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暨第十七

届文华奖参评剧目展演（戏曲类），于8

月22日在津拉开帷幕。至今，已有十

余部不同剧种、不同题材的剧目通过

线上线下的方式与戏迷观众见面。这

些近年来新创作的戏曲剧目，不仅故

事角度鲜活，更用新的技术、新的手

段，带来各具特色的新颖舞台呈现，不

禁令人赞叹：戏曲也能这样演。

戏曲艺术在中华大地流传千百

年。“古老艺术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新

生机”一直是新时代戏曲人研究探

讨、实践探索的话题与课题。对于

“一桌二椅”“水袖玉带”“程式化”的

传统戏曲艺术来说，在演绎现代剧

目、现实题材剧目方面确实存在一

定难度。曾几何时，一些新编戏曲

“话剧加唱”的模式就受到诟病。然

而时至今日，通过众多戏曲人以守

正创新为方向的不断努力，让人不

断看到古老戏曲在当代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此次“十三艺节”

中的戏曲剧目尤为亮眼。

戏曲展演，“新”字当头。首个

亮相的彩调剧《新刘三姐》，让熟悉

了“山歌好比春江水”的观众们耳目

一新。从曾经的“脚下葡萄藤、手中青

竹竿”，到如今的“脚踏平衡车、手执红

纸伞”，《新刘三姐》更新装备，把壮乡

新时代故事的“新酒”，装进了广西优

秀的歌圩文化的“旧瓶”，在“今天有过

去、远古有今天”的气韵中，讲述绿水

青山、脱贫攻坚的时代故事。

评剧剧种以“接地气”“大众化”见

长。评剧《革命家庭》就利用剧种优

势，别具一格地展现红色题材剧目。

“起名字”“学写字”“剪头发”这些主人

公方承与丈夫的日常生活跃然于舞

台，旧社会乡村姑娘的思想解放与革

命理想，就孕育并生长在相濡以沫之

间。通过鲜活且跳动的“人”，真挚又

豪壮的“情”，折射出革命者精神信仰

的情感内涵。戏曲化与生活化融合的

表演，歌舞化的导演手段、舞美设计

等提升了剧目的品质与品位。

曾经，有些戏曲创作因急于突破而

“走味儿”，导致一些老戏迷对“大制作

新编戏”有所成见。而京剧《母亲》则打

破了这种成见。剧中情节紧凑、高潮迭

起，创新的舞台呈现，不仅有戏曲传统

程式，更借助歌剧、舞蹈、交响乐等诸多

艺术元素，带来更大的感染力、冲击

力，令全剧拥有如剧中母亲“葛健豪”一

样强健、豪迈的气势。由此可见，当新

手段服务于戏曲本体艺术，服务于情

节、人物、主题，大制作新编戏也可以很

好看，其时尚感也能拉近年轻观众与传

统艺术的距离。

可以“大制作”，也能“小清新”。花

鼓戏《山那边人家》以和剧种特色相得益

彰的轻松笔法，在戏曲舞台写下一首清

新、纯美的田园诗。农村的新婚风俗，犁

田的劳作场景，禾场上星空下扇着蒲扇

唠唠家长里短……观众看得津津有味，

直播评论区里一片“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的感慨。淳朴真实的生活，既是乡音乡

韵的情怀，也是剧中作家周立波的创作

灵感与动力，展现了文艺工作者“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的时代画卷。

戏曲艺术要传承，更要发展。继承

传统不是埋头墨守成规，发展创新也不

是一味标新立异。当新时代戏曲人夯实

了传统的“地基”，脚踏实地，“学古不泥

古、破法不悖法”地投入创作，定会有更

多当代风格与传统意蕴一气贯穿的

“琼楼”屹立于新时代戏曲百花园。

中国女篮获U18亚锦赛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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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申炜）尽管中国男
足本年度内不会安排集训和热身赛，
但中国足协已经开始考虑落实新一届
国足教练团队的选任工作。在李霄鹏
大概率离开的背景下，新帅人选将在
熟悉中国足球的外籍教练中产生。
世预赛12强赛结束之后，主教练

李霄鹏似乎也消失在了外界的视野
中。由于本年度中国男足没有安排集
训和热身赛，因此李霄鹏的去留都只
是外界的猜测，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在东亚杯的比赛中，中国足协派出了

扬科维奇率领的中国男足选拔队，最终
获得第3名。不过扬科维奇本人对于执
教中国男足的态度并不坚决，执教中国
国奥队才是他所期望的。
目前，中国足协已经开始考虑年内落

实新一届国足教练团队的选拔工作，这也
意味着李霄鹏将会大概率下课。从目前
情况来看，新帅人选被定义为“熟悉亚洲
和中国足球”，甚至提到了前江苏苏宁队
主帅奥拉罗尤的名字。奥拉罗尤目前执教
阿联酋的沙迦FC，而且年薪很高，相关谈
判的难度会非常大。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阿瑟·阿什
球场见证了美网新王的诞生，经过3
小时20分钟4盘激战，赛会3号种子
西班牙新星阿尔卡拉斯6：4、2：6、7：6
（1）、6：3战胜5号种子挪威名将鲁德，
第2次出战美网正赛便夺冠，并成为
ATP史上最年轻的男单世界第一。
19岁的阿尔卡拉斯与23岁的鲁德

上演巅峰对决，这是自1990年桑普拉斯
（19岁）对阵阿加西（20岁）之后，美网男
单决赛第二年轻的阵容。阿尔卡拉斯
成为继1990年桑普拉斯之后，公开赛年
代第2位在20岁以前便夺得美网男单
冠军的球员。这是他职业生涯巡回赛
单打第6冠，也是第2个硬地巡回赛男
单冠军，职业生涯3战鲁德保持全胜。
19岁又4个月的阿尔卡拉斯成为

ATP史上最年轻的世界第一，打破了
休伊特在2001年11月19日创造的20
岁又9个月的登顶纪录。在“90后”
“95后”尚未跨过“80后三巨头”把守
关卡的当下，阿尔卡拉斯直接将男子
网坛快进到了“00后时间”。“成为世
界第一，夺得大满贯冠军，这是我孩童
时的梦想，也是我一直在努力要达成
的目标。现在对我来说是特殊时刻，
我永远不会忘记夺冠的那一瞬间。”
鲁德大满贯赛场面对Top10球员

6战全败，继今年法网决赛不敌纳达
尔之后再次获得大满贯男单亚军，他
承认阿尔卡拉斯是天才型球员。他表
示，排名世界第二可以激励自己继续
努力，去追逐大满贯冠军和世界第一
的终极目标。
赛会3号种子捷克组合克雷吉茨科

娃/西尼亚科娃3：6、7：5、6：1逆转本土组
合麦克纳莉/汤森德，职业生涯首次夺得
美网女双冠军，就此解锁女双金满贯成
就，这是二人今年拿下的第3个大满贯
冠军，也是合作以来的大满贯女双第6
冠。女双即时排名西尼亚科娃重返世界
第一，克雷吉茨科娃则排名第二。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U18女篮亚
锦赛日前在印度班加罗尔落幕，中国队
在决赛中55：81负于澳大利亚队，无缘
6连冠。李文霞入选赛会最佳阵容。
中国队接连负于中国台北队和日

本队，名列小组第3，糟糕的表现引发外
界质疑。主教练李昕谈及失利时声音
一度哽咽，她主动承担输球责任，也表
述了青训人才匮乏以及青训水平低下
的实际困难。“参赛的2004年这批球员
已经停滞很久了，要通过两个半月的时
间备战这届赛事，难度非常大。”
4强附加赛中，没有退路的中国队

顶住压力，70：53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并
收获明年U19世青赛的门票。半决赛，中
国队54：51险胜日本队，成功挺进决赛。
本场比赛中国队在篮板上赢了对方5个，
但高达20次的失误导致末节被追近比
分。决赛对阵澳大利亚队，中国队全场被
对手压制，最终55：81告负获得亚军，连续
6届夺冠的纪录就此终结。
澳大利亚队的贾弗曼斯荣获本届赛

事MVP。中国队的李文霞入选了赛会
最佳阵容，她出战6场比赛，场均得到
15.2分，排在赛会第3位，场均还贡献6.3
个篮板、1.8次助攻和2.2次抢断。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2022书香天
津·读书月期间，市全民阅读办通过“书
香天津”微信公众号，分期为读者推荐
津版精品图书，让读者与好书相遇。
继首期推荐12种图书之后，第二

期为读者推荐以下16种精品津版图书：
《“三个着力”领航天津》《走向人类文明
新形态》《社区中国》《海错图译注（全三

册）》《茅盾讲中国神话》《段纪夫中国古代
寓言故事》《童梦重温——那些年我们玩
过的游戏》《独居冰岛的一年》《2021年中
国女性文学选》《无声之辩》《和三十岁的
女朋友谈一谈》《中华汉字传奇》《鲁迅全
集补遗》（第三版）以及“我与孙犁”丛书、
“诗词格律三书”插图版、《明闵齐伋辑刻
〈会真六幻〉》（附闵刻《西厢记》彩图）。

本报讯（记者 张帆）近日，由市群
艺馆主办、各区文化馆（宫）书画院承
办的“津沽秋韵·群文溢彩”天津市优
秀书法作品展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
式推出，市民可在天津市群众艺术馆
微信公众号先睹为快。
此次展览汇聚了我市老中青书法

家及书法爱好者创作的60余幅书法作
品，参展作者有在国家级展赛上多次入

展获奖的书坛名家，也有在市级书法活动
中充当主角的青年精英，还有近几年从专
业院校步入社会的书法工作者。不同年
龄层次，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书体书风，共
同书写着豪迈情怀和美好祝福，字里行间
传达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此展是我市书法创作成果的一次
集中展示，也是书法家携手为市民奉献的
一场文化盛宴。

本报讯（记者 张帆）“总要
去一次津南吧，尝一口香喷喷
的小站稻米……”在“你好，天
津”网络短视频大赛第二个赛季
的入围作品中，参赛者高文昭创
作了短视频《待春暖花开，总要
去一次津南》，生机勃勃的画面
搭配娓娓道来的旁白，呈现出津
南区欣欣向荣的生态美景。
今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疫情降临津南，天津也成为第
一个迎战奥密克戎的城市，在抗
击疫情最关键时期，大家相互配
合、相互加油，迎接新春的到
来。“就是在那时有了制作一个
给人希望的视频的想法，用到一
些自己之前拍的素材，与另外一
位同事一起做出了这个短视
频。”高文昭说。

2022书香天津·读书月

第二期津版精品图书推荐
把对城市的爱

装进镜头中

“津沽秋韵·群文溢彩”优秀书法作品展开展

帮助贝里奇缓解压力 精选强将昨抵郑州

津门虎再战客场寻突破

本报讯（记者 顾颖 摄影 刘欣）
昨天晚上，天津津门虎队一行乘坐高
铁抵达郑州，开启了本赛季中超联赛
第18轮属于自己的又一次客场行程，
对手是河南嵩山龙门队。
结束了广州之行，津门虎队是9

月 10日下午飞抵天津的，到昨天下
午再出发，前后“在家”仅仅48小时，

其间还安排了两次正常训练。昨天
下午，球队从天津西站出发，乘坐高
铁前往郑州，抵达后又完成了一系列
防疫程序，晚间在赛区指定酒店安顿
下来。
在与广州队的比赛中射失点球，

让前锋贝里奇一度陷入舆论的漩涡，
最近两天，不仅外界关注他的状况，
包括教练、队友们，也在以各自不同
的方式对贝里奇表达着支持与鼓
励。主教练于根伟专门开导贝里奇，
那样艰难的一场比赛能够站到点球
点去主罚，很清楚他承受了巨大的压
力，这种失误实际上有过比较多点球
经历的球员几乎都出现过，作为一名
比赛经验丰富的成熟球员，出现了失
误之后，一定要把自己的内疚以及外
界的批评都当作动力，尽快调整好状
态，迎来属于自己的爆发，才是当下
应该做的。
从昨天训练的情况看，贝里奇的

投入度很高，守门员组的队友还专门配
合他完成了几次点球点射门，寻找脚感
倒在其次，更主要的是，大家都知道贝里
奇需要一些洞穿球门的感觉，来帮助他
进一步走出射失点球的阴影。
据了解，考虑到与河南嵩山龙门队

比赛之后，球队将在其他一些队伍补赛
的过程中，有一个两周多的间歇期，郑州
之行是“快去快回”，因此，津门虎队昨天
并没有全员出行，而是只圈定了具备出
场条件、能够进入大名单的球员出征客
场。出发前，教练组已经告知队员们，此
役过后，球队会有一个小假期，让大家缓
解近期积累的疲惫，也希望大家能够放
下5轮不胜的心理包袱，轻装上阵和本
赛季人员班底深厚、作战能力很强的河
南嵩山龙门队对垒，争取取得一个好的
结果。
在郑州停留期间，津门虎队将全封

闭管理，今天到航海体育场适应场地，是
唯一一次赛前训练。

本报讯（记者 赵睿）北京时间9
月11日凌晨，加盟瑞士草蜢女足的张
琳艳迎来留洋首秀，瑞士杯第一轮
10：0横扫图西斯·卡齐斯女足，张琳
艳奉献1球4助攻。
张琳艳加盟草蜢俱乐部以来，已

经打完两场瑞士女超联赛，没有进入
比赛大名单，直到与业余球队的杯赛
才有了展示的机会。本场比赛由于对
手太弱，草蜢女足派出的几乎都是打

比赛机会较少的球员，所以张琳艳的高
光表现并不能确保她成为联赛的主力，
“川妹子”和她背后的某品牌赞助商应当
以此为契机，积极地争取改变处境。
国脚杨莉娜已非常接近加盟法甲

女足巴黎圣日耳曼，与刚刚转会成功
的李梦雯成为队友。26岁的肖裕仪也
基本确定留洋。如果杨、肖的留洋都
能成行，已知的中国女足海外军团将
达到11人。

国足选帅瞄准外教

张琳艳留洋首秀进球 跻身主力还需努力

美网男单赛场

迎来“新王”登顶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

守正创新 戏曲也能这样演
刘莉莉

“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云上倾听经典诗词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河西区图
书馆日前在读者微信群举办了“强国
复兴有我——我们的节日·中秋”暨

“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经典诗词云
上诵读会，吸引了众多读者在线聆听。
活动中，该馆悦读之家学雷锋志愿

者朗诵了《写给母亲的诗》《党的二十大
之歌》《站在十月的国土》等诗歌，抒发了
爱国、思乡和期盼团圆的美好愿望。

荧屏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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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欢迎光临
（33、34）

天视2套（103）

18：15 剧场:继父回
家（8—10）20：30艺品藏
拍

天视3套（104）

17:30 剧场：继母后
妈（6、7）19:00剧场:苍狼
(15—18)22:00剧场:小妮
扛枪(22、23)

天视4套（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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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视5套（106）

18:55 直播:体坛新
视野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法眼大律师20:10 百医百
顺21:00 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19: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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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临》第33、
34集 王牛郎帮着佟娜娜
跑前跑后，这天他帮着佟
娜娜修完了水管，佟娜娜
拿出了一个蛋糕，庆祝她
的离婚证下来了。王牛
郎表示祝贺，但佟娜娜对
王牛郎说，她自己还有一
件心事……

天津卫视19:30

■《继父回家》第8—
10集 早已等在校门外的
司徒想让嘉嘉和嘉木见
见世面，便带他们到一个
摄制组参观，碰巧有一个
出镜的机会，在司徒的力
荐下嘉嘉获得这次机
会。嘉嘉的演技获得了
导演高度赞许，并承诺给
嘉嘉拍戏机会。回到家，
嘉嘉在吃饭间隙跟丁洁
说出了自己不想参加高
考，想去演戏的念头，不料
被丁洁一口否决了……

天视2套18:15

■《女人的颜色》第
6、7集 蒋明宇拿着一箱
子钱，一开始姚母顾及女
儿的幸福不肯接受，后来
禁不住蒋明宇的劝说还
是拿了钱。叶静宜说结
婚以后搬去跟王母住，王
进对叶静怡的贴心十分
感动。王家的聘礼十分
寒酸，叶母觉得委屈叶静
宜了……

天视4套21:45

■《艺品藏拍》今天
的节目，持宝人和推荐官
带来了几件形神兼备的
器物，让我们一起来饱饱
眼福。第一件藏品被持
宝人的朋友们调侃为明
代的烟灰缸，他特意拿
来，就是让专家给予点
评。第二件藏品虽然是
持宝人在国外的跳蚤市
场上淘来的，但怎么看都
像是中国的器物。第三
位持宝人拿来了家传的
玉器，但它到底是做什么
用的，他毫无头绪。第四
件藏品堪称另类，对它的
用途，更是议论纷纷。

天视2套20:30

■《今日开庭》这场
官司说来比较普通，就是
夫妻间有矛盾，然后对簿
公堂了。但是因为原告的
诉讼请求，这场官司又不
那么普通了……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