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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燃 卡塔尔

徐嘉敏当选中超第27轮最佳球员

津门虎队4人先后获此荣誉

全国优秀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引发爱好者学习创作热潮

笔墨蕴精神 方寸展乾坤
天视文艺频道将推“国宝春晚”

速滑青年世界杯首站落幕

天津姑娘1500米摘金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下午，中超联赛官方公布了
第27轮最佳球员评选的结果，天津津门虎队徐嘉敏成功
当选。在明天迎战广州城队之前，能够获得这一奖项，也
是津门虎队全队的荣誉，本赛季截至目前，队中已经有巴
顿、罗萨、周通、徐嘉敏4人，先后当选过轮次最佳球员。
本轮评选，在球迷投票环节，徐嘉敏是5名候选者中

得票最高的，再综合媒体评审环节给出的意见，最终当
选。中超官方给出的颁奖解读是：徐嘉敏在天津津门虎
队与上海海港队的比赛中顶住压力，力保球门不失，帮助
球队取得胜利，表现不俗，获得好评。昨天晚上，谈及自
己本次获奖，徐嘉敏说：“能成为一轮比赛的最佳球员，感
觉很荣幸，也很开心。一个个人奖项，背后是我们整个团
队的努力和付出，非常感谢于根伟指导和教练组对我的
信任，我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认真打好剩余的比赛，而且
我也相信，我们球队会越来越好。”
原本守门员获得轮次最佳已经实属不易，津门虎队

的守门员获奖格外不易，是因为赛季进行中，守门员教练
王略意外受伤，给守门员组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王略统筹训练计划，坚持到训练场带
领4名守门员训练，并增加训练之外的分析、讲解，津门
虎队教练组还将助理教练张力充实到守门员组帮助训
练，张力笑称自己是临时支援的“射门员”。正是有大家
共同的努力，津门虎队的几名守门员，才能有高质量表
现，包括闫炳良、李岳峰两名年轻守门员在联赛、杯赛中
亮相，也得到了外界的肯定。昨天徐嘉敏特别提到，要把
自己得到的这个奖，当作礼物送给王略指导。
昨天，天津津门虎队在训练前召开了上一轮与海港

队比赛的总结会，同时对接下来与广州城队的比赛作出
具体布置。从11月上旬开始，一直在昆明参加亚足联、
中国足协职业级教练员培训班的津门虎队技术总监郑
斌，由于课程时间调整、提前结束，将于今天返回海口，按
照当地防疫政策完成隔离后，与球队会合。

昨天凌晨，卡塔尔世界杯
上演焦点对决：德国队对阵

西班牙队。从结果来看，德国队在比赛最后
时刻攻入一球，最终1：1战平对手，留住了晋
级希望。不过从比赛过程来看，德国队危机
时刻放弃了传控风格，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战
术上的妥协和无奈。
2016年夏天，瓜迪奥拉结束了执教拜仁

的3年时光，前往英超发展。人虽然走了，但

他的影响却一直都在，他改变了德国足球的
风格，带来了层出不穷的技战术打法，在德国
足球中注入了控制力和细腻性。最为重要的
是，很多德国教练从瓜帅的技战术中得到启
迪，图赫尔等一大批教练脱颖而出，也包括如
今的德国队主帅弗里克。
很多教练都认为学到了瓜迪奥拉的精

髓，但实际上瓜帅也在不断自我完善，如今他
追求的是极简风格。如果对比目前这支德国
队的话，追求传控没错，但还在按部就班层层
推进就显得过于呆板了。
好在德国队在最后时刻，终于想起了自

己的看家本领。弗里克让萨内等人登场，穆
西亚拉突破后直接起高球。同样替补登场的
菲尔克鲁格的进球充满了德国足球简单粗暴
的战术理念，已经和传控风格格格不入了。
弗里克如今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既然拜

仁能够大杀四方，那么自己招入了多达6名
拜仁球员，为何踢得磕磕绊绊？这个赛季的
拜仁，似乎并没有受到莱万离开的太大影响，
真正厉害之处就是两个边路，戴维斯和帕瓦
尔都具备超强的防守能力，同样也具备一对
一的突破优势。
而这支德国队，最薄弱的环节恐怕就是

边后卫了。左路的劳姆表现平淡，即使这样
也比右路要强一些。首场比赛，弗里克让聚
勒打右后卫，直接导致了这名球员赛后成为
得分最低的球员，此战虽然调整了人选，但效
果依然不好。
两场比赛过后，德国队一平一负，晋级依然

拥有很高的概率。德国队只要能够两球拿下哥
斯达黎加队，同时保证西班牙队不输给日本队，
就将获得晋级资格。不过将希望寄托在西班牙
队身上，何尝不是这支德国队的悲哀呢？

本报讯（记者 李蓓）在当地时间11月
26日—27日举行的国际滑联速度滑冰青年
世界杯芬兰站的比赛中，中国队总共获得了
1金1银3铜。其中唯一的一枚金牌是来自
天津的金文靓在女子新成年组1500米的比
赛中表现出色，以2分09秒51斩获的。这是
本赛季中国速度滑冰队继速滑世界杯取得2

金之后的又一金牌。
芬兰站的比赛是本赛季速度滑冰青年世

界杯的首站赛事，是新秀们同场竞技的舞
台。来自天津的年轻选手金文靓在女子新成
年组1500米比赛中小试牛刀便收获了一枚金
牌。今年9月底，2022—2023赛季速度滑冰国
家集训队在首都体育馆正式亮相，这是中国

速度滑冰队在米兰冬奥会周期的全新起步，
中国滑冰协会主席李琰继续担任总教练兼领
队，金文靓当时便是34名入围运动员之一。
没能参加北京冬奥会的金文靓始终都将站上
奥运会领奖台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次比
赛也许正是梦开始的地方，“我期待着有一
天，可以在奥运会上和我的队友们一起拼搏，

站上领奖台，拥有属于自己的奖牌。”
此外，中国队的孙传懿在男子新成年组

1500米比赛中获得一枚银牌，并在男子新成
年组3000米和男子新成年组集体出发比赛中
收获两枚铜牌。另外一枚铜牌来自陈傲禹的
女子青年组3000米比赛。速度滑冰青年世界
杯第二站的比赛将于12月3日—4日展开。

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天，首届中国冰壶联赛·天津
蓟州站在天津蓟州国家冰上项目训练基地拉开帷幕，比
赛将于12月4日落幕。
本届中国冰壶联赛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

理中心及天津市体育局的高度重视，在国家体育总局冬
季运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天津市冰雪运动的发展
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24支冰
壶队伍，约110人参加，他们将在男子组、女子组、混双组
3个比赛项目中展开争夺，展现中国冰壶联赛的冰雪盛
事。天津冬水中心本着“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赛事
理念，进一步与各省市代表队之间展开深入的沟通交流，
在冰壶运动后备人才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冰壶项目
基地建设等诸多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本报讯（记者 梁斌）今天，2022—
2023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一阶段
第三站E组的比赛在婺源体育中心体
育馆开赛。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将于
14时对阵广东女排。
天津女排在主教练王宝泉的带领

下，通过赛前训练全力备战本站比赛。
训练中，天津女排通过分组对抗、发球、
一传的强化训练，来提升球队对比赛场
馆的适应程度。王宝泉认为通过对比赛
场馆的适应性训练，队员都练得很投入，
精神面貌都非常好，“通过训练，队员也
是在逐步适应比赛场馆。”赛前训练，天
津队有意增加了接大力跳发球的一传训
练。对此，王宝泉表示，本站比赛的对手
实力较强，比赛中球队会遭遇更多的大
力跳发球，所以通过训练来强化这一环
节，让队员提前适应，为接下来的比赛做
准备，“本站比赛，我们要多准备应对困
难，场上要立足于自身的发挥，拦防、一
传和发球环节都需提升。”
此外，中国排协日前发布了2022—2023

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一阶段天津女
排所在第一站A组补赛的赛程。女排联
赛第一阶段A组的比赛于12月6日至12
日在江门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天津女
排的具体赛程为，12月6日19：30对阵
深圳女排；12月7日19：30对阵辽宁女
排；12月8日轮空；12月9日14：30对阵
四川女排；12月10日19：30对阵浙江女
排；12月11日 19：30对阵山东女排；12
月12日19：30对阵北京女排。

女排联赛第一阶段E组今开赛

天津队首轮对阵广东队

沉迷传控的德国队走了老路

“菜篮子”装满幸福感

“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本报讯（记者 张帆）在“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
入围作品中，《河北网红菜市场》通过展现河北区汇光里
菜市场的整体景观和多样摊位，让人们感受到菜市场里
的烟火气和生活中的朴实浪漫。
视频作者王莎莎说：“这些年随着提升改造，菜市场的

功能、环境改善了很多。这对于爱逛菜市场的天津人来说
是利好。能够把这些变化通过视频记
录下来，并通过‘你好，天津’向广大网
友展示，我感到很有成就感。这个比赛
包容了不同视角下的天津，能让网友多
角度、多层次、更全面地认识天津，了解
不一样的天津。”

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整理改编传统戏《宝龙山》

一场戏曲新人与百年老戏的“双向奔赴”

文化观察

《艺览吾“遗”》再掀非遗热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记者从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获悉，由天视文艺频道、数海文化传媒共同举办的“‘当
宝贝遇上宝贝’天视文艺2023国宝春晚”启动节目征
集。“国宝春晚”将于兔年春节期间播出。
据介绍，“国宝春晚”将采取“讲述文物+文艺表演”的串

联形式、“演播厅+博物馆”的串联场景、“国宝推荐官+国宝
宣传员”的串联角色，让文物以更具时代特色的新形式走进
观众视野。节目中，将有天津博物馆的瓷器、书画等20件
文物亮相，由20位国宝推荐官进行文物历史故事讲述。更
有50组由孩子们组成的国宝宣传员，用丰富多彩的文艺表
演全新演绎文物的历史内涵，通过孩子的视角让文物“说
话”，使文物“活”起来。
节目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以新的节目形式让观众

感受文物承载的时代气息，也让参与节目的孩子在登台
展示风采的同时了解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来自戏曲、曲艺、音乐、舞蹈等领域的专家、艺术家出

席了此次发布会。相声名家刘俊杰表示，以生动活泼、易
于青少年接受的方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既为孩子们搭
建起展示平台，也助推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帆）近日，首档展现非遗精髓的特别
节目《艺览吾“遗”》在央视综艺频道热播。节目用艺术化
的方式呈现非遗项目的魅力，引领观众感受中国传统文
化的生机与活力。
在最新播出的第三期节目中，非遗寻访人杨迪和阿

兰·达瓦卓玛创意制作小而精的非遗大秀《渝歌》。融川
剧、荣昌陶器、荣昌折扇、土家摆手舞、木叶吹奏等非遗项
目于一体，经由酉阳民歌的独特唱腔，让重庆非遗散发别
样的文化韵味。
作为一档探索类的非遗主题节目，《艺览吾“遗”》平视

古老非遗，让传统文化流转在日常生活里，深植文化之根。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第十三届中国艺
术节全国优秀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已在线上、
线下开展多日。虽然天津美术馆目前处于闭
馆状态，但市民可以通过线上虚拟现实展厅
身临其境地观赏佳作。连日来，这项高水准
的艺术展览在我市广大书法篆刻工作者和爱
好者中引发广泛关注，也掀起了对新时代书
法篆刻学习创作的热烈探讨。
此次展览的作者不乏艺术名家，他们

立足传统、书写时代，将新时代的精神倾注
到酣畅淋漓的笔墨中。著名书法家、市书
协原主席唐云来从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的畅想出发，创作了一首七律古体诗，用10
分钟一气呵成书写了一幅行草作品。在唐
云来看来，书写行草一定要气韵连贯，字的
大小、轻重、缓急、气势都要连在一起。他
还向书法学习者分享了创作心得。他说，
学习者一定要把古人的字帖吃透，要加强
基本功训练，反复练习，这是创作书法作品
必不可少的基础。
以中青年艺术家为代表的业内中坚力

量，构成了展览的参展作者主体。他们创
作的众多优秀作品不仅继承了深厚的书法
篆刻艺术传统，而且在创作思想及形式内

容上也体现出诸多创新之处。参展作者刘
明明以篆书书写了东方朔的《诫子诗》，通
过刚劲的线条和三条屏的章法表现出古
拙、圆润、浑厚的气息。参展作者赵超携篆
刻印屏作品《逸庐朱迹》参展。他没有采用
常见的粘贴式制作方法，而是选择了难度
相对更高的整拓进行创作，同时适当地加
入了一些装饰内容，不仅令整件作品在艺
术呈现上浑然一体，更让观众在方寸之间
领略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当代篆刻艺
术的清新隽永。
连日来，关注此次展览的还有一个特

殊的观众群体——我市青少年书法学习
者。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书法班为学
员们举办了现场观摩培训。形态丰富的书
法线条及作品中承载的传统文化与时代精
神，让青少年观众感受到艺术和心灵的震
撼。市书协理事孟巍认为，展览给书法学
习者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书法初
学者特别是青少年可以多关注以传统经典
为内容的作品；有一定基础、想要寻求艺术
突破的学习者也可以从丰富的参展作品中
寻找到不同年龄段书法家从传统中实现自
我提升的经验。

■本报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

近日，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排演的《宝龙
山》在津成功首演。这部历史悠久的传统剧目
通过新一轮整理改编后，主题更加鲜明，行当
丰富，文武兼具，又经青年演员精彩演绎，更显
百年老戏在新时代戏曲舞台上的熠熠生辉。

评剧早期唯一的袍带戏

此次白派剧团排演的《宝龙山》由著名剧
作家赵德明编剧。赵德明介绍，这部作品历
史悠久，是20世纪10年代由评剧创始人成兆
才先生根据皮影戏《五峰会》改编而来。该剧
主要讲述了古代良臣曹克让一家被奸相沈恒
威陷害，沈女沈冰洁深明大义相助曹家父子，
而后曹克让忍辱负重救国的故事。
过去，评剧剧目的题材主要是反映家庭

生活，行当也以旦角为中心，而《宝龙山》则是
评剧早期唯一的袍带戏，并且涉及文武老生、
花脸等评剧鲜有的行当，表演上亦文亦武。
这出戏最早在东北地区上演，有不少东北演
员擅演此剧，但在天津鲜有演出。

百年老戏焕发新生机

现已年届八旬的赵德明与这出剧目颇有
渊源，他曾在20世纪60至80年代多次改编
此剧。此次重新编写，意在给百年老戏赋予
时代新意，通过着重表现良臣义士的家国情
怀带来现实思考。
赵德明表示，此次编写采取“因戏设戏”

的思路，按照剧情需要安排角色及行当，着重
人物性格、思想感情的刻画。比如曹克让这
一人物，以前对他奉命西征、遭到诬陷、满门
抄斩等前情交代得比较详尽，现在将前情高
度凝练，用更多笔墨描述曹克让面对奸臣当
道，如何为了国家大局而忍辱负重、二次挂帅
拯救国家危亡等。
再如剧中奸相之女沈冰洁，原来这一人

物略显表面化，这次改编则突出人物的思想
过程。当沈冰洁知道自己的父亲不仅谋害忠
良，还通敌谋反，在大是大非面前，经过“为国

还是为己”的强烈思想斗争，最终作出了以国
家为重的选择。
在舞台呈现上根据剧情所需和演员条件

“加戏”：饰演沈冰洁的冯荣玲艺宗爱派，于是
按照爱派特色重写唱段，突出巧俏玲珑、清新
婉转的流派特点；饰演曹克让的李孟阳能文
能武，在结尾处特地增加全新的、符合故事情
节发展的大开打场面……
前不久，该剧在海河剧院成功首演。剧

目好听好看，博得观众掌声，还有年轻观众评
价“搞笑剧情有，超酷武打有，甜虐爱情也

有。这部戏看起来超爽！”一部拥有百年历史
的剧目焕发了新生机。

传统老戏“滋养”舞台新星

赵德明说：“白派剧团青年演员队伍的行
当较为齐全。闺门旦、花旦、刀马旦、武生、老
生、花脸、武丑等，都在这部剧中有所呈现。
剧中主演冯荣玲、李孟阳、滕建东都是天津市
‘舞台新星’，还有很多其他演员是白派班培
养出来的年轻人。”
这些青年演员经过老戏的滋养得到舞

台锻炼，老戏也因青年演员变得更加生机盎
然。好听好看的《宝龙山》是一场戏曲新人
与传统老戏的“双向奔赴”。
和百年老戏对话，戏曲青年收获颇丰。

冯荣玲以前没接触过这出老戏。由于原剧资
料较少，且出演角色的特性和以往角色大有
不同，所以她下了很大功夫刻画人物内心。
演出中，冯荣玲以较为繁重的唱念、表演塑造
了沈冰洁的深明大义，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也
收获了在戏曲舞台上的信心。
“天津的剧团演这出戏时，我还没出生呢！”

“90后”李孟阳直言。参演这部充满前辈艺术家
气韵的剧目，小伙子深感幸福：“剧团老师们的
‘传帮带’让我得到提升，我也尽最大努力诠释
角色。希望更多观众看到评剧既有男才女貌
的故事，也有家国情怀的大戏，而且都很好看。”

漫不经心害苦塞尔维亚队
塞尔维亚队和喀麦隆队之战更像是前两

年广州富力队的比赛，原因恐怕只有一个，这
就是前广州富力队主帅斯托伊科维奇的执教
风格。这场平局也害苦了两队，小组出线形
势已经岌岌可危了。
在小组赛首轮比赛中，喀麦隆队和塞尔维

亚队双双落败，因此本场比赛被双方视为晋级

的关键之战。上半时比赛还算正常，喀麦隆队
率先建功，但半场结束前，塞尔维亚队凭借帕
夫洛维奇和米林科维奇的进球完成了比分的
反超。第52分钟，米特洛维奇再入一球，塞尔
维亚队似乎已经看到了取胜的曙光。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塞尔维亚队在两球领

先的情况下本该拖慢比赛节奏，将后防线整体

后撤，但球队的表现却漫不经心。第62分钟，
喀麦隆队刚刚替补出场的阿布巴卡尔反越位
成功，挑射破门。随后，还是阿布巴卡尔反越
位成功后横传，舒波·莫廷将比分扳平。这两
粒进球间隔只有149秒，塞尔维亚队场上球员
似乎陷入了集体梦游之中。
尽管本场比赛两队拼尽全力，最终3：3

握手言和，但考虑到小组赛两轮过后双方均
只有1个积分，因此，两队目前的出线形势均
不容乐观。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申炜

首届中国冰壶联赛

天津蓟州站拉开帷幕

评剧《宝龙山》编剧赵德明（左3）为演员说戏。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幸福到万家
21：20 群英会
天视2套（103）

18：15 别叫我兄弟
20：30 艺品藏拍
天视3套（104）

19：00 穿甲弹
22：00 我叫苗金花
天视4套（105）

18：05 家居大变身
21：00 母亲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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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我兄弟
（12-14）

■伤好了的韩子辉来
跟厂长辞行，本以为会空
手而归，没想到厂长掏出
合同给韩子辉，告诉他石
棉瓦的事儿已经定给他
了，让他回去赶紧组织货
源，然后尽快赶回来签合
同，韩子辉简直无法相信。

影视频道

19：00穿甲弹(12-15)
■蒋衡约见郑岚，告

知郑岚目前的形势，并约
定在关键时刻接应工兵团
越狱。刘金宝借口上厕
所，将越狱消息传递至川
秀，伊男详细部署应对计
划。蒋衡和赵建奇焦急地
监视着工兵营，只能将希
望寄托在韩涛身上。韩涛
指望通过鬼厨接近郑重，
却得到郑重决定切断与外
部联系的纸条。

天津卫视

19：30 幸福到万家
(27-28）

■庆来工作失误，导
致文件没能及时送达，让
律所损失了一笔200万元
的业务，关涛十分生气，想
开除庆来。庆来没等幸福
帮他求情，就独自回到了
农村。幸福看到庆来在城
市如此痛苦，这才意识到，
每个人都有自己所擅长的
事情，她必须要在城市生
活与庆来之间做出选择。
为了庆来和孩子，幸福决
定跟庆来回到万家庄。

文艺频道

20：30 艺品藏拍

■本期节目，几位“颜
控”带来了他们的藏品。
一位持宝人看颜值花了
16万元拍下一件小玉饰，
它是做什么用的？真值
16万元吗？另一件玉器
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于
雪涛的作品《福寿万代》，
好的玉料，加上精妙的设
计和细致的雕工，可谓是
本期的“颜值担当”，您能
猜到它值多少钱吗？

都市频道

18：05 家居大变身
■第四届天津榜样家

装工程已圆满落幕，榜样
工程的验收标准究竟有多
严格？优秀工长又是如何
打造出“榜样工地”的？
80平方米的两室两厅，却
是个长条形的户型；客厅
夹在中间，没有窗户；相邻
的餐厅墙，一半是承重墙，
一半是后砌墙，这墙能不
能拆？该怎么拆？一间6
平方米左右的小卧室，怎
么放下学习桌和双人床？
本期节目为您揭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