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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网正赛首日 17岁小将商竣程创历史

中国军团6人出战4人晋级

天津男篮加时大胜北控队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17岁小将商竣程
昨天在2023澳网首轮比赛中，以3：1战胜奥
特，成为公开赛时代以来首位获得澳网男单
正赛首胜的中国大陆球员，也是本届澳网男
单64强中最年轻的球员。
澳网是商竣程参加的首个成人大满贯

赛，13号球场首场，通过资格赛晋级的他迎
来了自己的正赛首秀。首轮对手奥特ATP
最高排名曾达到36位、有过9次大满贯正赛
经历。商竣程初生牛犊不怕虎，以6：2、6：4
连拿两盘，第三盘战至抢七以小分2：7告负，
迅速调整后以7：5拿下第四盘，从而以3：1淘
汰对手。上一位在17岁时跻身澳网男单次
轮的，是去年美网冠军、现ATP排名第一的

卡洛斯·阿尔卡拉斯。资格赛至今取得4连胜
的商竣程收获70个积分，世界排名将升至第
160位创下新高。下一轮，商竣程将迎战赛会
16号种子蒂亚福。另一位出战男单比赛的中
国选手吴易昺经过4小时14分钟5盘苦战，以
2：3惜败于世界排名第51位的法国球员穆泰。
女单方面，郑钦文以2：0横扫加尔菲，连续

两年挺进澳网女单次轮，5次参加大满贯正赛
全部闯过首轮关。朱琳以2：0击败马里诺，近4
年来第3次闯入澳网女单次轮，职业生涯第5次
闯过大满贯首轮关。王欣瑜克服次盘现场突然
停电的意外影响，以2：0力克本土外卡球员亨
特，连续两年在澳网闯过首轮关。袁悦以0：2
不敌6号种子萨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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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春天，扬帆新征程
——访天津市2023年迎新春文艺演出总导演沈晨

■本报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

近日，天津市2023年迎新春文艺演出正在
天津大剧院紧张排练。在市委宣传部指导、市
文旅局组织下，这台洋溢着浓浓年味和天津风
情的演出，将于1月18日19:30在天津大剧院上
演。和往年相比，今年演出在创作上的最大变
化当属首次聘请国家级团队执导。近日，本报
记者采访了演出总导演、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艺
术总监、著名导演沈晨，请他为读者“解密”演出
的看点，并分享此次创作幕后的故事和感受。
沈晨曾四次出任央视春晚舞蹈总监、副总

导演，担任2022北京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导演、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开闭幕式执行总导演
等。沈晨告诉记者，他与天津此次结缘正是始
于“十三艺节”，那次盛会是京津冀三地共同举
办的，在开幕式演出及之后的评奖中，天津艺
术和艺术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此次演出
与沈晨可谓是一场“双向奔赴”，在接到执导邀
约后，他一口答应。沈晨说：“天津有着深厚的
文化底蕴，比如杨柳青、大运河、海河等等，我
很想去看一看。”
演出在整体基调上，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在沈晨看来，此次演出不仅仅
是一次艺术表演，更是党的二十大之后，天津
文艺界、主创团队和全体演员肩负激励人民踔
厉奋发、勇毅前行的使命在创作。沈晨说：“中
国人民、天津人民即将迎来党的二十大之后的
第一个春天，这将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春天。我

们的开篇是‘春风十万里’。之后，是‘暖人
间’‘绽芳华’‘破浪行’三个篇章。演出没有
安排‘尾声’，而是设计了‘展望：《扬帆新征
程》’。我们伟大的事业一定不会有尾声，新的
征程刚刚起步，我们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扬
帆新征程’也与天津作为重要港口城市的特点

相吻合。”
在丰富多彩的节目中，天津文化的呈现是重

中之重。沈晨介绍，天津文艺工作者以各自独特
的艺术语言向天津人民祝福平安吉祥。第一篇
章“暖人间”的首个节目是京韵大鼓《繁花似
锦》，采取传统曲牌《丑末寅初》，结合天津话的
发音特点全新填词，讲述冬去春来、春临人间的
内容。这个节目率先出场的安排曾引发讨论，但
沈晨坚持认为，晚会通过电视直播，面对的不仅
是天津观众，也有全国各地观众，外地观众打开
电视看到第一个节目很精彩，可以迅速了解天津
的文化特色。他说：“曲艺源于民间，它虽然流
行于小舞台，但我们文艺工作者有责任把它推上
大雅之堂。”
此次创排时间短，创作过程十分紧张，其间，

天津艺术家给沈晨带来了很多感动。他以戏曲荟
萃《时代华章》举例说，京剧武生表演前，舞台上要
铺地毯，这会产生一分半的空场时间，虽然可以用
主持人串场等方式过渡，但会破坏节目之间的连
贯衔接。为此，天津京剧院的演员们顾全大局，在
不铺地毯的情况下奉献了精彩表演。沈晨说：“这
次演出最大的特点就是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
全体演职人员带着创新精神，全力以赴。很多工
作人员我连名字还叫不出来，但我知道他们的孩
子和老人在生病，但他们一直坚守在剧场。当每
个部门都可以得到10分，我们得到的总分就是满
分。这次，京津两地文艺工作者构建了一个非常
好的团队，我们的合作一定会持续下去，为观众带
来更多精彩。”

本报讯（记者 张帆）昨天，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2023 年春节联欢晚会》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多项技术创新亮点，官宣主持人阵容，
并首次发布春晚舞美宣传片和吉祥物“兔圆
圆”动画短片。
今年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技术创

新应用上再次突破，实现多个“首次”：首次实
现“8K超高清+三维菁彩声”直播；首次使用
我国自主研发的8K超高清摄像机参与摄制；
利用首创的智能伴随技术实现高清/4K/8K

版同步制作；首次采用三维菁彩声制作音频
信号，最大限度还原现场音效，打造身临其境
的效果；牵头研发的VR三维影像绘制技术
也将首次在舞台上亮相，观众可实时欣赏到
VR画师绘制三维影像的生成过程。
为满足受众多样态的观看需求，随时随地

感受春晚热烈喜庆的氛围，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将采用“百城千屏+云听”双平台同步直
播。受众可在全国约500个城市的文化广场
“百城千屏”8K超高清公共大屏上，配合云听

客户端的三维菁彩声，享受纤毫毕现的沉浸视听
效果。今年，“竖屏看春晚”首次推出多画面同步
观看的新功能，为手机用户带来台前幕后更多独
特视角。
发布会上，今年春晚的舞美短片首次亮

相，2023年春晚官方吉祥物“兔圆圆”动态形象
首次与观众见面，活泼的萌萌态，亮亮的大眼
睛，带给人满满的喜气吉祥。北京冬奥会开幕
式和闭幕式上惊艳献唱的马兰花童声合唱团
和来自大凉山喜德县中坝村果果合唱团的孩
子们将首次登上春晚舞台，用清澈、稚嫩的歌
声为春晚开场，向广大观众送上甜美纯真的新
春祝福。
同时，2023年春晚主持人阵容首次发布，任

鲁豫、撒贝宁、尼格买提、龙洋、马凡舒、王嘉宁将
在大年三十儿陪观众一起迎接兔年到来。

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天，CBA进行了
第二阶段的倒数第二轮比赛，天津男篮在一
场背靠背比赛中，再次历经加时苦战，最终
以122:106大胜北控，送给对手4连败。

天津男篮和北控男篮都是联盟排名后
几位的球队，这场比赛对双方来说都有取胜
的机会。北控男篮本场比赛取得了30:17的
梦幻开局，但却没有把握住。天津队随后逐
渐缩小分差并在末节实现
反超。凭借着张帆的3秒
绝平三分球，北控将比赛
拖入加时。加时赛，天津
队打出一波15：0锁定胜
局，最终逆转取胜。詹姆
斯拿到29分15篮板，林庭
谦27分16助攻，两人都拿
下大号两双数据。
“北控开局给我们制

造了很多困难，在这种强
对抗情况下大家没有乱，
这种氛围也值得每一个人
去拼搏。”赛后，天津队主
教练张庆鹏略显激动，毕
竟两天前，同样是苦战到
加时赛，天津队却是失利
的一方，仅仅两天的时间，
张庆鹏在加时赛之前到底
作何布置令球队打了一场

翻身仗？“没有太多的布置，只是告诉大家就按照
第四节的节奏正常比赛，要有信心赢下加时赛。”
张庆鹏赛后还提到了天津队本场“创历史新低”
的失误率，“这场比赛的失误率，我们控制在3次
也应该是球队历史性的表现。”之前的很多场比
赛，天津队的失误都被外界所诟病，毕竟本赛季
场均失误15次也是值得总结的，昨天的比赛证明
他们是有能力做好的。

《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召开发布会

多个“首次”亮相央视春晚

天津市2023迎新春文艺演出导演——沈晨。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运河风流
22：00 爱情保卫战
天视2套（103）

18：30 小舍得
20：45 艺品藏拍
天视3套（104）

19：00 烈火战马
22：00 亲爱的孩子们
天视4套（105）

18：10 家居大变身
21：00 复婚
天视5套（106）

18：55 体坛新视野
教育频道（107）

20：12 百医百顺
21：00 二哥说事儿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文艺频道

18：30 小舍得（7—9）
■田雨岚为子悠进

金牌班一事动足了脑筋，
拐着弯儿向米桃妈打探，
米桃有没有可能不去金
牌班。米桃妈委婉而坚
定地拒绝了田雨岚。钟
益得知欢欢想上择数竞
赛班，主动向崔经理申
请，但崔经理提出，如果
要收欢欢，钟益就得收子
悠。南建龙联系上了一
个名额。面对同时需要
的欢欢和子悠，南建龙犹
豫不决，但最先想到的还
是给亲外孙女欢欢。

20：45 艺品藏拍

■推荐官元泓带来
了一块画有八仙人物的
大瓷板，上面有“三仙”骑
着海兽，这有什么特别的
寓意吗？持宝人刘女士
带来了一对环环相扣、精
巧奇特的白玉雕件，这是
她用钻戒换来的，究竟换
得值不值？这物件又是
做什么用的？一幅明明
有落款的画作，不仅让持
宝人看不明白，还难倒了
见多识广的嘉宾，究竟这
位画家是何许人也？画
作中的难题都能一一破
解吗？持宝人韩先生说，
参加了鉴宝会，也见到了
专家，可自己的疑问非但
没得到解答，还更纳闷
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影视频道

19：00 烈 火 战 马
（6—9）

■王三虎带土匪劫狱
救出赵大旗和陈旺，周宝
庆带人随后追来，陈旺和
赵大旗分头逃走。赵大旗
侥幸逃生回到城里，被管
家东哥藏到一个空房子
里。周宝庆带人去赵家搜
捕赵大旗，给赵掌柜下了
最后通牒，三天之内交不
出赵大旗，就让他的铁匠
铺关张。赵掌柜给赵大旗
一大笔钱让他远走高飞，
赵大旗不想连累家人，赌
气要去投案自首。

都市频道

21：00 复婚（27—28）

■当小芬告诉磊子自
己怀孕时，磊子很悲伤。
磊子问小芬，如果孩子的
父亲不认她和孩子，是否
可以成全自己？小芬无言
以对。潘军几次大闹医
院，谴责四平“公报私仇”，
四平被医院停职了。因燕
子维护四平，与潘军再次
发生争执。在此时的潘军
眼中，四平兄妹俨然是一
对杀人凶手。潘军吼叫着
让燕子走，燕子一言不发
地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