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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帅双线均进32强 朱琳逆转首进16强

“金花”澳网展现更多冲击力
天津市2023年民心工程

新增411个全民健身场地

国乒主力球员

确定主管教练

CBA第三阶段赛程公布

本报讯（记者 梁斌）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天津市2023年
20项民心工程确定，其中就包括丰富健身场地类型、满足群
众多样化健身需求的部署，不仅要更新社区健身园，还会增建
球类运动场地、骑行步道等，让市民充分享受到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大礼包”。
按照市委、市政府2023年20项民心工程总体部署安排，

市体育局全面推动实施《天津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
2025年）》，充分挖掘城市闲置空间存量资源，继续加大体育
场地设施供给保障，将打造411个“小而精”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包括更新200个社区健身园，新建10条健身步道、100处
社区户外微场地、50个乡村健身广场、50块市民足篮排多功
能运动场、15公里“海河蓝丝带”自行车骑行道。
天津市将通过增建多场景、多种类、多功能的运动场地，

不断扩大场地设施产品供给，提升公共健身服务水平，更好地
满足广大市民群众健身需求，全面推进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
推动构建我市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天，CBA公司
公布了2022—2023赛季CBA常规赛第三阶
段赛程，比赛将于3月1日开打，4月5日结
束，共计14轮。其中，天津男篮的本阶段首
战将在3月2日主场对阵广厦。

从赛程上看，天津男篮本阶段开局前5
场比赛有4场都是主场比赛，这也有利于球
市复苏，毕竟大家都已经期盼在主场比赛
的感受了。这5场比赛中，天津队将先在主
场迎战广厦、江苏，然后赴客场挑战青岛，紧
接着回到主场对阵广州和山西。该阶段尾

声，天津男篮将以三连客加一主场画上本赛季
句号，分别是客场征战宁波、上海、浙江，最后回
到主场对深圳收官。
第三阶段将于4月5日结束，届时本赛季常

规赛的比赛将全部结束。2023年CBA全明星赛
将在3月24日—26日举办，举办地点是福建厦门。

此外，中国篮协公布了中国男篮18人集
训大名单：吴前、程帅澎（浙江）；赵继伟、郭艾

伦、张镇麟（辽宁）；赵睿、胡明轩（广东）；曾凡
博（北京）；王哲林（上海）；周鹏（深圳）；朱旭航
（新疆）；胡金秋、朱俊龙（广厦）；祝铭震、焦泊
乔、崔永熙（广州）；崔晓龙（江苏）；周琦。第二
阶段常规赛休战，就是为了国家队备战2023
年男篮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第六窗口的比
赛，中国男篮将于2023年2月1日—2月19日在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进行集训。

本报讯（记者 申炜）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梅西和C·罗的每
一次交手，都会引发关注，哪怕只是友谊赛。北京时间昨天凌
晨，利雅得全明星队4：5不敌巴黎圣日耳曼队，梅罗再次在比
赛中相遇，这次少了些许火药味，多了一些老友重逢的温馨。

自从转投沙特联赛以后，C·罗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首秀，
他代表的是利雅得全明星队，对手是巴黎圣日耳曼队。比赛
中，梅西打入一球，但C·罗的表现更抢眼，他上演了梅开二度
的好戏。最终，巴黎圣日耳曼队5：4取得比赛胜利。一场普
通的友谊赛，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只因为两队的头牌是
梅西与C·罗。这是两人之间的第37次交手，以往的36次交
锋中，梅西取得16胜9平11负的成绩。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经过球员和教
练双向选择，国乒主管教练分管球员情况
昨天揭晓。除了孙颖莎继续师从邱贻可
外，樊振东、马龙、王楚钦、陈梦和王曼昱等
主力球员都有了新教练，其中王楚钦将由
混双组长肖战“一对一”指导。
王皓和马琳分别担任男、女队主教练后

需要统筹整体，不能继续主管樊振东和陈
梦。结合实际工作需要，教练和球员通过双
向选择，进行了男女队教练的分配。女队方
面，邱贻可继续分管孙颖莎，钟金勇分管陈
梦，徐辉分管王曼昱，李大成分管王艺迪，马
俊峰分管陈幸同。男队方面，刘恒分管樊振
东、林高远，崔庆磊分管马龙，刘志强分管梁
靖崑、刘丁硕，孙逊分管周启豪；混双组长肖
战专门负责王楚钦。值得一提的是，马龙比
崔庆磊还大一岁，崔庆磊当队员时，马龙都
是称他“小崔”，此番二人成了师徒。
据悉，在陵水军训后，国乒将于大年初

五在北京集结，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封闭集
训，备战新加坡大满贯赛事和德班世乒
赛。据国乒总教练李隼介绍，教练组后续
会密切关注教练员和运动员的情况，必要
时也会进行动态调整。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连续作战的“津
花”张帅经受住考验，继6：3、6：3战胜马尔
蒂奇，生涯第5次闯入澳网女单32强后，昨

天又携手玛雅6（5）：7、6：4、6：3
逆转马泰克/费尔南德斯，挺进
澳网女双32强。

受墨尔本的异常天气影
响，首轮等待超过30个小时才
等来比赛，过关后进行康复并
结束采访回到酒店已是深夜。

短暂休息后，张帅重新登场对阵马尔蒂
奇。2：0获胜后，张帅职业生涯第5次
（2016、2019、2020、2022、2023）闯入澳网女
单32强，即时世界排名升至第21位创个人
新高。下一轮，张帅将迎战从资格赛突围
的美国“00后”球员沃雷涅茨，后者6：4、

2：6、6：2爆冷淘汰9号种子库德梅托娃。
张帅/玛雅去年搭档夺得诺丁汉250赛冠

军，本赛季尝试长期合作，以7号种子身份出
战澳网女双。经过2小时22分钟的激战，张帅/
玛雅在6（5）：7、0：4的情况下上演惊天逆转，最
终6（5）：7、6：4、6：3淘汰马泰克/费尔南德斯，
跻身澳网女双32强。张帅单打和双打双线都
在签表之中，接下来还将参加混双比赛。
在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球员朱琳激战

三盘，最终7：6（3）、1：6、6：4爆冷击败赛会6号种
子萨卡里，职业生涯首胜Top10球员，也是首次
挺进大满贯女单16强。朱琳第四轮的对手将
是两届澳网冠军、前世界第一阿扎伦卡。阿扎
伦卡1：6、6：2、6：1逆转10号种子凯斯，终结了后
者赛季初的7连胜，生涯第10次闯入澳网16强。
女双首轮，杨钊煊携手中国台北名将詹皓

晴6：3、6：4战胜斯托瑟/科内，王欣瑜/内岛萌夏
6：3、6：3击败本土外卡组合吉布森/特扬德拉姆
利亚，韩馨蕴/马洛扎娃4：6、6：1、3：6负于萨斯
诺维奇/米哈利科娃，朱琳/布林科娃3：6、3：6不
敌多勒海德/斯林斯卡娅，王曦雨/里纳特5：7、
6：3、3：6输给10号种子青山修子/柴原瑛菜。混
双首轮，韩馨蕴/张之臻2：6、0：6不敌斯特凡尼/
马托斯，杨钊煊/泽林斯基2：6、5：7负于8号种子
达布洛斯基/赛普尔。
捷克“00后”新星莱赫奇卡6（8）：7、6：3、

3：6、6：1、6：4逆转11号种子诺里，生涯首进大
满贯男单16强。5小时45分钟5盘鏖战至当地
时间凌晨4时，35岁的穆雷4：6、6（4）：7、7：6（5）、
6：3、7：5逆转东道主球员科基纳吉斯，晋级男
单32强，比赛距离打破澳网用时最长纪录只
差8分钟。

本报讯（记者 李蓓）北京时间昨天，自由式滑雪U型场
地技巧世界杯加拿大卡尔加里站结束争夺。在女子决赛中，
谷爱凌第一轮滑行获得90分，第二轮获得95分，第三轮获得
95分，最终成功斩获冠军。谷爱凌北京冬奥会后的新赛季首
秀，便收获了2023年首个冠军。

赛后，谷爱凌表示：“这是我时隔11个半月后再次参加正
式比赛，重新穿上滑雪服的感觉很好，虽然有些紧张，但总体
来说真是太棒了。新赛季我只想滑出自己的最好成绩，享受
一切。如今我已是一名大学生，正在尝试着平衡学习和滑雪，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
过去的一年，谷爱凌收获颇丰。北京冬奥会上，谷爱凌揽

获2金1银，之后在京参加完一系列商业活动便回到美国，于
9月入学斯坦福大学，前不久才开始新赛季训练，此次比赛是
她新赛季的首场比赛。

谷爱凌新赛季首秀拿下冠军

津门虎队加速筹划新赛季安排
本报讯（记者 顾颖）今天是农历除夕，

辞旧迎新之际，天津津门虎队初步确定了
春节后的日程安排——假如中国足协和中
足联未来推出的赛程，中超联赛在3月底开
赛，那么津门虎队将于2月8日，在海口集
结开始冬训。
日前，教练组已经将这一初步日程安

排，通知了与俱乐部尚有工作合同，以及
合同到期但确定续签留队的球员，并督促
大家在假期中按计划运动，保持好身体状
态。不过2月8日这个时间点，其实也存在
一定的变数，一旦联赛开赛的时间比预计
3月底的时间有较大幅度推迟，那么津门
虎队的收假时间，也将相应延后。
球队放假期间，津门虎俱乐部最主要

的工作，是解决好上赛季的一些未了事宜，以
及着手落实包括整体预算在内的，新赛季前
期复杂的准备工作。涉及球队层面，有关上
赛季后防中坚安杜哈尔续约的工作，最近一
直在与他本人及经纪人商谈，另外还有计划
引进的外援也在深度沟通。伴随着2023年
新年打开的欧洲各国联赛转会市场，绝大部
分将在1月31日关闭，尽管之后并不影响自
由球员加盟球队，可毕竟这一时间关口，也会
给球员们的选择带来一定的实际或心理影
响，因此立足中国国内联赛，无论是津门虎俱
乐部，还是其他俱乐部，围绕外援引进的工

作，涉及一些具体人的具体情况，还要保持与
欧洲联赛同步操作。
另外，津门虎队新赛季计划重点引进的两

三名内援，俱乐部和教练组也一直在与他们保
持沟通，还有一些去年底合同到期球员的新合
同拟定工作，也在进行中。客观地说，中国足
球目前正面临又一轮整体筑底，各俱乐部以及
其中的每个人，一方面要为生存克服更多的困
难、做更大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希望得到更多
的关注与支持，在这其中，带着上赛季联赛排
名第8位的好成绩，津门虎俱乐部和球队，一直
倾力以健康、向上的姿态，迈入新赛季。

第37次“梅罗决”或成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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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单正式发布，晚会将
于今晚20:00播出。兔年春晚以“欣欣向荣的新时
代中国，日新月异的更美好生活”为主题，荟萃歌
舞、戏曲、相声、小品、武术、杂技、少儿等多种类型
节目，旋律悦耳动人、感情真切自然，整台晚会风
格清新，节奏明快。这份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欣
赏性的文化大餐，将在充满开心信心、奋进拼搏的
氛围中，陪伴全球华人开开心心过大年。
节目单中，歌舞类节目令人眼前一亮，既有质朴

真情的舒心曲，也有清新雅致的“田园诗”。《远征》
《未来我来》《青春向太阳》等歌曲高亢悠扬，给人以
力量。《一带繁花一路歌》以国际化的元素，展现文明
交流互鉴带给各国人民的喜悦与欢欣。《开饭！开
FUN！》《好运全都来》《新春蹦蹦》年味儿十足，朗朗
上口。《你好，陌生人》《早安，阳光》《小哥》暖心励志，
传递社会的一股股温情暖流。《绿水青山》《家园》《我
的家乡》清新隽永，用歌声礼赞大美中国。
融合创新节目在兔年春晚中频频闪现。创意

视觉交互节目《满庭芳·国色》从自然万物、天地四
时中追寻中国传统色彩，如诗如画，一展满庭芳
华。创意节目《当“神兽”遇见神兽》利用VR三维
绘制等总台新技术，让上古神兽“走出”文献古籍，
和现代生活中的孩子们奇妙相遇。微电影《我和
我的春晚》讲述了普通观众和春晚感人的故事。

语言类节目中，相声《我的变、变、变》诙谐幽
默，小品《坑》《初见照相馆》《马上到》《上热搜了》
等聚焦社会热点和百姓日常生活，让人在欢声笑
语中，引发共情共鸣。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融入时代表达，戏
曲节目《华彩梨园》广邀戏曲名家、“80后”“90后”
的青年一代戏曲演员和少儿戏曲爱好者同台献
技，经典与现代完美交融，高潮迭起，精彩不断。
以世界级非遗“南音”为底色的歌舞《百鸟归巢》让
流行音乐与文化遗产邂逅碰撞。舞蹈《锦绣》从国
之重宝“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中汲取灵感，
依托千年织锦的瑰丽，舞出中华文明的风采。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昨日，“邂逅·天津”之“瞧
戏·过年”兔年新春特别活动在津举行。来自天津外国
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外籍师生走进广东会馆，欣赏
民乐戏曲，体验非遗文化，在浓浓年味儿中感受传统文
化的博大精深。

癸卯新春将至，为了给在津过年的外籍师生提供
优质文化服务，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天津歌舞剧院、天
津京剧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艺术家及非
遗传承人举办了此次特别活动。

古香古色的广东会馆里，民乐演奏、京剧表演接
连亮相。中式盘扣、毛猴、面人、杨柳青木版年画等
代表性非遗项目也进行了展示和体验环节。丰富
多彩的活动令来自德国的留学生苏慕思感受到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及浓郁的中国春节氛围。
来自斯洛伐克的留学生沈先知表示，此前曾听说天
津的民俗文化和艺术氛围十分浓厚，通过这次活动
的切身体会，自己越来越爱这座城市，越来越喜欢
中国文化。
活动中还举行了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与

天津歌舞剧院“文化艺术实践教育基地”揭牌仪式。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新春将至，我市演出市场持
续升温。记者从北方演艺集团获悉，自1月21日（除
夕）至2月5日（正月十五），话剧亲子剧、戏曲曲艺、音
乐歌舞等423场各类文艺演出将相继上演，陪观众
“艺”起过年。

天津交响乐团将带来《世界名曲新年音乐会》《回
娘家声乐专场音乐会》，奏响新春气息。由天津儿艺与
吴桥金火龙杂技团联袂带来的首届“春节光华马戏嘉
年华”在津连演。曹禺剧院重装开业，将带来话剧《灵
魂的救赎》以及表演工作坊等演出和活动。天津歌舞
剧院将演出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
“过大年，看大戏”，春节戏曲演出好戏连台。天津

市青年京剧团团长、梅花奖得主赵秀君领衔主演的《西
厢记》，天津京剧院梅花奖得主王艳领衔主演的《穆桂
英挂帅》，梅花奖得主黄齐峰领衔主演的《长坂坡·汉津
口》等都将与观众见面。

天津人艺的“看家戏”——曹禺先生经典名作《雷
雨》将在春节期间上演。这部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剧作与天津渊源颇深，天津人艺排演此剧
已有60余年历史。三幕世态喜剧《油漆未干》也将连
续演出，该剧本是外国剧作，天津人艺将故事发生地移
植到津门小洋楼，使之成为一部津味话剧。

天津市曲艺团将带来名家新秀联袂的鼓曲演出。
谦祥益文苑、名流茶馆、天实景等我市相声茶馆将接连
上演相声大会。还有多场脱口秀演出，为观众送上欢
声笑语。
据悉，400余场演出均可使用文惠卡购票。

总导演：于蕾

副总导演：邹为

主持人：任鲁豫、撒贝宁、尼格

买提、龙洋、马凡舒、王嘉宁

�开场《花开种花家》
演唱：成龙（中国香港）、武大靖、

徐梦桃、高亭宇、秦海璐、苏有朋（中

国台湾）、杨紫、沙溢、王宝强、赵丽

颖、白宇、吴磊、欧豪、宋祖儿、宋轶、

万茜、热依扎、秦岚、祖丝（中国澳门）

合唱：北京爱乐合唱团、喜德县

中坝村果果合唱团、马兰花儿童声

合唱团

舞蹈：吉林市歌舞团、山东师范

大学、江西省歌舞剧院、中国邮政艺

术团、中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南京传媒学院舞蹈学院、空军蓝天

幼儿艺术团、中央军委机关事务管

理总局红星幼儿园、荷花舞蹈联盟

街舞团

�歌曲《开饭!开FUN!》
演唱：大张伟、张若昀

舞蹈：山东师范大学、中国邮政

艺术团、南京传媒学院舞蹈学院、荷

花舞蹈联盟街舞团

�歌曲《百鸟归巢》
演唱：谭维维

表演：赖多俐（中国台湾）、厦门

市南乐团、泉州师范学院、泉州市南

音传承中心

�相声《我的变、变、变》
表演：岳云鹏、孙越

魔术指导：简纶廷（中国台湾）

�歌曲《好运全都来》
演唱：邓超、王二妮

舞蹈：中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

学院、江西省歌舞剧院

�杂技《龙跃神州》
领舞：杨浩、李一凡、张浩正

表演：沧州杂技团、河北吴桥杂

技艺术学校、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吉

林市歌舞团

�歌曲《绿水青山》
演唱：黄霄雲、宋轶、宋祖儿、单

依纯

黄梅戏表演：潘柠静、张小威

舞蹈：中国邮政艺术团、南京传

媒学院舞蹈学院

�小品《初见照相馆》
表演：于震、孙茜、白宇帆、张佳

宁、马旭东、吕腾飞、李红佳

�歌曲《你好，陌生人》
演唱：毛不易

表演：李奎、中国邮政艺术团

�武术《演武》

表演：赵文卓、少林武僧团、河

南少林塔沟武校

【公益广告一《“村”晚》】

�少儿民俗表演《我和爷爷踩
高跷》

领舞：李岩、周孟影

表演：山东省招远市实验幼儿园

金娃艺术团、山东省莱州中华武校

�圆桌脱口秀《给我一分钟》
表演：赵晓卉、邱瑞、何广智、

徐志胜

�歌曲《跟往事干了好几杯》
演唱：姜育恒（中国台湾）、苏有

朋（中国台湾）、王铮亮、汪苏泷

舞蹈：中国邮政艺术团、江西省歌

舞剧院、中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舞蹈《碇步桥》
领舞：朱洁静（上海歌舞团）

表演：浙江音乐学院

�微电影《我和我的春晚》
演员：黄渤、吴京、马思纯、范

伟、沈腾、马丽、王宝强、春夏、方青

卓、潘斌龙、白宇、荣梓杉、金长勇、

白恩等

�合唱《早安，阳光》
表演：全国各行各业百姓歌手、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苏尼特右旗乌

兰牧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小品《马上到》
表演：王宝强、杨紫、王宁

�歌曲《小哥》
演唱：黄渤

舞蹈：中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

学院、山东师范大学、中国邮政艺术

团、南京传媒学院舞蹈学院、荷花舞

蹈联盟街舞团

�创意节目《满庭芳·国色》
演唱：赵丽颖

表演：唐诗逸（中国歌剧舞剧院）、

姜爱东（北京舞蹈学院）、王念慈（北京

舞蹈学院）、李祎然（中国歌剧舞剧

院）、苏海陆（北京舞蹈学院）

【公益广告二《花开种花家，幸

福中国年》】

�歌曲《花开忘忧》
表演：李光复、孙桂田

演唱：周深

�戏曲《华彩梨园》
（按节目出场顺序）

表演：杜喆、戴忠宇、王胜男、吴

奇峪、史依弘、张馨月、付佳、孟广禄、

方旭、孟宪腾、杨霞云、于泳、周恩旭、

侯宇、唐春园、宋保端、周宏伟、黄艳

艳、吴清华、郑国凤、王滨梅、景雪变、

杨少彭、蓝天、李博、李衍茂、郑智元

（7岁）、尚奕锦（4岁）、李汶燃（6岁）、

焦艺洋（7岁）、郭丁菲（8岁）、王若宁

（9岁）、邵兰舒（9岁）、魏佳欣（9岁）

参演单位：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

吉林市歌舞团、空军蓝天幼儿艺术团

�小品《坑》
表演：沈腾、马丽、艾伦、常远、

宋阳、于健

�歌曲《是妈妈是女儿》
演唱：黄绮珊、希林娜依·高

�创意节目《当“神兽”遇见
神兽》

演唱：阿云嘎、杨恩又、洪烈、刘

楚恬、余骁睿、曹菡熙、张轩睿

表演：萌七少儿艺术团、延安

STC街舞、T.I舞团

�歌曲《未来我来》
演唱：欧豪、白宇、魏晨、吴磊

舞蹈：山东师范大学、中国邮政

艺术团、中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

院、江西省歌舞剧院

�小品《上热搜了》
表演：孙涛、秦岚、黄杨、黄才伦

�歌曲《马上就会好的》
演唱：小柯、沙溢、秦海璐、胡

夏、孟慧圆、李光洁

舞蹈：中国邮政艺术团、江西省

歌舞剧院、中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

学院

�舞蹈《锦绣》（舞剧《五星出东
方》选段）

领舞：李倩

表演：北京演艺集团

�《一带繁花一路歌》
演奏：郎朗、吕思清、金玥、丁晓逵、

董晓琳、潘玥辰、吴琼、赵洁楠、陈崴

伴唱：易铭、张心心、徐梦丹

1.印度尼西亚歌曲《美丽的梭

罗河》

演唱：罗莎

2.希腊歌曲《比雷埃夫斯的孩子》

演唱：塞奥佐拉·巴卡

3.塞尔维亚歌曲《那遥远的地方》

演唱：斯洛博丹·特古拉

4.埃及歌曲《太阳露出了它最

美的光芒》

演唱：恩娜·法迪尔、沙依玛·阿里、

桑德拉·扎卡利亚、德米阿娜·塔德罗斯

5.巴基斯坦歌曲《克丽娜》

演唱：萨希尔·阿里·柏迦

6.新西兰歌曲《河水湍湍》

演唱：海莉·韦斯特娜

7.坦桑尼亚歌曲《马莱卡》

演唱：卡罗拉·基娜莎

8.阿根廷歌曲《一步之遥》

演唱：吉列尔莫·费尔南德斯

9.哈萨克斯坦歌曲《我的草原》

演唱：迪玛希

10.中国歌曲《茉莉花》

表演：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艺术家

【公益广告三《“跃”来“跃”好》】

�歌曲《我的家乡》
演唱：阿兰·达瓦卓玛、黛青塔娜、

吴彤、艾热、张尕怂

吉他：赵卫、希博

键盘：傅戈雷

贝斯：贾文恺

鼓：宋鹏杰

马头琴：全胜

冬不拉：穆热阿勒

扎木念：普琼次仁

迪庆弦子：格茸

库布孜：阿尔生·巴哈提

�歌曲《青春向太阳》
演唱：成龙（中国香港）、彭昱畅、

蒋依依、郭俊辰、陈立农（中国台湾）、炎

明熹（中国香港）、祖丝（中国澳门）

舞蹈：山东师范大学、江西省歌舞

剧院、中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歌曲《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演唱：孙楠、李克勤（中国香港）

�歌曲《家园》
演唱：家园计划合唱团、中央民族大学

�歌曲《远征》
演唱：廖昌永、吴碧霞、王凯、郁可唯

舞蹈：山东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

学音乐舞蹈学院、中国邮政艺术团、江

西省歌舞剧院

【零点钟声】

嘉宾：费俊龙、邓清明、张陆

�歌曲《新春蹦蹦》
演唱：凤凰传奇、董宝石、赵今麦

舞蹈：山东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

学音乐舞蹈学院、中国邮政艺术团、江

西省歌舞剧院

�小品《对视50秒》
表演：金靖、周铁男、闫佩伦

�歌曲《合拍》
演唱：许嵩

舞蹈：吉林市歌舞团

�杂技《勇往直前》
领舞：石仁琦、李松霖、杨晋豪

表演：中国杂技团、吉林市歌舞团

�舞蹈《我们的田野》
表演：辽宁芭蕾舞团

�歌曲《梦在春天如愿》
演唱：魏松、霍勇、么红、王莉

舞蹈：吉林市歌舞团

�歌曲《难忘今宵》
表演：全体演员

体验中国年

外籍师生走进广东会馆

400余场演出
陪观众“艺”起过年

新
华
社
发

风格清新节奏明快 融合创新节目频现

央视2023年春晚节目单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