东，需要适应的不

仅是天气，包括这里场地使用的草种，和大家
相对习惯的有所不同。由于有之前确定的俱
乐部其他工作要处理，因此主教练于根伟比
球队晚出发一天，23日抵达赛区。这两天，
于根伟提醒大家最多的，也是运动后注意补
水和根据自身情况尽快适应环境。

从总体情况看，津门虎队的队员们目前
精神状态都不错，求战的欲望比较强。更可
贵的是，本赛季俱乐部引进的贝里奇、安杜哈
尔、罗萨、拉多尼奇这4名外援，主动融入的
意识很强，和教练、队友们的交流也很多，通
过之前的训练、热身赛，甚至能够看出，他们
已经可以一定程度上对队友们起到带动作
用。抵达梅州之后，球队曾经和几名外援交
流，询问他们的需要，他们都表示一切没问
题，不用担心他们。

本报讯（记者 梁斌）中国女排官方昨天
公布了出征2022世界女排联赛的16人大名
单，袁心玥、李盈莹、王媛媛、王艺竹4名天津
渤海银行女排队员成功入选。

中国女排16人大名单具体为：主攻李盈
莹、金烨、王云蕗、王艺竹，副攻袁心玥、王媛媛、
杨涵玉、高意、郑益昕，接应龚翔宇、缪伊雯，二
传丁霞、刁琳宇、蔡雅倩，自由人倪非凡、王唯
漪，而吴梦洁、陈佩妍、许嘉楠和王逸凡4名球
员此次不随队出征，另有比赛任务。根据规
则，世界女排联赛每站比赛可以报名14人，中
间可以换人。由于本次出国参赛时间比较长，
加之疫情防控等原因，分站赛之间回国不太方
便，所以中国女排出征的球员定为16人。

由于巴黎奥运会参赛席位分配方式的改
变，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分量比以往更重，战

绩及相应积分与巴黎奥运会资格挂钩。中国
女排主教练蔡斌此前曾表示，中国女排此次征
战世界女排联赛的目标是力争打进8强，进军
总决赛，更关键的是球队要打出精气神。
中国女排昨天结束在福建省漳州体育训

练基地为期一个多月的集训，根据赛程，北京
时间6月1日晚，中国女排将在土耳其安卡拉
首战荷兰队，这也是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会周
期的首场国际比赛，球队随后在安卡拉还将对
阵土耳其队、意大利队和泰国队。中国女排昨
天下午启程前往广州，今天一早从广州飞往土
耳其，目的地是世界女排联赛首站比赛地之一
安卡拉，随后球队将在安卡拉进行赛前适应性
训练。作为新一届中国女排的队长，袁心玥给
自己提了要求，她表示，将迎难而上，挑起担子，
与队员们朝着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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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出没之探险日记》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东四牌楼东》第
23、24集 哈岚当上了报
社记者，拿着照相机四处
拍照，无意中拍到胡厅长
出入妓院。胡厅长看到报
纸大发雷霆，命令汪四海
去处理。汪四海请报社
全体人员去得月楼看戏，
哈岚意识到可能是自己惹
了祸，决定自己去赴鸿门
宴，马俊杰却说有事大家
一起扛……

天津卫视19:30

■《樱桃红之袖珍妈
妈》第36、37集 笑笑终于
等到合适的眼角膜，手术
做得十分顺利，笑笑的眼
睛恢复视力，但她第一时
间并没有看到杜娟，在笑
笑的一再追问下，秀荷告
诉笑笑：杜娟失踪了……

天视2套18:15

■《继母后妈》第15、
16集 凡凡担心父亲再
婚，母亲出狱后没有人照
顾，当从奶奶口中得知母
亲吸毒的事实后，更加反
对父亲再婚。薛礼强与小
艾结婚这天，薛家热情招
待亲朋好友，没想到新娘
子苏小艾当众出了大丑，
一身套装开了线……

天视4套21:00

■《鱼龙百戏》本期
节目，将迎来三位老擂主，
他们是白派京韵大鼓演员
时唯、刘派京韵大鼓演员夏
炎以及快板书演员张楠。
提及自己金牌擂主身份时，
自信满满的时唯，将一段
《百鸟朝凤》演绎得大气磅
礴。曾经两次当选“十大擂
主”的夏炎，《赠汪伦》唱得
百转千回韵味十足。多年
未回“家”，心中感慨万千的
张楠，将经典作品《劫刑车》
演绎得淋漓尽致。三位时
光见证人——河北梆子演
员陈亭，快板演员管新成、
王天，他们饱含深情在场
见证。

天视2套19:45

■《今日开庭》父亲
去世之后，继母一纸诉状将
两个继子告上了法庭，而
这，也不是这一家人第一次
对簿公堂了。作为法庭“常
客”的一家人，到底有哪些
不可调和的矛盾呢？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