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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梁斌）日前，结束了今年
的第二期集训的中国女排将于第十四届全
运会女排成年组预赛结束后，在宁波北仑
开始今年第三期集训，之后将参加国际比
赛来为东京奥运会练兵、磨合阵容。主帅
郎平表示：“球队备战已经持续一年多，我
们也有自己的计划。目前第二期集训备战
已经结束，队员们将利用这段时间参加全
运会预赛。国家队之后会有几场国际比

赛，也算是第三期的集训。”
受疫情影响，去年女排各项国际赛事被迫

取消或延期，中国女排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集
训，却没有参加一场比赛，球队遭遇到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今年1月6日，中国女排在北京集
结，开始了今年的第一期集训，一直到春节前才
结束。大年初六，球队又奔赴福建漳州，进行为
期一个多月的第二期集训，并于3月28日结
束。第十四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预赛将于4月

6日至13日举行，国手们将通过本次比赛检验
之前在国家队集训的训练成果。
结束全运会预赛，一年多没有参与国际

比赛的中国女排将进入密集的国际比赛节
奏，先在宁波北仑开始第三期集训，备战5月
1日在日本进行的奥运会测试赛，之后球队
将于5月25日至6月25日参加在意大利举
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出于防疫考虑，国际排
联缩减了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报名人数，各

队包括教练员、队医、领队、队员在内，只能报
名25人。因此中国女排将会在第二期集训
20人的基础上减少队员人数。

此外，原八一女排国手刘晏含日前确定
加盟家乡球队辽宁女排，随队出战第十四届
全运会女排成年组的比赛。辽宁女排队长丁
霞表示：“刘晏含这次是永久转会，身为国手
的她进攻和拦网都很有实力的，她的到来对
队伍有很大的帮助。”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进行的世预赛欧洲区第三轮
比赛中，爆出了最大冷门。德国队主场居然以1：2不敌弱
旅北马其顿队，世预赛18连胜的纪录也戛然而止。
这场比赛，德国队占据了七成的控球率，全场射门之比

也是11：4，但先进球的却是北马其顿队。上半时补时阶
段，潘德夫推射破门，37岁的他成为在世预赛中攻破德国
队球门的年龄最大球员。第63分钟，德国队由萨内制造点

球，并由京多安主罚破门将比分扳平。此后，维尔纳错失空门
机会，未能替己队将比分反超。

德国人挥霍机会后，在第85分钟遭到惩罚，埃尔马斯
捅射破门帮助北马其顿队完成绝杀。北马其顿队从未参
加过任何大赛，但在2020年的欧预赛附加赛上，该队最终
淘汰格鲁吉亚，首次打进欧洲杯正赛，而为球队建功的正
是老队长潘德夫。

此前，德国队在世预赛主场已豪取9连胜，进36球、失2
球，没想到此役竟栽在世界排名第65位的北马其顿队脚下。
这也是勒夫执教德国队后首场世预赛失利，此前他带队征战
世界杯预选赛战绩为29胜3平，打进108球，仅失18球。德
国队上一次在世预赛中输球是2001年9月，当时以1：5惨败
于英格兰队，至今已近20年了。

早早就宣布将在今夏欧洲杯后辞去帅印的主教练勒夫，
已经执教德国队15年，其间曾带领球队屡创辉煌，直至2018
年世界杯遭遇滑铁卢。去年，德国队又在欧国联比赛中0：6
惨败给西班牙队。如今位居小组第三的德国，晋级2022年卡
塔尔世界杯都有了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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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主题发布

文物映耀百年征程
“讲解+交响合唱音乐会”的形式，让党史学习教育更生动

一堂音乐党课的诞生

百余部优秀国产电影展映

全运会女排成年组预赛结束后北仑再集结

中国女排第三期集训将“以赛代练”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中国足协在上海召开本
赛季三级职业联赛开始前的俱乐部工作会议，备受外
界关注的中超联赛第一阶段分组也在会议上公布。
原则上，16支中超球队分别落位A组的广州赛区和B
组的苏州赛区，依然按照上赛季的排名进行蛇形排
列，不过本着“就近原则”，也对排列结果进行了微调，
涉及的变化是广州城队进入A组，与广州队、深圳队
同在广州赛区，而天津津门虎队则进入B组，将前往
苏州赛区。
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一阶段具体分组情况为：A

组广州赛区：广州队、山东泰山队、重庆两江竞技队、
河南嵩山龙门队、广州城队、深圳队、青岛队、沧州雄
狮队；B组苏州赛区：北京国安队、上海海港队、上海
申花队、河北队、天津津门虎队、大连人队、长春亚泰
队、武汉队。
本月 20 日开启的新赛季中超联赛，将踢满和

正常赛季相同的30轮，第一阶段进行14轮，第二和
第三阶段分别进行 8轮。让球迷们有些兴奋的是，
按照目前计划，第二和第三阶段，有恢复主客场
赛制的预案。
由于 2022赛季中超联赛有既定的“扩军计划”，

因此本赛季中超联赛结束后，将不产生直接降级队
伍，在本赛季中甲联赛前两名直接升入中超的同
时，本赛季中超联赛第十五名和第十六名，将与中甲
联赛第三名和第四名进行附加赛，两个胜者进入中
超、两个负者进入中甲，从而使下赛季的中超联赛队
伍增加到18支。
按照中国足协和职业联盟筹备组的要求，16支中超

球队，必须在本月17日前到赛区报到，用18、19日两天，
完成赛前教育、培训、动员以及适应场地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 赵睿）在昨天举行的2021
赛季职业联赛俱乐部负责人工作会议上，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表示，在国家足球荣
誉问题上，俱乐部与国家队“同处在一条船
上”，他敦促各俱乐部要保护好国脚。

今年上半年中国足球最重要的任务是国
家队冲击40强赛小组出线权，为此，中国足
协几乎是不计成本地努力帮助中国队争取有
利条件，其中最关键的是说服亚足联和同组
其他球队，将第二循环的比赛放在中国苏州

进行。陈戌源表示国家队和俱乐部荣辱与
共，既然大家都在一条船上，那么俱乐部特别
是输送国脚的中超俱乐部理应保护好国家队
队员。陈戌源说，“这条船正在往前开，遇到
风浪，需要大家一起努力。这条船如果搁浅
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
李铁上任之后，已经组织了6期集训，

但一次也没有凑齐过想要的所有队员，本
期集训更是多名队员因伤缺席。虽然其中
因疫情原因导致入籍队员无法归来，但伤

病确实是更令人头疼的问题。中超联赛开
战后，尽量减少国家队队员受伤风险，也是
各俱乐部支持中国队的具体表现。另据了
解，在降薪之后，中国足协曾考虑过为国家
队设立参加大赛奖金，目前还没有进一步
消息。

昨天，亚足联更新了40强赛赛程，中
国队所在的A组比赛在5月30日开打，争
取首战菲律宾队的计划没有实现。中国队
具体赛程为：5月 30日首战关岛队；6月 3
日打马尔代夫队；6月9日对阵菲律宾队；6
月 15日与叙利亚队交锋。这个赛程对于
中国队来说也是颇为有利，前两个对手较
弱，可以充分磨合阵容，第二场比赛之后休
息5天再战菲队，再休息5天与叙队较量，
体能和训练都有保证。

新赛季首阶段 津门虎队进入“苏州组”

中超诸强17日前赴赛区报到

亚足联更新40强赛赛程 对中国队颇为有利

陈戌源敦促俱乐部保护国脚

不敌北马其顿队德国队世预赛18连胜戛然而止

本报讯（记者 张帆）今年6月12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近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开展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活动的通知》。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为“文物映耀百年征程”，

活动宣传口号包括“献礼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实证中华
文明 迈步崭新征程”“加强文物科技创新 推动高质量发展”
“焕发文物活力 赋彩美好生活”“珍爱文物 珍爱我们共同的
精神家园”“山水之城、美丽之地，重庆，行千里、致广大（重庆
主场城市口号）”，国家文物局将与重庆市政府在重庆市共同
主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并举办主题论坛等相
关活动。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主要包括五方面内容：
将聚焦发展大局，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聚焦建党百年，凸显
文物独特作用；聚焦科技创新，推进事业高质量发展；聚焦
系统保护，凝聚文物保护共识；聚焦文物惠民，丰富精神文
化生活。

据了解，在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市文化
和旅游局与西青区政府将联合主办“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主场系列活动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非遗作品
展”，展览分为地域篇、人物篇和精神篇三大板块，目前展览作
品征集已全面展开。

■本报记者翟志鹏摄影姚文生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委党校主办，天津交响乐团承办，天士力控
股集团、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支持的音乐党
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市委党校成
功举办，赢得在场观众的一致好评。该音乐
党课创造性地采取了“讲解+交响合唱音乐
会”的形式，是对党史学习教育的一次创新。
连日来，本报记者多次深入排练现场观摩音
乐党课创作情况，采访了策划者、演员、幕后
工作者等多方人士，请他们为读者讲述这堂
音乐党课的诞生。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如何运用好艺术形式，以更加生动、丰满、震
撼人心的方式做好党史学习教育，是许多文
化主管部门和艺术院团面临的共同议题。以
往，红色经典主题音乐会很常见，但通常都是
普通音乐会的形式，区别只在于曲目上的选
择。在主创团队看来，如果将红色经典主题
音乐会与党课有机“嫁接”，不但可以同时丰
富两者的表现形式，还可能产生“1+1>2”的
效果。
确定了音乐党课的基本形式，主创团队

开始进行“音乐”“党课”两方面的准备。策划
人之一、天津交响乐团团长董俊杰告诉记者，
“音乐”方面的工作需要解决两个难题，其一
是从浩如烟海的曲目中按照一定的历史顺序

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红色经典曲目，其二是对
曲目进行重新编排，一些没有谱子的曲目还
要扒谱。而在“党课”方面，创作团队特地邀
请了多位党史专家，经过反复创作、修改形成

了音乐党课的讲解词。
最终确定的曲目和讲解词被安排在了

“建党伟业 开天辟地”“奠基立业 改天换
地”“改革开放 翻天覆地”“筑梦前行 伟大

复兴”四个篇章中。这四个篇章脉络清晰，由
以党史为内容的讲解词带出曲目，让理性的
学习教育与感性的聆听形成了联动。值得一
提的是，音乐党课的音乐表现形式也非常丰
富，不但汇集了独唱、二重唱、合唱、管弦乐等
不同形式，在具体编排上也有新意。如在《南
湖的船 党的摇篮》《过雪山草地》等曲目中，
交响乐队中引入了竹笛、琵琶等民族乐器，不
仅丰富了乐队的艺术表现力，也使观众对音
乐更有亲近感。

音乐党课的成功推出同样离不开演员
队伍的精彩发挥。很多参演人员对记者
说，参加这堂音乐党课，心情与普通的音乐
会是截然不同的，内心中不但有对艺术的
敬畏，更有对宣传党史的一种神圣感、责任
感。演唱《不忘初心》一曲的男高音歌唱家
王泽南告诉记者，这是他演唱这首歌曲最
难忘的一次，听到曲目前的讲解词时，他就
感到热血沸腾，想把对党的感情通过歌曲
传递给每位观众。担任合唱的天津交响乐
团合唱团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合唱团艺术
指导李华典对记者说，大家对这堂音乐党
课投入了最大的精力和热情，合唱在其中
占的比重很大，曲目风格又截然不同，为了
准确、精彩地诠释好曲目，大家都主动学习
了曲目相关时代的党史，尤其是很多年轻
人就此开始自发学习党史，这样的演出经
历将使他们受用终身。

据新华社电 新西兰副总理兼体育部长
格兰特·罗伯逊昨日宣布，2023年女足世界
杯开幕式将在新西兰举行，新西兰将有4座
城市参与举办。2023年女足世界杯第一次
有32支球队参赛，规模空前。
罗伯逊表示，确定承办赛事的4个新西

兰城市包括首都惠灵顿、最大城市奥克兰，以
及南北岛重镇汉密尔顿和达尼丁。
2020年6月，国际足联宣布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获得2023年女足世界杯联合举办权。澳
大利亚的举办城市分别是悉尼、墨尔本、珀斯、
阿德莱德和布里斯班，决赛将在悉尼举行。

■本报记者仇宇浩

第34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天津展区的
3个网络直播间里，人气荐书主播与嘉宾们
已在两天时间内推出了23场直播，目前累计
浏览量“50万+”。这正是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立足传统出版主业同时，又在数字融合出版、
网络内容生产、线上营销和个性IP打造方面
集中发力的成果，不仅在全网初步建立起天
津出版的IP矩阵，更让津版好书和荐书主播
一起走红网络。

从低头做案头到抬头看镜头
老出版新尝试

订货会第二天，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副
总经理、儿童读物专家纪秀荣与作家周晓
枫依托文学与美学俱佳的童话《星鱼》，为
读者带来了关于“文学美”的欣赏与表达技
巧的直播分享会，并在线解答“如何指导孩
子阅读本书”“如何提升写作的语言之美”
等读者关注的问题。纪秀荣表示：“走进直

播间，更多的是为年轻编辑们起个带头作
用，让他们看到，连老同志都冲在了前面，
年轻人更没什么可顾虑的。只有抢抓机
遇才能占领市场，今后会有更多的编辑
成为既能低头做案头又能抬头看镜头的
主播。”

与古琴专家张子盛一起直播畅谈古
琴艺术的是天津北洋音像出版社数字部
副主任王彦刚，做经管书出身的他把出
版科技书的严谨带入了融媒体工作，“回
去还是要好好复盘的，不断发现问题，才
能做到更好。”
面对“出版+”，不少新老出版人已从直

播“小白”变成了数字出版多面手。两天
来，从“倾听博物馆”系列图书作者朋朋哥
哥直播分享生动的博物馆故事，到献礼建

党百年红色题材儿童小说“浴火童心”作者
直播讲述少年英雄的成长故事，再到“年画
故事”“书法作品赏析”“学科素养：教学改
革与高考命题的必然取向”等多场不同主
题的直播，均深受读者欢迎。

段子手会“种草”
有“网感”出爆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的荐书主播顾雯雯
被选为本届订货会的巡场主播，负责展会
的整体情况推介，显示出津牌荐书主播的
实力。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司的王卓
则是一位备受网友喜爱的“网感”段子手型
荐书主播，她特别会给读者“种草”那些医
学专著、科技理论类图书，她会把原本晦涩

的专业知识转化成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并
在讲解过程中加入很多“包袱”，天津姐姐
的幽默感一下子就“吸粉”无数，常常有网
友评论“太逗了，主播段子手”“简直能去说
相声了”。王卓透露：“天津人嘛，幽默可能
是骨子里的，一张嘴就出来了。”
像王卓这样个性突出的荐书主播还有

不少，过去一年里，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在线
上图书推介、线上营销方面取得了骄人成
绩，天津人民出版社、新蕾出版社、天津人
民美术出版社等利用专业优势和对网络市
场的精准分析，迅速在各大平台上占据了
有利位置，不少直播和短视频一度成为爆
款。此前“山猫医生来了”系列图画书仅两
天就卖出12万多册。昨天，新蕾出版社的
两位编辑吕玥、小鹿姐姐给孩子们带来一
场绘本嘉年华，在直播中介绍了“山猫医生
来了”“派老头和捣乱猫的开心故事”“数学
帮帮忙”等当红童书，分享了儿童绘本阅读
的技巧与方法，更以专业视角指导家长如
何引导孩子阅读，让更多人爱上津版好书
和津牌荐书主播。

天津展区3个网络直播间两天时间推出23场直播

津版好书和荐书主播走红网络

新西兰将举办
2023年女足世界杯开幕式

本报讯（记者 张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更好地发挥电影特殊重要作用，大力营造共庆百年华诞、
共创历史伟业的浓厚氛围，国家电影局近日印发了《关于
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活
动的通知》，部署今年4月至12月开展优秀影片展映展播
活动。

据了解，4月份将有《南征北战》《上甘岭》《铁道游击队》
《红色娘子军》《地雷战》《红日》《小兵张嘎》《英雄儿女》《南昌
起义》《百团大战》《血战湘江》《金刚川》等影片陆续上映。

此次展映展播活动覆盖面广、展映片目多，共计展映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百余部优秀国产电影，主要包括重大革
命历史题材、党史军史题材、英模题材、现实生活题材等，
活动期间每月均有十余部电影上映，通过城市院线上映、
电影频道展播与观众见面，在全国农村、城市社区、校园开
展主题放映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帆）近日，由河西区文化馆主办，天津市
演出公司承办的主题为“砥砺一百年 辉煌再出发——听红
歌·忆党史·感党恩”弦乐四重奏红歌经典音乐会举办，由此也
开启了河西区文化馆2021文化惠民演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河西区文化馆紧扣此
主题，组织开展丰富的惠民演出项目，既邀请专业院团进行文
艺表演，又安排总分馆基层团队联动演出，充分体现专群结合
的特点，进一步满足百姓文化需求，以“经典”激励人心，让百
姓充分感受艺术之美，领悟党史之光，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水平，让更多的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红歌经典音乐会文化惠民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山海情

（18、19）
天视2套（103）
18:25剧场：日头日头

照着我（25、26）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七九河

开(23、24)19:20剧场：烽
火太行(40)20:00黄金大
劫案(1—3)22:15剧场:烈
火刀影(42、43)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贤妻良

母（30、31）
天视5套（106）
19:30 CBA 常规赛

辽宁VS天津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大法庭 20:10 男人
世界21:00 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18:35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山海情》第18、19
集 几个学生给白校长写
了信，诉说想要外出打工
的决心。失落的白校长
跟得福喝酒，得福说外
出打工也有好处的话激
怒了白校长，得福被他
赶出房子。白校长去教
育局解决问题无果，还
被劝说要积极配合合唱
比赛，心灰意冷的他决定
带孩子们参加合唱比赛，
白校长决定不顾人数限
制，全员参加……

天津卫视 19:30
■《日头日头照着我》

第25、26集 郝建斌在回
家路上救了一位差点被人
侵犯的女孩柳青青，却成了
强奸未遂的嫌疑人。王小
溪向柳青青询问当日出事
的经过，但柳青青因为受了
刺激什么也想不起来。郝
建斌经过几天调查没有实
证被放了出来，但因为嫌犯
身份被停了职……

天视2套 18:25
■《烽火太行》第40

集赵有利引诱平田的计划
成功，但平田进山探矿防御
严密，为彻底消灭日军，将
平田炸死在矿洞内，崔世豪
与游击队强攻平田在山洞
外防御的日军部队，迫使平
田进矿洞拒敌。一番激战，
平田察觉金矿矿洞是骗局
为时已晚……

天视3套 19:20

■《黄金大劫案》第
1—3集 上世纪三十年代
末，中国东北，伪满政府所
在地，新京（今长春）。为
了交房租，小三江铤而走
险，打劫神父，却因此被关
进了局子，提审的时候发
现对方是熟识的九哥，小
三江将所抢银元奉上，在
九哥默许下，以革命党的
身份关几天充数，帮九哥
完成治安任务。狱中，他
与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叶凌
风关在一起……

天视3套20:00

■《贤妻良母》第30、
31集 永发带着律师来到
办公室，跟他商量着财产分
配问题，国南在门口听到这
些话，赶紧给丽红打电话，
丽红却显得胸有成竹。永
发跟丽红摊牌了，表示一分
钱也不会留给丽红……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今天

案子的原告丁先生说，自
己是公司的老员工了，却
因为一次拒绝加班，就被
公司给炒了鱿鱼。他觉得
公司辞退他的理由并不合
理，于是将自己所在的机
械制造公司告上了法庭。
那么整个事情到底是怎样
的呢？

天津卫视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