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度有序开放看台 准备多种预案 建立熔断机制

中超联赛计划8月开始恢复主客场制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结束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进行
的世预赛第三窗口期比赛，中国男篮转战印尼参加本月
中旬举行的亚洲杯。中国篮协官方微博确认，出访队伍
中陆续多人核酸检测显示阳性，已就地隔离。昨天，球队
紧急征调了5名球员奔赴印尼出战亚洲杯。
据中国篮球协会消息，世预赛期间，中国男篮出访队

伍中陆续多人核酸检测显示阳性，就地隔离观察和治
疗。出访队伍中其他人员已于昨天启程，前往印尼备战
亚洲杯。目前留在墨尔本的人员若开赛前身体康复，将
前往雅加达与球队会合。中国篮协透露，在海外备赛、参
赛的中国三人篮球国家队也出现部分人员核酸检测阳性
情况。
据悉，中国男篮征调球员为翟晓川、范子铭、高诗岩、

贺希宁、姜伟泽。他们于今天出发，前往印尼与球队会
合。中国男篮出战世预赛的大名单中，锋线人员比较紧
缺。此番征调翟晓川、范子铭，将为锋线补充力量。高诗
岩、贺希宁、姜伟泽将增补后卫线力量。

男篮亚洲杯将于7月12日至24日在印尼举行，中国
男篮分别于12日、14日、16日对阵韩国男篮、巴林男篮和
中国台北男篮。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中国足协召开
了媒体线上通气会。会上宣布中超联赛从第
二阶段即第11轮比赛开始，恢复主客场制，
该阶段比赛将延至8月举行。

在这次会议上，中足联筹备组组长史强
表示：“中超联赛第11轮赛事恢复主客场赛
制，比赛从8月5日至12月中旬进行，考虑
中国足协杯等相关赛事安排，赛程会尽快出

台。中国足协将下发通知给各俱乐部、会员
协会，请各中超俱乐部注册地协会及时上报
属地体育局和政府。同时为加快工作流程，
中国足协也会向各属地体育局发出协商
函。希望在7月20日前，各俱乐部能将属地
政府同意函出具情况报知中国足协。”

史强介绍，如果球队属地球场和备用城市
球场都无法举办比赛，中国足协将安排第三方

中立球场进行比赛。对于找不到主场的俱乐
部，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提供了两个选项，
一是在指定的中立赛场进行比赛，二是前往客
场比赛。

中超恢复主客场后，球迷是否能到现场
观赛？史强表示，开放看台的总原则是“适
度、有序开放”，最终是否开放看台取决于属
地防疫部门对当地疫情的评估判断。他同时

介绍，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作出了多种预
案，并将建立熔断机制，即在什么情况下停止
比赛，或由主客场转回至赛会制。
此外，中国足协将给各俱乐部、地方协会

下发详细的主客场制疫情防控指南，以便各
地制定本赛区防疫细则。中国足协和中足联
筹备组将派出工作组，分赴各个赛区，对主
场、官方接待酒店进行检查。

昨天是中国足协和中足联筹备组对
外密集发布信息的一天，其中最核心的
信息是，中超联赛即将全面告别延续了
2年多的赛会制，恢复主客场赛制。津
门虎队领队王俊下午出席了中国足协、
中足联筹备组召集的俱乐部相关负责人
视频会，主教练于根伟则按惯例参加几
乎同时开始的梅州赛区第9轮比赛赛前
新闻发布会。

在新闻发布会上，于根伟说：“尽管
有些事情，我们还要等待确切的消息，但
是无论如何，中国足协一直竭尽所能推
动主客场赛制的恢复，这对于球迷、球
队、赞助商，都是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
特别是我们，非常希望恢复主客场，因为
有球迷入场，比赛的感觉和氛围是完全
不同的。”

鉴于接下来中超联赛的赛程、赛制
都可能出现变化，津门虎队原定的首阶
段比赛结束后的整体安排，也只能推
翻。从目前的情况看，结束7月12日与
沧州雄狮队的比赛后，津门虎队将首先

给教练、队员们安排一个不长的假期，而俱
乐部方面，则要投入与恢复主客场赛制相
关的综合研判、流程准备等工作。

实际上凡此种种还都是“后话”，目前
津门虎队在梅州赛区还有2场比赛要完
成，而明天16:30与成都蓉城队的比赛，由
于对手截至目前尚未在联赛中取得胜利而
受到各方的普遍关注。“全队整体情况不
错，大家求战欲望很强，我们要团结一心，
打好这场比赛。”主教练于根伟说，津门虎
队球员在职业素质方面还是很强的，特别
是一些老队员，能够起到表率作用，并通过
以老带新，让年轻球员得到提高，像之前一
天球队放假，不少球员在根据自己的习惯
加练，也是很正常的事。

首次跟随主教练参加赛前新闻发布
会的外援罗萨说：“和成都蓉城队的比赛，
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们肯定会全力以
赴踢出漂亮的足球。上轮比赛，我们没获
得预想的成绩，这场比赛，一定要争取好
的结果。”

本报记者 顾颖

明天再战成都蓉城队

津门虎队员求战欲望强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关于大连人队
违反U23政策的处理结果出炉。最终按大
连人队弃权计算，广州城队获得比赛胜利，这
也是广州城队本赛季首次拿到分数，此前他
们的成绩为8连败。

中超第2轮，大连人队2：0战胜广州城队
的比赛中，出现了大连人队2分钟场上无U23
球员的情况。大连人队认为因单欢欢在U23
国家队集训中受伤，可享受U23减免政策，但
中国足协未予确认。随后广州城俱乐部致函
足协，抗议大连人队违规使用U23球员，要
求判定大连人队本场比赛弃权。

大连人队的打击接踵而至，在昨晚进行

的中超联赛第9轮比赛中不敌浙江队。第26
分钟，大连人队旧将穆谢奎抽射破门，帮助浙
江队取得领先。下半时比赛中，浙江队的传
球被大连人队球员王献钧挡入了自家球门。
最终，大连人队0：2输掉了比赛。

山东泰山队和长春亚泰队则上演了一
场强强对抗。第15分钟，克雷桑接到刘彬
彬的传球头球破门，山东泰山队取得领先。
4分钟后，儒尼奥尔禁区前沿抽射破门，将
比分扳平。比赛最后时刻，持续进攻的山东
泰山队打入制胜球，陈蒲接到克雷桑的传球
近距离射门得手，帮助球队2：1险胜长春亚
泰队。

大连人队 遭遇双重打击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温网女双赛场昨天再

传捷报，“津花”张帅搭档梅尔滕斯以6：3、6：2轻取赛会7
号种子古拉奇/克莱帕奇，职业生涯首次挺进温网女双4
强、第4次闯入大满贯女双4强。
在一场仅用时59分钟的比赛中，张帅/梅尔滕斯直

落两盘轻取古拉奇/克莱帕奇，开赛以来以不失一盘的强
势表现昂首挺进温网女双4强。这是张帅职业生涯首次
闯入温网女双4强、第4次闯入大满贯女双4强。半决赛
中，张帅/梅尔滕斯将对阵美国组合科林斯/克劳茨克和
11号种子罗索尔斯卡/卢特丽芙之间的胜者。
6届温网男单冠军德约科维奇经过3小时35分钟激

战，以5：7、2：6、6：3、6：2、6：2逆转20岁的意大利新星辛
纳，携温网26连胜第11次挺进赛会男单4强，将在半决
赛迎战9号种子东道主选手诺里。女单1/4决赛中，3号
种子突尼斯的贾贝尔以3：6、6：1、6：1逆转捷克“黑马”波
兹科娃，携草地10连胜与德国妈妈级选手玛利亚会师半
决赛。

张帅挺进温网女双4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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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景沉浸式亲子体验剧寓教于乐 搭建属于孩子的社交平台

今夏来当“少年歇洛克”

黄宾虹书画作品展开展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去年夏天，一部实景沉浸式体验剧《北
洋歇洛克》在津门掀起“沉浸式”风潮；今年
8月，一部玩法类似且专门面向孩子的《少
年歇洛克》也将与观众见面。目前，天津儿
艺的演职员正全力投入创作这部实景沉浸
式亲子体验剧。

沉浸剧场 实景体验

此前，坐落于和平区的范竹斋故居被修缮
改造为沉浸剧场，还原了民国时期的成衣店、
当铺、小吃摊等场景，且有演员饰演对应的五
行八作人物，呈现出充满烟火气息的民国津沽
街景。自去年夏天以来持续在此上演的《北洋
歇洛克》，以“戏剧+游戏”的文旅新玩法，吸引
了各地观众来津开启“民国探案之旅”。

“目前的沉浸式项目，大多作为休闲活动
面向年轻人，《少年歇洛克》则专为孩子打造。”
天津儿艺负责人郭鸿斌说，“天津儿艺的创作
者经过多年实践，对儿童心理的把握比较准
确。我们集合这些艺术力量，推出一台优秀
的、专属于儿童的实景沉浸式体验剧。”

内容丰富 寓教于乐

“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店铺林立，我地下党成
员潜伏其中，在一次任务中，他不幸暴露，遭到敌
人的围追堵截……”《少年歇洛克》的故事发生
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天津。这样的故事背景下，
如何让孩子适宜地加入？导演孙加介绍，主创
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剧情编排、人物设计既要保
障内容适合孩子，又要让他们自然地参与进
来。“我们设置了服装店、照相馆、茶馆、中药铺等
8个店铺，孩子随机抽到哪个店铺，身份就是这

里新招的学徒。孩子从各店铺学徒的日常学习
开始做起，逐步参与破译密码、寻找关押地点等
营救行动，每个任务都环环相扣。”
孙加说，《少年歇洛克》主要面向小学生，

主创团队开动脑筋，将语文、数学、自然等知
识融入任务中，比如成语、药材功效、人体血
压等，以此寓教于乐。对于演员来说，《少年
歇洛克》的新形式区别于一般儿童剧表演，它
的随机性很大，尤其是要面对想法天马行空
的孩子。演员方面排出了国家一级、二级演
员领衔的阵容，为“少年歇洛克”们保驾护航。
同时，剧中还专为家长设置了“赏金”任

务。孙加说：“进场后，家长可以全程陪同孩
子一起完成任务，也可以守护者的身份单独
领取赏金，获取的赏金可以在场内消费。同
时，还有亲子运动会等游戏。我们力求两个
小时的体验丰富多彩。”

锻炼能力 全面发展

虽然《少年歇洛克》听起来很好玩，但这
部作品的创排初衷并不只是为了玩。郭鸿
斌说：“前不久，我们进行了剧目测试，有家
长对我说，‘看着孩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和
小伙伴儿一起交流做任务，心里特别高兴。’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家长都希望孩子不但学
习能进步，而且能在体能、社交、情绪管理等
方面全面发展。在《少年歇洛克》中，孩子会
遇到一些难题，我们想以此告诉他们，没有
谁生下来就一帆风顺。故事里的挫折，是为
了让孩子逐渐跨过困难、破解难题，培养情
绪管理能力。现在，一些孩子比较孤独，我
们希望通过《少年歇洛克》搭建属于孩子的
社交平台，让他们一起走到户外玩耍，锻炼
多方面能力。”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日
前，天津京剧院创排的京剧《楝树花》在津启
动复排。剧组成员加班加点投入排练，准备
登上今秋举办的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
《楝树花》是天津京剧院根据“时代楷模”

王继才、王仕花的事迹创作而成，主要讲述夫
妇二人守护开山岛，把青春年华献给祖国海
防事业的故事。该剧由梁波担任艺术顾问，
赵爱斌编剧，陈霖苍导演，“梅花奖”得主吕洋
饰演王仕花，“二度梅”得主王平饰演王继才
并担任复排导演。

该剧于去年8月在津首演，后来入选第
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
今年4月进行了公益性线上演出，向全国观
众展现了天津京剧的艺术实力。
专家评价，此剧写出了王仕花对王继才

平凡而又真实的夫妻情、战友情，将夫妻二人
面对的困境呈现在观众面前，人物的朴素情
感具有真实的力量。剧中行当齐全，流派唱
腔特色浓郁，表演上汲取、化用了许多传统经
典表演方式，突出了京剧艺术程式化的特色。
该剧上演至今，剧组一直在广泛听取意

见建议。天津京剧院院长王则奇介绍，主创
结合专家学者、兄弟院团、戏迷观众反馈的意
见与建议，从剧本出发，以“小改大变”为思
路，对全剧进行提升打磨。在剧情、唱词、念
白等方面，让人物形象更为朴实，唱腔、舞美、
道具等也都有重新设计。
同时，此次还特邀院内裘派花脸表演艺

术家邓沐玮演唱序曲。王则奇表示：“我们努
力将此剧打造为一出现实题材精品剧目，经
过全新打磨的《楝树花》会带给观众耳目一新
的感受。”

本报讯（记者 刘茵）日前，由天津博物馆与安徽博物
院联合举办的“氤氲长虹——黄宾虹书画作品展”在天博
五楼书画厅开展。
黄宾虹（1864—1955）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山水画家、

美术理论家、教育家、文物鉴定家，与齐白石并称“北齐南
黄”。黄宾虹作为一位跨越新旧时代的画家，面对西洋画
的冲击和文人画的式微，终其一生坚守本土立场，从传统
绘画中寻找超越的动力。
此展分为花卉画、山水画、书法三个部分。山水画部

分据其画风演变的历程分为白宾虹时期、黑白过渡时期、
黑宾虹时期和化境时期四个单元，共计展出黄宾虹作品
94件（套）。其中，《春晖堂图屏》《青城山天然阁纪游图
轴》《漏迟春老待月明图轴》等作品均为精品。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日前，天津文学馆推出“与时
代一起向未来同行”馆藏网络展，展览精选了部分著名作
家的书籍、手稿、手迹。同时展出的还有作家及其家人无
偿捐赠的证件、奖杯等具有重要文学及文化历史价值的
捐赠品。

天津文学馆馆藏网络展开展

天津京剧院《楝树花》启动复排
为登上今秋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做准备

昨日，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电视少儿频道来到静海区

乡村振兴示范村二堡小学，为孩子们带来生动有趣的小

记者、主持人语言课堂，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本报记者 孙立伟 摄

中国男篮征调5人出战亚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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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挺好》第18、19
集 吴非带着苏大强顺利
卖掉了老宅。审计公司的
人到达众诚集团，中层联
盟眼看就要因此散伙，明
玉突然发现此次审计的负
责人是朱丽……高层会议
上，正当朱丽要宣读审计
流程时，明玉闯入，为了挽
救危局，明玉不得已当众
说出朱丽是自己的亲二
嫂，为保证公平客观，朱丽
需退出此次审计工作。明
玉的话让朱丽当场下不来
台，审计事务所的能力和
实力也被全场质疑……

天津卫视19:30

■《我们的快乐人生》
第17、18集永福、子明海边
闲聊，永福扬言要干大事，
2185却陪着素芬踏踏实实
守着店，不让素芬干一点
活。这天，永福在咖啡馆跟
人开“喷”公司的事，魏宝华
突然出现。永福揪住他让
他还钱。魏宝华百般解释，
并拿出一个90万元的折子
和一个红头文件“关于民间
寻宝活动的通知”……

天视2套18:15

■《成家立业》第5、6
集 孙大龙一直积极为杨
震联系包工队的土建工
程，借机经常去杨震家吃
饭。在杨家，孙大龙发现
了一张夹在书中的照片，
正是许志洋翻拍的世界名
画《瓦尔松的浴女》。在嫉
妒心的驱使下，孙大龙不
但悄悄拿走这张照片，还
与一些黄色照片混在一
起，写了举报信直接寄到
了大连市公安局……

天视4套21:00

■《鱼龙百戏》本期
节目迎来三位老擂主表
演，他们是相声演员王惟
智、马军，以及京韵大鼓
演员崔小杰。重回娘家
的王惟智与搭档解志强
合作自己创作的相声《大
话情圣》，马军与搭档冯
鹤辰，奉上一段传统相声
《打灯谜》，久违的崔小杰
倾 情 演 唱《俞 伯 牙 摔
琴》。经过多年舞台历练
的他们，比起当年都有了
不小的变化。

天视2套19:45

■《今日开庭》今天的
案子是一个较为沉痛、令
人惋惜的案件。一名16
岁的男孩选择喝农药自
杀，还留有一封遗书。男孩
的父母认为，孩子是一名未
成年人，药店将禁止销售的
剧毒农药卖给一名未成年
人属于违法行为，孩子的离
世，农药店应该负全责，于
是一纸诉状将农药店老板
告上法庭，为死去的孩子讨
个说法。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