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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儿艺木偶剧《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在网络展映——

传统木偶如何拥有新表达？
新赛季联赛出征仪式举行

天津女排冲击联赛第15冠

上半时先进球、下半时被对手
逆转，足球比赛中，这样的过程，总
会令教练和球员们有些意难平。
因为刚刚在与浙江队的交锋中，
经历了如是失败，所以，昨天除了
常规恢复性训练，天津津门虎队
教练组刻意提醒大家，要把沮丧
的心情放下，做好接下来11月3
日与山东泰山队比赛的备战，这
场比赛同样要做到全力以赴。
昨天再追问津门虎队下半时

几分钟内的两个连续失球，主教练
于根伟做了简单的梳理：“看了比
赛大家都能知道，上半时浙江队运
动战不多，基本是阵地进攻，包括
定位球很有威胁。安杜哈尔的伤
刚好，赛前表达了很强的登场欲
望，下半时一开场换上安杜哈尔，
就是希望他能对球的落点有更好
的控制，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输在了
对手的定位球和边路传中。实际
上控制对手的边路传中，我们一直
比较注意，就那么一次，稍微出现
了漏人和顶上去稍慢，一瞬间，机
会就给了对方。”于根伟同时表示，
赛程密集，总结之外，尽快调整和恢
复，把关注点集中到下一场最重要。
据了解，因为轻度拉伤没能出

战与浙江队比赛的贝里奇，这两
天都在抓紧恢复，存在赶上与山
东泰山队比赛的希望。王秋明中
途伤退主要还是旧伤反复，累积4
张黄牌，他也无法参加和山东泰
山队的比赛，不过正常情况下，应
该可以赶上11月7日与河北队的
比赛。这两天，津门虎队将留在天
气状况比较适宜的海口备战，11月
2日飞赴济南。 本报记者 顾颖

本报讯（记者 梁斌 摄影 崔跃

勇）2022—2023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
赛将于11月10日揭幕。天津渤海银
行女排新赛季出征仪式昨天下午在
我市复康路体育训练基地排球馆举
行，全队计划于11月7日启程前往广
东江门赛区，向球队第15个联赛冠
军发起冲击。
出征仪式上，随着李盈莹、王媛

媛、王艺竹等国手的回归，在天津女排
主教练王宝泉的带领下，队员和教练
员逐一登台亮相。随着队长姚迪接过
队旗奋力挥舞，天津女排也正式吹响
了征战新赛季联赛的号角。对于新赛
季联赛，王宝泉坦言，虽然面临很多困
难和挑战，但球队会力拼每个对手，向
联赛第15个冠军发起冲击，“目前在
津训练的队员整体状态不错，像李盈
莹、王媛媛、王艺竹这几名国手刚刚归
队，她们还需要时间去恢复，体能和力
量训练都需要加强，希望她们在调整
好身体状态的基础上，尽快融入球
队。今年联赛第一次放开了外援政

策，天津队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像
引进多名外援的北京队、山东队和深
圳队整体实力较强，是联赛冠军的主
要竞争者。球队要多做应对困难的准
备，力拼每个对手。”王宝泉认为第一
阶段的比赛对于球队来说是最困难
的，“全队要尽快调整好状态，齐心协

力把联赛的开局打好。”
出征仪式结束后，“津诚所至 协作

同甘——2022东西部协作女排明星公
益赛暨消费帮扶电商直播活动”在排球
馆举行，天津女排进行了三局队内分组
对抗赛，同时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助力
公益事业。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日前，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创排
的木偶剧《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入选
“2022北京影偶艺术周”，与诸多国内
外偶剧一同在网络展播。这部既有传
承又有发展的剧目引发了“传统木偶
当下创新探索”的话题。

传承文脉突破传统

“新三打”别具一格

1976年，天津木偶剧团建团，排
演的首台木偶大戏《三打白骨精》
大受欢迎。1985 年，木偶剧团扩建
为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又相继排
演了不少优秀木偶剧。天津儿艺
2018 年创排的新一版“三打”正是
传承了当年天津木偶剧团的开台
大戏文脉。
天津儿艺副团长王勇介绍，《西

游记之三打白骨精》在“偶”的表演形
式上有两个突出的新：“以往杖头木
偶是把偶举过头表演，而这部戏沿用
天津儿艺所创的表演形式‘托
偶’——将偶放在人的胸前表演，演
员藏在偶的后面，这样一来，人的腿
就是偶的腿，使人与偶更加统一。同
时，打开传统木偶表演的挡幕，利用
挡幕变化带来舞台、空间的变化，打
开了剧目的空间感。”
这部剧中，不仅有造型各异的

偶，还有奇幻的舞台效果、精心创作
的歌曲和舞蹈，同时借助许多戏曲
表达方式，人偶同台、载歌载舞，具
有很强感染力，凸显了民族文化特
色。北京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杨乾武
评价，这部戏在偶的艺术上进行了
全方位探索，作为突破传统的新作
品很有代表性。

以传统为中心兼收并蓄

木偶也有新表达

放眼当下的戏剧创作，不仅是儿
童剧，许多戏剧作品都在借助“偶”元
素。为什么“偶”如此受青睐？《西游
记之三打白骨精》的导演马路表示，
舞台艺术充满想象力，一个演员的技
艺和表现力再高，有些舞台上的象
征、比喻、夸张，终究表达不出来。但
偶的假定性和陌生化效果远远大于
真人，用偶来呈现这些艺术想法就能
特别接近。当偶与人同台，各自的色
彩也会更加绽放。所以，偶不是“小
儿科”，而是在舞台戏剧表演上一门
独特的、不可或缺的艺术手段，是形
成完整戏剧真人表演和假人表演的
两只翅膀之一。
中国木偶历史悠久，耍长绸、舞

剑、写字等很多传统绝活儿让人叹为
观止。而在艺术形式愈发丰富的当
下，中国木偶人也在思考传统木偶的
新表达。马路认为，要秉承“以传统为
中心兼收并蓄”的创作理念，用新的表
达、多种艺术结合来呈现木偶艺术。

绝不能丢掉自己的传统表演技术，因为
这是中国木偶千年历史的积淀。偶戏，
是以偶为工具表达人类情感及哲理的戏
剧。偶，是制作者或操偶者将人的情感
思想注入、显现生命形态的物体。所以，
我们在传承技艺的基础上，更需提升理
解，重视哲理渗透和故事深厚，思考如何
让技艺服务于戏剧表达，把技术层面与
展示人物心灵相结合。

拓展认知

在传统偶技艺中探索

以木偶剧团起家，又经数十年的儿
童戏剧创作，天津儿艺将“偶”元素融入
儿童剧或话剧中，形成人偶同台、人偶结
合的独特风格。无论是《西游记之三打
白骨精》，还是去年该团创作的音乐偶剧
《没头脑和不高兴》，都广受好评。王勇
表示，我们既要有原汁原味的传承，也要
有适应当代审美、守正创新的今人表
达。目前，团内新创排的小型木偶剧目
《西游歪传之火灵珠》即将与观众见面，
还有讲述哪吒闹海故事的剧目也在计划
中。未来将继续努力拓展对偶的认知，
在传统偶技艺基础上进行新探索。

本报讯（记者 张帆）由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出品的网
络音频节目《见证新时代·新物心声》
将在各视听平台、双微传播矩阵上线
展播。
新时代的十年，全国革命文物工

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特别是在征集
新时代物证、举办新时代主题展览、讲
好新时代故事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和广
泛影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文
物局聚焦新时代、新发展、新物件，联

合出品网络音频节目《见证新时代·新
物心声》，围绕反映新时代伟大实践和
伟大成就的代表性新物件，精心录制
兼具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的网络音
频作品，并通过上百家主流媒体及新
媒体平台让“新物”表“心声”，以真人、

真事、真情实感讲好新时代故事。
《见证新时代·新物心声》围绕“新时

代伟大成就”主题，从新时代“新物件”这
个小切口出发，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网络
音频形式，生动展现十年来的变革性实
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近日，“生
命赞歌”——88岁老画家杜明岑画胡
杨作品展在线上展出。
杜明岑从2009年起多次深入西

北地区，特别是赴新疆开展“寻踪大
营客之路，墨洒戈壁滩之情”的采风
写生之旅，涉足当地50多个乡镇的
自然、人文景观，获得大量创作素
材。他不仅用3年时间创作完成了

30米白描长卷《赶大营风云录》，而
且完成了以大美新疆为主题的百余
幅写生作品，其中大部分为胡杨主
题作品。
此次展览展出了杜明岑所作的

50余幅以胡杨精神为主题的作品，

包括《胡杨魂》《胡杨雄风图》《雪夜风
韵图》《胡杨侧畔驼铃声》等。此外，
组画《老树根弥壮，枯木艳阳秋》系列
和丈二巨制《丝路胡杨驼铃声》也是
具有特色的力作，讴歌了胡杨的顽强
生命力。

《见证新时代·新物心声》即将开播

让“新物”表“心声”

文化观察

“生命赞歌”作品展线上推出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晚，在
2022—2023赛季中国男排超级联赛
第一阶段首站B组的比赛中，天津食
品集团男排以0：3不敌卫冕冠军上
海男排，遭遇球队赛季首败，3局比分
为22：25、24：26和18：25。今天17:00，
天津男排将对阵湖北男排。
此役，天津队的首发阵容为主攻

外援帕夫洛维奇、袁党毅，副攻张昕
宇、杜昊昱，接应罗壮，二传毛天一，
自由人徐朋和易腾龙。首局后半局，
天津队开始发力，一度将比分追至
21：22。而上海队凭借更好的整体表
现，以25：22赢下首局。第2局，天津
队进入状态更快，以10：5领先。中

局阶段，上海队加强针对性拦防和发球
的攻击性，以16：12领先。而天津队此
后顽强地将比分追至 23 平。局末阶
段，经验丰富的上海队把握住机会，以
26：24再胜一局。第3局，上海队用颇
具攻击性的发球有效冲击天津队的一
传体系，并频频抓防反机会得分，中局
阶段拉开分差，最终以25：18赢下制胜
一局。
本场比赛，天津队在第 2局的表

现可圈可点，面对实力不俗的上海
队，球队在比分落后的局面下顽强追
分，并以 24：23 率先获得局点。如果
机会把握得更好些，天津队有可能赢
下本局。

2022年WTT世界杯决赛昨天在
河南新乡落幕，孙颖莎以4：3力克陈
梦，王楚钦以4：2击败日本球员张本
智和，国乒两位“00后”选手均是继
WTT澳门冠军赛后背靠背夺得单打
冠军。
孙颖莎和陈梦一路战至决胜局，

在10：7拿到赛点的情况下，被陈梦追
至10：10平。孙颖莎顶住压力连拿两
分，以12：10锁定胜局。孙颖莎还不
满22周岁，有着广阔光明的前途。早
在竞争东京奥运会资格时，张怡宁等
专家组成员就公认孙颖莎的心理素质
稳定，称之为“是无法复制的”。11月
4日，孙颖莎将迎来自己的22周岁生
日。从成都世乒赛女团到WTT澳门
冠军赛再到WTT新乡世界杯决赛，

三连冠是她送给自己的生日厚礼。就像
她赛后说的那句，下一个赛场见！如今
的每一步成长，都是迈向巴黎奥运会的
铺垫。
月初的成都世乒赛男团半决赛，王

楚钦以1：3遭张本智和逆转，那也是国
乒在成都丢掉的第一分。时隔 20 多
天，二人在WTT世界杯决赛男单决赛
中再度狭路相逢。赛前，王楚钦就曾表
示，每一站比赛都是新的开始，怀着一
颗平常心，以挑战者的身份去拼张本智
和。在8：11先失一局的情况下，王楚
钦顶住压力以4：2逆转。就像局间秦
志戬教练现场指导时强调的，“决心和态
度，要坚决出手”，王楚钦做到了。成功
实现对张本智和的“复仇”，王楚钦用行
动为自己正名。 本报记者 苏娅辉

男排联赛激战正酣

天津队0：3不敌上海队

国乒“00后”闪耀WTT赛场

调整心情
津门虎队全力备战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爱拼会赢
21：20 非你莫属
天视2套（103）

18：15 乡村情感之女
怕嫁错郎

20：30 最美文化人
天视3套（104）

19：00 军刺
22：00 特战英雄榜
天视4套（105）

18：05 家居大变身
21：50 母子连心
天视5套（106）

18：55 体坛新视野
教育频道（107）

19：00 番茄生活王
21：00 二哥说事儿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文艺频道

18：15 乡村情感之女
怕嫁错郎（32、33、34）

■蓝天跟蓝月说，秦
小玲想要做他女朋友，他
没答应，蓝月让蓝天以后
不许再乱说董家亮和秦小
玲有事。蓝天找郎大树，
催促他尽快搞出动静，跟
蓝月离婚。郎大树说几次
提出离婚，可蓝月就是不
答应。郎大树担心自己跟
蓝月离了之后，齐老板不
兑现承诺。蓝月回家质问
蓝天，最后蓝天说出了所
有的事。

都市频道

18：05 家居大变身

■年轻小夫妻准备装
修他们的新婚房，他们想
要浪漫的美式风格，设计
师看房后双方一拍即
合。顶层带尖屋顶的户
型，打造浓郁美式风情，
如何变劣势为优势？长
方形的客厅，如果按照传
统电视和沙发摆位，不仅
视距不合理，还白白浪费
了中间的面积。不同的
设计师，针对不同的主人
需求，会有哪些不一样的
处理方式呢？

21：00 母子连心（11）
■杨二宝等人毒打潘

大龙，藏在草丛中的张力
欲相救，无奈原打算喝酒
壮胆，结果却醉酒误事，
醉倒在草丛中。潘大龙
命悬一线，马所长带四眼
等人及时出现。然而潘
大龙并未揭发杨二宝的
罪行，他想以此来消除杨
二宝对李贞的报复之心。
李贞得知张力的“刺杀行
动”后十分震惊。

影视频道

19：00 军刺（15、16、
17、18)

■黄鸣锋等人和小鬼
腿师徒赶到石头沟，兵分
三路保护即将到达的许世
友。埋伏在乱石堆里的杉
木看见黄鸣锋等人。中村
担心黄鸣锋已经发现他们
的藏身之地，提议撤退，但
杉木心意已决，要与黄鸣
锋拼个你死我活。一场恶
斗下来，鬼腿王壮烈牺牲，
小鬼腿为保护穆雪飞亦中
毒身亡。

天津卫视

21：20 非你莫属

■本期节目迎来了
外向开朗、爱好运动的大
男孩刘庆宇。热爱打篮
球的他曾因一次脚踝受
伤暂时放下梦想，转向了
表演专业。此次他寻求
短视频演员的实习岗位，
能否求助成功？敬请关
注本期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