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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花”表现可圈可点
张帅克服困难晋级 朱琳首进澳网32强

U20国足瞄准小组对手练兵

健身大拜年主题系列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赵睿）为了备战一
个半月后进行的U20亚洲杯，安东尼
奥执教的U20国足已于近日抵达阿
联酋拉练，之后将前往克罗地亚进行
为期3周的集训，力争通过“以赛代
练”取得较好成绩。

U20国足于当地时间18日和20
日对阵阿联酋U20队，23日对阵阿曼
U20队，25日和28日对阵叙利亚U20
队。U20亚洲杯赛与中国队同组的有
沙特阿拉伯、日本、塔吉克斯坦三队，
安东尼奥首先安排与西亚队伍热身，
针对沙特队练兵的意图非常明显。去
年进行的U20亚洲杯预赛，中沙两队
同组，比赛中，U20国足全场被动，0：1
负于对手，但却让安东尼奥和弟子们

坚定了信心——与沙特队还是有一拼
的。而且U20国足小组出线，至少要干
掉三个对手中的两个，塔吉克斯坦必须
拿下，拿沙特和日本两队做个衡量，显然
力拼沙特更现实一点。

去年U21联赛期间，组委会邀请安
东尼奥与参赛教练员分享执教理念，上
海申花梯队主教练于涛认为，安东尼奥
注重把球快速推进到前场，让队员快
接、快传、快跑，在激烈对抗中提升脚法
和默契度。U20国足结束西亚拉练后
将前往水平更高的克罗地亚继续磨枪，
计划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立陶宛
等多支U20代表队进行热身赛，也是看
中了欧洲足球打得更快、对抗强度更高
的特点。

天津先行者负于吉林男篮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受墨尔本高
温和持续降雨影响，本该于17日13时开
始的张帅与罗马尼亚球员提格的比赛，
一直推迟到昨天18时才开始。正所谓
好饭不怕晚，一如7年前她在澳网打破
14次大满贯一胜难求的魔咒一般。她
熬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也配得上所
有的甜。6：1、4：6、6：0战胜提格，“津花”
连续两年挺进澳网女单次轮。
17日上午 11时，张帅开始在澳

网赛场进行热身准备。但当天上午
澳网因高温暂停比赛后，傍晚又因
狂风骤雨取消多场比赛。一直等到
23时，张帅才无奈离开赛场。昨天
的补赛，张帅又是早早到场，结果仍
然因为降雨，直到晚上才登场比赛，
此时队友朱琳已经晋级女单第 3
轮。无法确定具体出场时间的漫长
等待，着实耗费球员的心神。好在
张帅克服了影响，经受住了考验。
她在首盘送出“隐形蛋”后，在决胜

盘再次“送蛋”，以6：1、4：6、6：0击败
提格，最近6次征战大满贯5次闯过
首轮关，自2016年以来8次出战澳网

7次晋级次轮，下轮将迎战克罗地亚的
马尔蒂奇。
女单次轮，“金花”朱琳以6：2、6：2横

扫32号种子泰希曼，第14次征战大满贯
正赛终于迎来突破，首进32强，将迎战6
号种子萨卡里。另一位“金花”郑钦文在
首盘4：1领先时连丢7局，全场比赛7个破
发点仅兑现1个，以4：6、4：6负于世界排
名第41位的佩拉，连续两年止步于澳网
女单次轮。王欣瑜受伤病影响，以3：6、
2：6负于10号种子凯斯，无缘32强。
男单方面，中国小将商竣程尽管最后

时刻挽救6个赛点，但仍以4：6、4：6、1：6不
敌赛会16号种子蒂亚福，止步男单次轮。

22座大满贯得主、头号种子纳达
尔次盘中段突遇伤情，虽然坚持完赛，
但最终以4：6、4：6、5：7不敌美国选手
麦克唐纳德，无缘男单32强，澳网8连
胜就此终结，卫冕梦碎的同时创造了7
年来最差大满贯战绩，世界排名也将
跌出Top5。

本报讯（记者 梁斌）北京时间昨天
凌晨，在2022—2023赛季女排欧联杯
1/8决赛次回合的比赛中，斯坎迪奇队
主场以3：1战胜萨格勒布青年队，从而
以总比分2：0淘汰对手，晋级8强。此
役，新加盟斯坎迪奇队的姚迪首次首发
表现不俗，在其传配组织下，球队多点
开花。
整场比赛，身穿10号战袍的姚迪

在传球组织上有效调动了斯坎迪奇队

的攻手。在较好地完成传球组织外，
姚迪此役凭借二次球得到1分，这也
是其加盟斯坎迪奇队后的首分。虽然
到队时间不长，姚迪之前在球队联赛
客场对阵瓦莱福利亚队的比赛中，完
成自己加盟球队的首秀，可见斯坎迪
奇队对姚迪有很高的期望。本场比
赛，姚迪在二、四号位和后攻的传球质
量很高，相比之前的替补登场，与队友
之间的传配默契度有了一定的提升。

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天，
CBA常规赛进行了第28轮的比
赛，天津男篮在这场第二阶段收
官战中以88：102不敌吉林男篮。
此役之前，吉林男篮13胜14

负，排名第11位。天津男篮6胜21
负，排名第18位。天津队此前连
续经历两场加时赛，体能消耗极
大。以至于在昨天比赛的开局阶
段迟迟找不到状态，半场结束两队
分差就已经达到17分。下半场，
田雨、谷泽浴接力得分将两队分差
缩小到个位数，但天津队近期状态
不错的3分球在本场命中率仅有
27.5%，这让球队的追分之路显得
异常艰难。整体手感欠佳的天津
队最终没能完成逆转，遗憾输掉比
赛。“最近这几场上半场打得都不
是特别好，进入比赛比较慢，下半
场心态上就有点急，也是通过接下
来这段休整多多总结。”赛后，拿到
12分7篮板的时德帅说。
天津队主教练张庆鹏对队员

们本场比赛的表现并不满意，“整
场比赛都很被动，唯一有亮点的
就是第三节，从休息室出来的时
候，好像又重回到之前的状态，但
是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太短了，
几个回合过来分差才回到10分
以里，对方高强度的对抗迫使我
们的命中率低至35.4%，这样的
命中率是没有办法赢球的，3分
球命中率更是低的可怜。”张指导
表示接下来这一个多月的休整期
十分重要，“春节期间的休整对我
们来说是很关键的，我们需要在
这段时间对一些细节问题再处理
一下，更重要的是大家思想的问
题，刚赢一场球，这场就有一点放
松的状态，需要再认真的总结。”
天津男篮第二阶段的比赛于

2022年12月7日开始至2023年1月
18日结束，历时43天，共19场比赛，3
胜16负。本赛季常规赛第三阶段预
计3月1日开始，连续三年的赛会制
比赛也在本阶段结束后画上句号，
1月6日CBA公司发布公告，自常
规赛第三阶段起恢复主客场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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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跨界大融合 相声全是新作品 正月初二播出

天津卫视相声春晚打造喜剧盛宴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张钢）据猫眼专业
版公布的数据：截至1月18日下午4
时，全国“春节档”预售票房为2.56亿
元，其中天津573.56万元，仅低于上
海和北京，暂时位居全国各大城市第
三位。
目前，《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

《满江红》《流浪地球2》《无名》等7部
影片云集春节档上映，涵盖体育、科
幻、悬疑、谍战、喜剧、动画等多种类

型题材，为观众春节假期观影提供了
丰富的选择。
春节前夕，市电影局和各区电影

主管部门发挥行业主管部门作用，指
导我市各影院精心做好春节档影片排
片和放映工作，落实新阶段疫情防控
各项措施，确保春节期间放映场所安
全稳定，为全市奉献一个精彩纷呈、祥
和有序的春节档。
随着观众观影热情持续上涨，我

市电影市场明显回暖，大大提振了我市
电影行业的信心。近一个多月来，我市
陆续新开了保利万和影城恒隆广场店、
中数影城御龙湾店、生态城万达广场店、
红星电影世界生态城店、西青万达广场
店、滨海金隅嘉品Mall店六家影院，大
岛影城进行了增厅扩建。
为进一步激发电影市场消费热情，

我市总计发放七轮电影消费券。根据
首轮电影消费券发放情况看，50万元的
电影消费券不到三个小时便被一抢而
空。后边五轮电影消费券将在美团、大
众点评平台继续发放，1月25日、2月1
日、2月8日、2月15日、2月22日 10时
准时开抢。

■ 本报记者 张帆

1月23日（正月初二）19:30，由葵
花药业独家冠名的“2023天津卫视相
声春晚”将开播。众多相声名家与青
年相声演员、戏曲名家、喜剧演员等齐
聚晚会，以“跨界融合”为主旨，与观众
朋友一起“笑”度新春。

名家齐聚 快乐加倍

“2023天津卫视相声春晚”除邀
请德云社高峰、栾云平、岳云鹏、孙越、
烧饼、曹鹤阳、孟鹤堂、周九良、张鹤
伦、郎鹤炎、张九龄、王九龙、杨九郎、
秦霄贤、刘筱亭、冯照洋等近30位相
声演员参演外，还邀请了著名评剧表
演艺术家曾昭娟、河北梆子“银达子
派”第三代传人王少华、麒麟剧社，以
及相声界前辈马志明、石富宽、田立
禾、刘伟加盟，在欢乐加倍的同时，传
播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之美。
今年已经是天津卫视相声春晚播

出的第四年，将有哪些惊喜呈现给观
众？据总导演介绍，今年相声春晚亮
点之一是“跨界融合”，除相声演员之
外，在音乐界、素描喜剧界、脱口秀界、
曲艺界有突出成绩的歌手、演员、艺术

家也将齐聚一堂，带来破次元壁的演
出，无论是跨界相声、小品，抑或是舞
台呈现，都希望第四年的相声春晚能
给观众带来新鲜感。
晚会节目为了在设计上更加多元

融合，还邀请了歌手梁龙，喜剧演员宋
木子、合文俊、李飞和脱口秀演员毛豆
加盟，为观众奉上一场被大笑包围的
喜剧盛宴。届时，张鹤伦与梁龙将带
来跨界相声，当相声遇上摇滚，两位演
员碰撞出的火花令人期待。

相声作品全是首次演出

今年晚会的相声全都是新作品，
而且还是面向全国的首次演出。高峰
与栾云平的新作《健康生活》，围绕社
会热点解读如何正确养生；孟鹤堂与
周九良的新作《年年有“鱼”》，是去年

相声的姊妹篇，用风趣叙事的方式带领
观众在相声中体会年味儿；石富宽、于
谦、侯震、孙越、冯照洋带来的群口相声
《你会怎么做》，对诸多不良现象进行抨
击，每一个作品都包袱十足。
涉猎综艺、影视的岳云鹏渴望回归

小剧场，他说：“有的时候，节目参加多
了，演角色会有出戏的感觉。但是，节目
拍多了，回来说相声，观众不会有出戏的
感觉。”对于新年愿望，他坦言：“希望每
一场相声都好笑，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金句频出 引发共鸣

每年相声春晚都金句频出，今年的
晚会依旧有很多兼具笑点与热点的金句
出现，如岳云鹏的“我可不好哄”，孟鹤堂
的“我被支配了”，张九龄的“青春就像王
九龙的包袱，充满了尴尬”等，引发观众
对青春、网络事件、社会现象等多方面的
共鸣。
聊到过年，很多人都有童年被大人

要求表演才艺的回忆。孟鹤堂和秦霄贤
也称小时候过年最怕大人喊自己演才
艺。不过在相声春晚的舞台上，怀旧金
曲串烧《流金岁月》，在孟鹤堂和秦霄贤
的演绎之下，不仅有了时空交错感，还引
发了观众一起大合唱的热潮。

春节档预售票房暂居全国第三

天津电影市场明显回暖

天津市2023

年迎新春文艺演

出在天津大剧院

精彩亮相，异彩

纷呈的演出给全

市人民送上新年

祝福。

本报记者 姚文生

姚迪首次首发 表现不俗

本报讯（记者 梁斌 摄影 孙震）
昨天上午，由天津市体育局、天津市文
明办、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政府主办的
2023年天津市健身大拜年主题系列
活动在我市北辰区正式启动，现场数
千名健身爱好者参与。
活动中，天津渤海银行女排队员

杨艺发出全民健身倡议，倡导大家树
立健身理念，形成锻炼习惯并掌握科
学健身方法，每天健身一小时。出席
活动的嘉宾为天津市第二届社区运动
会优秀组织单位颁发奖牌，激励全民
健身进一步深入基层、服务群众。随
后，现场活动进入高潮。威风灵动的
龙狮在与会嘉宾点睛后舞啸九天、龙
腾狮跃。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2年，我市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持续
推进，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累计新增
1100余处，并成功举办了第十五届市运
会、第二届社区运动会等，各层级赛事活
动达770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