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尼公开赛 国羽收获两冠

武汉三镇继续领跑中超

津城各大剧场逐步开放 各院团已举办或确定复工后首场演出

等待剧场“点亮”重启艺术生活
天影推出“小演员诞生记”系列片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张帆 刘莉莉

随着津城各大剧场逐步开放，复工复
演成为我市文艺院团的工作重心。为满足
市民的观演需求，各院团已在第一时间举
办或确定了复工后的首场演出，艺术家们
投入到紧张有序的排练中，期待在剧场“点
亮”时与广大知音相会。

天交天歌筹备高水准演出

近日，天津交响乐团发布了将于本月
25日在天津大礼堂举办“蓝色多瑙河”世
界经典名曲交响音乐会的消息。为这场阔
别剧场半年的演出，天交精选了一套包括
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等在内有节日色彩
的经典作品。
连日来，天津歌舞剧院芭蕾舞团的排

练厅恢复了往日的生气，演员们挥洒汗水，
为7月2日在天津大剧院上演的芭蕾舞剧
《葛蓓莉亚》做准备。该剧是芭蕾舞剧史上
的著名喜剧，舞蹈和音乐都达到很高水
准。天津歌舞剧院芭蕾舞团版本于2016
年推出，此次上演的版本不但由该团首席
演员张为璐、袁帅领衔演出，还将加入保利
天歌交响乐团（天津歌舞剧院交响乐团）的
现场演奏，以“交响+芭蕾”的芭蕾舞剧完
整形态亮相。

天津大剧院将“打开艺术之门”

“打开艺术之门”是天津大剧院每年在
暑期打造的艺术节，有众多为青少年儿童
观众准备的优秀剧目。随着暑假来临，天
津大剧院“打开艺术之门”2022暑期艺术
节如约而至。7月15日，作为艺术节开幕
演出，著名指挥家李飚将执棒保利天歌交
响乐团（天津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奏响格林
卡、门德尔松、肖斯塔科维奇等大师的经典
作品，音乐会中还有声乐演员演唱的歌剧
名段。“青春ING”中国杂技团专场演出、
互动亲子剧《大卫上学去》、北京曲剧《四世
同堂》、儿童剧《黑猫警长之城市猎人》、“渔
舟唱晚”民族音乐会等多场演出也将陆续
上演。本届艺术节闭幕式演出将于8月20
日由天津交响乐团奏响。

克服困难 精益求精逐“群星”

由市群艺馆创排报送的独角戏《入党
之前》入围全国第十九届“群星奖”复赛选
拔，连日来，主演高昆请教专家，反复打磨
作品，力求在全国复赛中呈现最佳状态。
《入党之前》通过沉浸式的表演方法，表现
了某工厂一位青年入党积极分子在优秀党
员公示栏前的道白。他只着重于身子入
党，却忽略了思想入党，入党动机并不纯

粹，最后通过师傅的教育，这位青年真正领悟
了入党的目的和意义。
高昆说，从5月底入围全国复赛至今，他

一直在对作品进行修改，“我们观看了历届群
星奖获奖作品，请教了天津人艺的多位老师，
对作品进行提升，希望能冲进全国决赛。”群
星奖全国复赛是以录制视频的形式报送作
品，高昆表示，这对独角戏来说难度更大，“镜
头前表演者的每一个细微表情都会被放大，
难度比现场演出更大。”虽然这个节目已在基
层演出过80多场，但高昆每天依然坚持对镜
练习。“最近三周，每天都会按照正式演出的
标准练习至少四遍，把表情控制和细节动作
做到尽量完好。”
市群艺馆戏剧编导袁汝桀告诉记者，接

到全国复赛入围通知后，各区文化馆立即行
动起来，克服种种困难，投入排练。“由于疫情
防控需要，许多作品里的主创人员下沉到社
区，节目面临着人员不整、缺乏排练场地和时
间等困难，但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次宝贵机会，
想尽办法现场排练或通过网络隔空对台词，
有的作品从脚本到舞台呈现修改了十余次。
我们争取以最好的作品代表天津参加全国群
星奖复赛。”

人艺《背叛》本周与观众见面

连日来，天津人艺演职员积极投入复工复

产，排练将于本月24日首演的新剧《背叛》。
《背叛》改编自作家胡学文的小说，聚焦

都市情感话题 ，编剧张文明，导演张艳秋、
王斯汀，马慧慧、张晶晶、杨磊等出演。作为
一部小剧场话剧，该剧在呈现方式上具有先
锋色彩。王斯汀介绍：“从小说到话剧的二
度创作过程中，我们抓住一条主线，再穿插
不同角色、不同阶段发生的故事。在这样的
结构下，场次转换追求自由流畅，比如在演
员讲述的过程中完成了不同场景之间的切
换。作品聚焦情感话题，要求演员用打开心
灵释放自己的方式演绎，所以加入了很多肢
体元素，有舞蹈，也有演员利用镜子、框架相
互配合的表演，以此外化内心世界，强化舞
台冲击感，再配合音效，相信会给观众带来
震撼。”
马慧慧曾在多部话剧中塑造了性格各异

的角色，此次演绎现代都市女性的婚姻情感
故事，对她而言是全新体验：“在排练场，导演
带着我们一点点磨合。我也查阅了一些心理
学书籍，以探索角色内心安全感缺失的根
源。希望通过这部戏，能够引起人们对‘信
任’的思索。自从去年我拿到剧本，由于新冠
疫情排练暂停了几次，原定的演出时间也推
迟了。不过，大家都利用这段空当，揣摩、沉
淀角色，修炼内功，马上就要演出了，我感到
既期待又兴奋。”

本报讯（记者 张钢）天津电影制片厂去年推出“小演员诞
生记”系列短片后反响良好。目前，该系列最新作品《少年侦
探团》正在拍摄中，将于今年与观众见面。
《少年侦探团》根据英国著名少儿读物改编，具有探

险、刑侦、动物、友情、励志等元素，讲述了几位小伙伴的
一系列冒险经历，他们总是在不经意的游戏中发现奇怪
的疑点，通过对蛛丝马迹的巧妙推理，最终协助警方破获
各种案件。
据介绍，系列片由一系列妙趣横生的小故事组成，故事中

的小主人公虽屡次身陷困境，却总能凭借机智与胆识一次次
化险为夷。他们与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较量的同时，分析问题
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得到了锻炼。该片整体基调积极向上，
剧中的小主人公遇事果敢，乐于互助，善于协作，富于正义感，
有利于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培养小观众的优良品质。此外，
系列片中的故事大多展现了孩子眼中的成人世界乃至诸多社
会热点问题，这一特殊而纯真的视角，也会引发家长对家庭教
育与亲子关系的思考。
天津电影制片厂总经理梁奇说：“天影推出‘小演员诞生

记’系列短片，是希望挖掘具有表演潜力的儿童，在拍摄过程
中训练他们的镜头感与表现力，引导他们观察生活、思考问
题，在工作中培养孩子的团队协作意识，增进孩子间的友情。”
梁奇介绍，去年拍摄的该系列短片《少年侦探团》第一集在天
视少儿频道试播后反响良好，根据观众反馈，该片第二、三、四
集已完成筹备，正在热拍中。天影厂起用了一流摄制团队，聘
请专业指导老师跟组对小演员进行表演指导。此外，天影厂
还与市儿艺达成合作意向，由儿艺组织专家对参演小演员进
行针对性表演培训，之后根据小演员的学习情况安排适当角
色，打造出一档成功的电影级儿童系列短剧作品。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昨晚，由天津大悦城和天津北方演
艺集团联合举办的“大悦城5号车库戏剧节第二季”拉开帷幕。
本次戏剧节以“照亮每一次蓄势待发”为主题，诸多青年

戏剧人亮相展示风采，带来一系列线下戏剧文化活动。昨晚
举行的青年戏剧工作坊以“年轻的朋友来‘剧’会”为主题，来
自天津人艺、马路戏剧工作室、希戏戏剧的刘纪铭、万毅夫、马
僮璘等10位青年戏剧人，分别以剧本朗读形式呈现《青春禁
忌游戏》《两只蚂蚁在路上》《一个关于爱情的模型》等作品，分
享了各自的创作历程和对戏剧的理解。
据介绍，此次戏剧节将持续至10月，陆续举行精品戏剧

影像展、爆款剧目主创主场见面会、微戏剧工坊等活动。

5号车库戏剧节第二季开幕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昨日，中信童书的“亲子读书会”系
列活动在天津、上海、广州、南京、苏州等9个城市同时开启。
天津的首场活动是亲子共读经典绘本《跟着爸爸去远行》。该
系列活动每月举办一场，旨在以亲子阅读激发儿童想象力，为
家长和小朋友创造更多阅读时光。

以亲子阅读激发儿童想象力

本报讯（记者 梁斌）为推动全民健身
服务和体育消费，扶持体育健身服务行业
发展，助力天津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日
前，由天津市体育局与天津网络广播电视
台联合举办的首届“海河群英”线上跑暨百
万健身体验券发放活动正式启动。
“用脚丈量天津，寻找最强跑者”——

首届“海河群英”线上跑活动，不分区域，不

限时段，热爱跑步者均可参加。市民可通过
天津IPTV电视端、万视达App等平台进行免
费报名，并选择5公里、10公里、半马、全马4
个选项后即可参与此次活动。活动期间，天
津IPTV电视端设立福利专区，中国银行及

我市123家优质体育商户为参与者提供了免
费健身体验券、周卡、月卡、季卡等丰厚奖
品。参与“累计里程赢大奖”“寻找最强跑者
TOP10”等活动，还有机会领取活动文创产
品及运动实物大奖。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网球ATP250伊斯特本站资格赛首
轮，现世界排名第382位的17岁中国小将商竣程以7：6（6）、2：6、
6：2击败资格赛5号种子、世界排名第80位的阿根廷球员埃
切韦里，夺得草地巡回赛首胜。这是他继今年印第安维尔斯
赛之后，生涯第二次战胜Top100球员，这是他目前击败的最
高排位种子。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

近来，坐落于繁华商场的小北艺站令
很多人与“文艺”不期而遇。琳琅满目的
文创产品、丰富多彩的活动、文化惠民的
福利……这间小小店铺，给生活装点了
“文艺范儿”。

小北艺站是北方演艺集团打造的跨

界互动项目，融合了戏剧主题文创、文惠
卡办卡及购票、互动游戏体验、戏剧跨界
联名等。2021年夏天，“初生”的小北艺站
开始“走街串巷”，带着戏剧主题文创产品
以及“戏剧主题盲盒特饮”“曹禺三部曲分
享会”“精品剧目推介”等特色活动，陆续
走进奥体中心夜市、和悦汇市集、南开大
悦城、天津大学、先农大院等地，让更多人

在生活中感知舞台艺术。
2021年12月，小北艺站开设了第一家

固定店铺——进驻和平大悦城“鲤小巷”
街区。在这条以“国朝”“二次元”为标签
的街区里，小北艺站成为独具特色的“文
艺充电站”。这里既有文创产品出售，也
有文惠卡购票、取票服务，还有“挑战唱黄
梅”经典传唱活动，带动了不少年轻人一
起唱起《女驸马》中朗朗上口的“为救李郎
离家园”。
这间小北艺站面积不大，内容却不少。

滚动播放的演出片段、高挂的演出海报，还
有剧照明信片、文艺手机壳、国风拼图等文
创产品，营造出浓郁的文艺气息。店铺负责
人说：“开业半年来，有很多老观众慕名来
‘打卡’，也有逛商场的人无意间走进来，看

到感兴趣的演出当场就会买票。票根收藏
夹、煎饼馃子抱枕等产品，很受欢迎。”
观众孙女士以前常到天津演艺网票务大

厅购票，近日，她第一次来小北艺站购票，立
时觉得这里的“文艺范儿”扑面而来。观众靳
先生相中了一个票夹，上写“请将孩子和手机
调成震动模式”字样，他说：“票夹很实用，票
放在里面不会折坏。别具一格的设计提醒大
家文明观演。”
北方演艺集团负责人表示，小北艺站将

继续开设多家分店，并根据店址特色进行布
置。如中华曲苑分店，店内商品贴近传统文
化，包括说唱俑冰箱贴、戏剧折扇、冷香丸、烧
蓝首饰等，并逐步开展折扇定制等趣味文创
周边的售卖。同时，小北艺站计划开设剧场
分店，在天津各剧场与观众见面。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明天17:30，天津津
门虎队将在广东梅州五华惠堂体育场，与
沧州雄狮队进行本赛季中超联赛第5轮的
比赛。在昨天下午进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
上，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说：“对于前4场
比赛，在技战术层面上出现的问题，我们这
两天集中做小结，训练中也有一些相应的
安排。球员们的状态不错，希望用饱满的
精神，打好与沧州雄狮队的比赛。”
虽然经过前4轮比赛，津门虎队陆续

出现了一些伤病情况，但是纵观梅州赛区
其他各队，情况也大致相同，各队主教练在
赛前发布会上，大部分都或多或少提到了
应对队内伤病问题。“每场比赛之后，我的
身体状况都在逐渐提升之中，作为职业球
员，需要用职业的方式去准备比赛。俱乐

部的后勤保障工作、医疗组帮助我们恢复的
工作，做得都非常充分，我自己平时非常注意
饮食和休息。”外援安杜哈尔，昨天提到了津
门虎队的综合保障工作，实际上，自从来到梅
州赛区之后，俱乐部和球队，确实在相关安排
方面动了不少脑筋。
赛区以自助餐形式提供给各队的一日

三餐，津门虎队确定了“保障专员”，负责统
计、监督每名球员的每日营养摄入情况。考
虑到训练场地、餐厅，离球队驻地都有大约
1公里的距离，为了减少队员们在炎热天气
下的体能消耗，每次训练，球队的大巴车都

接送往返，去餐厅用餐，则在严格集合时间
的前提下，由工作人员提前为队员们联系赛
区内服务的电瓶车。三餐之外的营养补充、
比赛日配合比赛时间的加餐等细节，俱乐部
都最大限度兼顾运动生理需要和队员们的
习惯。
另外，医疗组每天都在加班加点，力保所

有人的康复治疗，队员们的休息日，更是集中
医疗日，应该说，津门虎队昨天下午的训练，
身在梅州赛区的球员，全员出现在训练场，体
现了保障的效果，尽快取得赛季首胜，是所有
人的心愿。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羽毛球印尼公开赛昨天落
幕，中国队夺得2冠2亚，成为最大赢家。其中，郑思维/黄雅
琼混双夺冠，重返世界第一宝座。男双“独苗”刘雨辰/欧烜屹
夺冠，成为国羽最大惊喜。
本赛季重新“牵手”以来，郑思维/黄雅琼已经夺得亚锦赛、

泰国公开赛和印尼大师赛冠军。此番，二人以21：14、21：16击
败日本组合渡边勇大/东野有纱，豪取国际赛场20连胜拿下赛
季四连冠，这也是二人合作以来的第5个超级1000赛冠军。凭
借本站比赛的积分，郑思维/黄雅琼将在世界羽联最新排名榜
上超越泰国组合德差波/沙西丽，重回混双世界第一。
国羽男双此次仅有刘雨辰/欧烜屹一对组合参赛，二人以

候补身份获得参赛权。自首轮爆冷淘汰2号种子阿山/塞蒂
亚万后，二人一路高奏凯歌，决赛中以21：17、23：21力克韩国
组合崔率圭/金元昊，夺得男双冠军。
王祉怡以23：21、6：21、15：21遭中国台北名将戴资颖逆

转，获得女单亚军。赵俊鹏以9：21、10：21负于丹麦名将安赛
龙，获得男单亚军。日本组合松山奈未/志田千阳以18：21、
21：14、21：17逆转福岛由纪/广田彩花，夺得女双冠军。

本报讯（记者 李蓓）北京时间昨天，第19届游泳世锦赛
游泳项目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迎来第一个决赛日。中国队的最
好成绩是在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上获得的第四名。在
花样游泳集体技术自选预赛中，中国队晋级决赛。与此同时
遗憾的是，名将李冰洁和季新杰分别在女子1500米自由泳预
赛和男子200米自由泳预赛中出局。
游泳项目的首个决赛日就有两项世锦赛纪录被打破。其

中法国新秀马尔尚在男子400米混合泳决赛上以4分04秒28
的成绩夺冠并打破世锦赛纪录；美国名将莱德基在女子400
米自由泳决赛上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锦赛纪录，并夺得了个
人的第16枚世锦赛金牌。
中国游泳队在首日比赛的表现不抢眼，最好成绩是由张雨

霏、朱梦惠、杨浚瑄、程玉洁组成的中国女队在女子4×100米
自由泳接力决赛中获得的第四名，与奖牌擦肩而过。
此外，在男子100米蛙泳中，闫子贝也顺利进入决赛。因

上半年国内赛事暂停，本次世锦赛是中国游泳队今年参加的
首场比赛，难度可想而知。不过，从闫子贝预赛到半决赛的成
绩来看，他正在逐渐适应比赛节奏。

小北艺站 为生活装点“文艺范儿”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中超联赛第
5轮进行了两场比赛。升班马武汉三镇队
2：1击败了上海海港队，从而以4胜1平不
败战绩继续领跑积分榜。
武汉三镇队和上海海港队这场比

赛，是新老豪门球队的对决。武汉三镇
队在引援期间投入力度最大，而上海海
港队的实力依然被认为相当强劲，不过
由于奥斯卡和穆伊还没有归队，球队的
实力受到了影响。这场比赛，成了本轮
中超的重头戏。
此役武汉三镇队派出了全部主力，在

外援的率领下，完全压制住了对手。马尔
康和任航在上半时帮助武汉三镇队取得了
2：0的领先。尽管第56分钟恩迪亚耶为上
海海港队扳回一球，但最终还是1：2输掉
了比赛，遭遇了本赛季第三场失利。
另外一场比赛中，两支四连败的球

队相遇，河北队对阵广州队。两队上半
时没有进球，比赛进行到第 67分钟，杨
立瑜带球突入对方禁区后射门得手，广
州队最终 1：0击败对手，拿到了新赛季
的首场胜利。

本报讯（记者 梁斌）北京时间昨晚，在
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菲律宾奎松站的比
赛中，面对防守更为坚韧的日本女排，中国
女排在一传、发球、防守和进攻端上发挥欠
佳，以1：3负于此前7战保持全胜的老对手
日本女排，遭遇两连败，这也是球队在本次
世界女排联赛中的第3场失利，四局比分
为25：19、16：25、23：25和12：25。
从赛后的统计看，中国队进攻得分以

47：55落后，拦网得分以12：9领先，发球得
分以4：7落后，自身失误送分以23：13比对
手多失误10分。本场比赛，身体不适的主
教练蔡斌回到场边指挥。相比此前的比
赛，此役中国队首发阵容的唯一变化就是
主攻王云蕗顶替金烨出战。首局，中国队
后半局发力，发球有效冲击日本队的一传
体系，发球带动拦防的战术很奏效，轻松赢
下首局。随后三局比赛，日本队明显提升
发球攻击性的同时，加快进攻节奏。面对

对手的强势冲击，中国队的一传出现明显
波动，进攻端频频受阻，连丢三局，输掉比
赛。此战过后，豪取8连胜的日本女排成
为唯一一支保持全胜的球队，同时反超美
国女排重返积分榜第一位。
通过连输美国女排和日本女排的 2

场比赛来看，中国女排距离世界一流水平
还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李盈莹场上进攻
对角的队员攻击力不强、一传不稳定、防
守质量不高的问题急需解决，这也直接导
致对手在拦防上限制中国队两位进攻重
点人李盈莹和龚翔宇的发挥。接下来的
保加利亚站比赛，中国女排还需在进攻人
员上去大胆尝试。以2胜2负的成绩结束
本站比赛的中国女排目前的战绩为5胜3
负。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于6月28
日至7月3日参加保加利亚站的比赛，球
队将依次对阵巴西队、波兰队、多米尼加
队和韩国队。

世界联赛菲律宾站1：3不敌日本队

中国女排急需加强攻击力

津门虎队精神饱满迎战沧州雄狮队

首届“海河群英”线上跑正式启动

游泳世锦赛两项纪录被破

中国小将夺得个人草地巡回赛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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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破冰行动（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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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剧场：老米家
的婚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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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鼓楼外》第25、26
集于家人来到鸵鸟场后，
尹东义找到于江枫示好，
被于江枫轰走。大姐大哥
都不把于钟声当领导，自
行其是，这让于钟声一筹
莫展。自从于江枫来到鸵
鸟场，尹东梅便时常问候，
但于江枫态度始终冷淡，尹
东梅却对他心生爱意……

天津卫视19:30

■《坐88路车回家》
第23、24集 体校里发生
了一起入室盗窃案。黄来
因为小时候有偷钱的“前
科”、事发时又在失窃地点
出现过、还拿不出自己不
在场的证明，所以被列为
犯罪嫌疑人，被警察带走
了。黄来在派出所拒不承
认自己盗窃，态度恶劣，顶
撞警察被拘留……

天视2套18:15

■《老米家的婚事》第
4、5集 李南北为了多接
近米蓝而陪她出外景，米
蓝故意折腾他，可是南北
还是很有耐心，米蓝心里
似乎有一些动摇。米婶让
丽莎出去修DVD，丽莎到
修家电的地方一看，居然
是上次因为相亲而丢自行
车的杨红旗。原来杨红旗
相亲是装傻装穷……

天视4套21:00

■《非你莫属》王俊
方，今年25岁，毕业于洛杉
矶电影学院编导专业。回
国后在各个剧组打拼，做武
术指导。她此次寻求短视
频演员或原创短视频博主
的岗位，能否求职成功？

天津卫视21:20

■《最美文化人》张
成喜，天津歌舞剧院男高
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
员。因10年前在津版歌
剧《白毛女》中出色扮演
杨白劳而被媒体赞誉。
在天津歌舞剧院深耕舞
台 40 年里，他用饱含深
情的演唱为天津的父老
乡亲留下了一首又一首
感人至深的歌曲。本期
《最美文化人》带您一起感
受张成喜“声入人心”的演
唱和其背后真实、真诚的
音乐故事。

天视2套19: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