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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世锦赛国羽今争三冠1/4决赛3：0横扫澳大利亚队

中国女排挺进亚洲杯四强

最后一刻丢球 津门虎队憾负上海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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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在菲律宾举
行的 2022 年女排亚洲杯 1/4 决赛中，整体
实力占优的中国队以 3：0 战胜澳大利亚
队，以全胜战绩晋级4强，3局比分为25：13、
25：8、25：8。今天，中国队将在半决赛中对
阵泰国队。
相比上一场比赛，中国队此役的首发阵

容略有调整，自由人武欣宇首发出战，具体为
主攻吴梦洁、庄宇珊，副攻胡铭媛、王文涵，接
应周页彤，二传许晓婷，自由人武欣宇。中国
队是本届女排亚洲杯平均身高最高的队伍
（1.84米），平均身高1.82米的澳大利亚队仅
次于中国队。澳大利亚女排整体实力一般，
小组赛未尝胜绩。
本场比赛，中国队针对对手高快结合

的技战术特点进行部署，并有效减少了此
前一传不稳定、发球失误多等问题。首局
比赛，中国队在开局阶段就主导了比赛节
奏，在发球和拦防方面都压制住了对手，以
25：13先赢一局。第2局，中国队继续占据
主动，从2平后就让对手卡轮，以25：8再赢
一局。第 3局，中国队换上替补队员登场
适应大赛氛围，队员在主攻和副攻线上组
织得当，局面上力压对手，以 25：8赢下制
胜一局。
回顾从小组赛到1/4决赛的表现，中国

队从最开始的状态不稳，到面对澳大利亚队
的有条不紊，显示出更加良好的配合体系。
对于中国队来说，接下来与泰国队的半决赛
才是一场真正的硬仗。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北京时间昨天，中
国男排在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迎来
2022年男排世界锦标赛小组赛首秀。在E组
首轮争夺中，欠缺国际顶级大赛经验的中国
男排全场受制，未能打出自身特色，最终以
0：3负于欧洲劲旅土耳其队，世锦赛首战遭
遇失利。
此役，中国男排首发阵容为主攻张景

胤、俞元泰，副攻张哲嘉、彭世坤，二传于垚
辰，接应张冠华和自由人杨一鸣。其中的
大多数球员都是第一次代表中国男排参加
世锦赛，大赛经验不多。而这也成为中国
队本场在逆境面前无法作出及时调整的原
因之一。虽然全队在赛前已做好了困难准
备，不过面对土耳其队的强势进攻，还是有
些难以招架。
首局，土耳其队用强有力的发球破坏中

国队的一传，拦防布局到位。有些拘谨的中
国队出现混乱，以15：25先失一局。次局，戴
卿尧换下张冠华，加强接应位置的攻击性，但
这些变化未能奏效，中国队不仅自己的进攻
特点无从发挥，拦防体系也不起作用，以19比
25失掉第2局。第3局，土耳其队依然发挥出
高水平，比赛失去了悬念，中国队以14：25再
输一局。接下来的比赛，中国男排需要完全释
放，才有可能改变被动局面。

中国男排世锦赛首战失利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晚上，在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天津
津门虎队以客队的身份，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5轮比赛中，与上海
海港队交锋。缺兵少将的津门虎队，与对手顽强拼抢了整场比赛，
却在4分钟补时的最后一刻，被海港队抓住防守精力不集中造成的
漏洞，由张华晨压哨破门，0:1遗憾输掉了这一战。

由于多名球员因伤无法登场，昨天津门虎队只能以“残阵”出战，包
括表现活跃的小将石炎，赛前出现身体不适，也没有进入参赛大名单。
不过开场之后，津门虎队打得积极主动，前15分钟全面控制了场上的局
面，抢开局的意图非常明显。很可惜，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偏松软，而
且相对不够平整的场地状况，给双方球员的发挥，都带来了很大的影
响，比赛更多的停留在拼抢层面，而且队员非常容易受伤。第19分钟，津
门虎队宋岳出现拉伤无法坚持，导致球队只能被迫换人，之后海港队将
阵线前提，频频给津门虎队禁区施加压力，但是同样无功而返。
下半时开场后，双方仍是缠斗的局面，机会都不多，胶着状态下，

津门虎队又被意外打击，小将王政豪在防守拼抢中，右侧眉骨位置被
撞开裂，当时就血流不止，球队再次被迫作出人员调整的同时，王政
豪也由现场值守的救护车第一时间送去医院，进行了外科缝合手术。
随着时间逐渐消耗，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双方将以0:0结束比赛

的时候，补时阶段最后一刻，海港队抓住最后一次进攻机会，由吕文
君禁区前助攻后插上的张华晨推射得分，海港队进球后，当值主裁判
唐顺齐也吹响了终场哨。尽管面对的是整体实力明显高于自己的上
海海港队，但是以这样的方式输掉比赛，拼尽全力的津门虎队员们必
然感到失落，巴顿赛后接受采访时，失望地表示，最后一刻精力不集
中、出现了松懈，才被对手绝杀。
评价这场比赛本方队员表现的时候，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赞扬

队员们体现了顽强的斗志，一度看到了取得积分的希望，“但是足球比
赛就是这样，最后几秒钟，如果注意力集中，不出问题，结果会不同，但
是还是出现了问题”。今天下午，津门虎队将从大连返回天津短暂休
整，之后南下广州，在9月上旬，与广州城队和广州队进行两场比赛。

吴易昺和张之臻双双通过资格赛考验，职业生涯首
次闯入美网男单正赛，这是有史以来首次有两位中国大
陆男选手出战美网男单正赛，也是继2014年澳网（吴迪、
张择）之后再次有两位中国大陆男选手参加大满贯男单
正赛。接下来，他们将携手冲击中国男网在公开赛年代
大满贯正赛的历史首胜。
面对法国左撇子“怪球手”穆泰，吴易昺克服腹部伤

势影响，以7：6（5）、6：2获胜。这是他在本届美网男单资
格赛的第3场胜利，也是近期的13连胜。首次挺进大满
贯男单正赛，成为首位打进美网男单正赛的中国大陆球
员，创造历史的一刻，吴易昺依然很淡定。5年前横扫美
网青少年组的那个少年，如今将开启全新征程。正如赛
前他所说的，这一刻早就应该来了。“来之前就是想要闯
进正赛。这两天调整一下，做好准备。”吴易昺说。正赛
首轮，吴易昺将面对巴希拉什维利。
比赛3次因雨中断从而持续了近6小时之久，张之臻

克服了情绪波动和内心煎熬，保持了连贯的专注力和竞
技状态，以6：2、6：4战胜比利时球员贝格斯，首次挺进美
网男单正赛，也是继2021年温网之后再次从资格赛晋级
正赛。张之臻结束欧洲征程直接转战美网，熬着时差接
连赢下3场比赛着实不易。“打之前不知道是美网男子正
赛的纪录，胜利对我是一种肯定，确实很高兴。今天也非
常感谢袁悦，她开了好头。”正赛首轮张之臻将迎战范莱
特霍温。
袁悦今年温网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出战了个人职业

生涯的首个大满贯正赛。此番连赢12局以6：1、6：0横扫澳
大利亚球员英格利斯，首次挺进美网女单正赛，将对阵持外
卡参赛的澳大利亚球员弗里斯。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世锦赛女单半决赛，此前一直
是陈雨菲的“一道坎”。昨天，她又一次站在这里，面对自
己的“苦主”、中国台北名将戴资颖，陈雨菲顶住了压力，
15：21、21：14、21：18逆转，首次挺进世锦赛决赛。
这是继李雪芮2014年进入决赛后，时隔8年中国女

单选手再次挺进世锦赛决赛。第3次出战半决赛，陈雨
菲终于实现突破，她也肩负着终结国羽女单11年世锦赛
冠军荒的重任。陈雨菲目前世界排名第4，戴资颖世界
排名第2，这是陈雨菲继东京奥运会后再次战胜戴资
颖。决赛中，陈雨菲将迎战日本名将山口茜，后者2：0击
败韩国天才少女安洗莹。
女双半决赛中，陈清晨/贾一凡2：0战胜日本组合松

本麻佑/永原和可那，重演了去年世锦赛的一幕，朝着卫
冕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她们将在决赛中对阵韩国组合
金昭映/孔熙容。混双半决赛，郑思维/黄雅琼2：1战胜
王懿律/黄东萍，携34连胜第3次打进世锦赛决赛，将与
日本组合渡边勇大/东野有纱争冠。
男单半决赛，赵俊鹏0：2负于泰国新锐昆拉武特，后

者成为首位打进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员。

中国男网迎来突破时刻

文华奖展演在津演出第二阶段开启

京剧《母亲》创新舞台呈现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还衍
生出了“红学”，文化影响深远。今年恰逢中国
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出
版40年。近日，2022年新修订版《红楼梦》上
市。新版有什么变化？这么多年校注《红楼
梦》又有哪些故事？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40年发行近千万套

1953年，新中国的第一个《红楼梦》校注
整理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1981年
前，该社的《红楼梦》通行读本，以程乙本为底
本，由周汝昌、周绍良、李易校订标点，启功注
释。随着《红楼梦》早期抄本（尤以脂砚斋评
点本为代表）的不断被发现和研究逐步深入，
以更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早期抄本为底本
进行校注、整理、出版的工作，就提上了日程。

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介绍，
1982年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出版，又称新
校本，这是冯其庸、李希凡等20多位“红学”专

家历经7年艰辛工作的成果。其以早期抄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为前八十回底
本，程甲本为后四十回底本，校勘精细、注释
丰富，更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40年来，红研
所校注本已成为当代传播最广泛的《红楼梦》
通行读本，累计发行近千万套。

40年来，出版方和校注组不断收到读者
和学者的反馈意见与建议，1996年、2008年校
注组专家进行了两次全面修订。2008年修订
版将作者署名由延续了数十年的“曹雪芹、高
鹗著”，改为“（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
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就是总结、
吸纳“红学”成果的典型体现。

来之不易，来日可期

2022年新修订版《红楼梦》，由原校注组

专家和中国红楼梦学会、红楼梦研究所相关
学者等进行全面梳理修订。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员吕启祥是第一版校注组成员，也是历
次修订的重要专家。作为过来人和见证者，
今年86岁的她用“来之不易”和“来日可期”来
形容修订、出版过程，“校注组这么多师友已
离开，我相信，不断校注《红楼梦》这件事，是
对他们最好的纪念。不能说我们现在对各版
本的研究很够了，校订的原则要综合考虑本
子的真伪、早晚、优劣，因为对本子源流认识
不同，所以有不同的见解和取舍。”

吕启祥介绍，此次修订主要是依据底本、
改正错误、增加注释条目，“这次修订的一个
原则就是尊重底本，比如不用‘服侍’用‘伏
侍’，不用‘慢说’用‘漫说’等等，只要底本可
通，就尽量恢复底本。”

《红楼梦》是百科全书，吕启祥说，“衣食
住行、诗词歌赋、天文地理都有，哲学的、美学
的、宗教的、民俗的东西也都在里面，所以，
《红楼梦》的注释真是很难做得好、做得精。
囿于见闻有限，这次也有很多意见，我们没有
采用，因为要慎重、要再研究，这也是今后可
以提高的一个空间。”

更接近原著面貌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22年修订工作
重要专家顾问陈熙中介绍：“校注是很难的，
不是一般人想象的抄字典就行了。曹雪芹喜
欢用方言俗语，南北都有，这增加了注释的难
度。很多注释，到现在还解决不了，学界还有
争论。”

为什么要不断校勘《红楼梦》？中国红楼
梦学会会长、2022年新修订版召集人张庆善
说：“目的就是为了更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
貌，给读者提供最好的通行本，引导大众品读
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致敬为传播经典付出辛
劳的前辈学人。”

2022年新修订版《红楼梦》亮相 专家讲述40年校注故事

致敬前辈学人 引导后人品读

“苦情营销”不灵了

文化时评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为庆祝中国和以色列建交30
周年，2022首届“双城故事”文化交流摄影展日前在天津
美术馆开幕。

此次展览由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特拉维夫中国文
化中心共同主办。今年，双方共同策划了“欢乐春节”系
列活动之“风雅颂”线上民族音乐会、“‘犹太人在中国’图
片展──天津篇”、天津非遗技艺手工体验课等活动，让
更多以色列民众体验到天津城市文化魅力，进一步感受
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此次摄影展通过中以两国摄影师的视角，用影像抓
住两国特有文化精髓，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双方的鲜活故
事、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多元的人文风情，以及经济社会发
展成就和合作成果。展览将持续至9月12日。

“双城故事”文化交流摄影展举办

■ 本报记者 张钢

“古天乐一天看20次票房，10年努力，结果令人心

酸！”“这世界就是这么残酷，努力10年就是没有回报。”

近日，一则有关《明日战记》的短视频在各大平台刷屏，引

发网友关注。与此同时，动画片《冲出地球》也在宣传时

大打苦情牌，短视频以“路演影厅空无一人，动画导演强

忍眼泪”为文案，描绘出影片耗费了诸多心血却无人问津

的凄惨。对于这些“苦情营销”，网友并不买账。

“苦情营销”由来已久。2008年周星驰自导自演的

《长江七号》上映期间，“我们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成

为一句网络流行语。因为周星驰大部分经典电影都是

拍摄于2000年以前，那时候观众都是通过音像制品观

看。基于这份情怀，“欠票”的说法得到了许多观众的

认可。此后，他执导的《西游降魔篇》《美人鱼》以及监

制、编剧的《西游伏妖篇》先后上映，“欠票”声音也不断

被提起，这些作品票房虽然不低，但口碑却在不断下

滑。“欠票”营销方式逐渐乏力，观众也开始意识到，不

再欠周星驰的电影票了。

“欠票”营销方式的成功，令很多电影宣传方竞相模

仿，直至演化为各种“苦情营销”。近几年，制片人下跪求

排片、演员拍片受伤等新闻不断爆出，片方打着“努力的

人不该被辜负”的旗号，让观众为其电影买单。

“苦情营销”之所以能对票房起到一定拉动作用，是

利用了观众的同情心，用悲情因素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共

鸣，但这个方式不能被滥用。没有内容，只有苦情，时间

长了，留下的便只有对观众同情心的透支，以及对演员个

人尊严和信誉的伤害。观众的同情心被耗尽，便会产生

厌恶心理，引发不满与抵制。“对不起，我只是个喜爱电影

的观众，我不欠任何人的票钱。”“不去买你的票，我就成

‘老赖’了吗？”

想方设法打苦情牌去掏观众的口袋，真不如踏踏实

实在题材、剧本、表演方面下功夫。能够支撑起一部作品

票房和口碑的，归根结底还是好的内容。

图片提供：津门虎俱乐部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
昨日，由武汉京剧院责任有限公司创演的
京剧《母亲》在我市武清影剧院精彩上演，
开启了此次文华奖展演在津演出第二阶段
的序幕。全剧以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创新呈
现方式，勾勒出“革命的母亲”葛健豪敢于
冲破封建束缚、豪气不凡的一生，传递出动
人的精神力量，令天津观众领略了武汉京
剧的风采。

京剧《母亲》讲述葛健豪年过半百远渡
重洋求学，踩着一双小脚走向世界，并培育
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等杰出子
女的故事。编剧赵瑞泰，导演史记，“二度
梅”得主刘子微领衔主演。

演出当天下午，剧场后台有条不紊。
正在化妆的刘子微对妆容精益求精，力求
完美。她说：“我跟天津很有缘分。1988
年，我主演的第一部大戏《洪荒大裂变》就
来到天津演出。时隔34年再次来津，我想
用最好的状态、最饱满的情绪演好葛老太
太这个人物，另外我也希望让大家看到：京
剧也可以这样演。”

昨晚演出大幕一开，雅致的舞台呈现
令人耳目一新。全剧故事紧凑，高潮迭起，
通过休夫返乡、半百考学、携子留洋、创办
女校等7个片段，艺术地展现了葛健豪传
奇的一生，更讲述了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中国最先觉醒的一批仁人志士，是如何与

封建礼教斗争，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以及党
的红色力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的历
史必然。

剧中刘子微的表演情感充沛，张弛有度，
生动塑造了有个性的葛健豪。她以戏曲“跷

功”表现小脚老太太形象，还有踩跷跳绳、跳
舞等难度动作，给人物增添生活气息，也彰显
了演员艺术实力。

作为一台新编剧目，该剧积极在京剧现代
戏的创作、守正创新的探索道路上努力。剧中
不仅有戏曲的传统程式，更吸纳了歌剧、话剧、
舞蹈等诸多元素，令演出更富有感染力。剧中
加入交响乐团伴奏，以恢弘饱满、细腻动人的
音乐渲染舞台情境。在唱段中加入歌队，发挥
叙述者、评判者的功能，增加了厚重感。剧中
还运用了影视化的表现手法，如向警予被捕的
情景，利用光影快速切换，配合群舞和音乐渲
染，回放了向警予与同志接头、传递情报、被特
务包围、入狱等情景。新颖又引人入胜的京剧
舞台呈现方式，收获了天津观众热烈的掌声。

据悉，该剧今明两日继续在津演出。同
时，此次展演第二阶段演出花鼓戏《山
那边人家》、莆仙戏《踏伞行》也于今明
两日亮相。

新华社发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欢迎光临》第1、2
集 张光正、王牛郎、陈精
典是努兰酒店礼宾部同组
的门童。酒店地下一层的
员工宿舍阴湿，为了能有
点自己的空间、能晒晒太
阳，三兄弟决定一起搬出
酒店宿舍。三人合租了酒
店附近老小区吉丰东里的
一套一居室……

天津卫视19:30

■《我和我的三个姐
姐》第33—35集 许宝来
在酒厂干活时，突然被要
账的黄建明堵在门口，原
来乡下酒厂的房子是齐
厂长租来的，并且已经欠
了三年租金。知道真相
的许宝来和大姐相互埋
怨，二人一时间无法面对
这突发情况。因为许宝
来离开酒厂，产品出现质
量问题，赵金志只能前来
质问杨百万，发现杨百万
压根就不想投资酒厂，两
人彻底翻脸……

天视2套18:15

■《孝子》第11、12
集海洋劝水灵打掉孩子，
水灵告诉海洋小水不是范
垒的孩子，是张亦松的孩
子。范垒为了水灵，答应照
顾小水和水灵。知道实情
后的海洋、谢言，支持水灵
生下这个孩子，水灵十分感
动。老太太坚持带猫猫上
坟，谢言没办法拒绝。上坟
回来后，老太太让谢言给猫
猫洗澡去去寒气。猫猫半
夜高烧，一家人急忙带着孩
子去医院……

天视4套21:00

■《相声大会》本期
“了不起的天津技艺”的主
题跟纸有关、跟风有关，也
跟绘画有关。这期的主角
是风筝。节目邀请了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风筝魏
的第五代传人魏博文，讲
解展示风筝的魅力。本场
的三段相声也非常精彩。
高崇浩、温博演绎《巧对楹
联》，马博瑞、李火炎带来
《计中计》，蓝天铄、肖权奉
上《匆匆那年》。

天视2套20:30

■《非你莫属》本期
节目迎来了一位热爱唱歌
的求职者，她的孩子小时
候经常生病，生活压力很
大，是音乐拯救了她。此
次，她寻求销售或直播带
货的岗位，能否求职成功？

天津卫视21:20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欢迎光
临（1、2）

21:20 非你莫属
天视2套（103）

18:15 剧场：我和我
的三个姐姐（33—35）

20:30相声大会
天视3套（104）

17:30 剧场：儿女的
战争(6、7)

19:00 剧场：血染风
采(19—22)

22:00 剧场：壮士出
川(25、26)

天视4套（105）

21:00 剧 场 ：孝 子
（11、12）

天视5套（106）

18:02 旗开得胜十周
年特别节目

天视6套（107）

18:30 警方报道
19:20 法眼精编
20:10 百医百顺
21:00 生活黑科技
天津少儿（108）

19:08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