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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年ATP1000罗马大师赛
昨天继续进行，五届赛会冠军、头号种子德约科维奇以
6：3、7：6（5）击败弗里茨。由于受到雨水影响，小德在
第二盘第10局结束后一度怒吼裁判发泄不满，由此遭到
球迷批评。
作为卫冕冠军，德约科维奇连续第15次亮相罗马大师

赛正赛，此前他在这里的战绩为55胜9负。此番对阵弗里
茨，是二人继澳网第三轮后再次相遇。小德以6：3拿下首
盘，第二盘进行时开始下雨，但主裁判福卡德尔作出了继续
比赛的决定。随后是小德的发球局，雨势过大，他在艰难情
况下被破发后，未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朝裁判发火，随后小

德的行为遭到了球迷的抨击。
冷静下来的小德表示：“我当时压力很大，但我认为叫停

比赛是正确选择。这不是我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经历这
种状况，即使有了那么多教训，我依然会失去冷静，感到心烦
意乱。这是很好的一课，我会努力从今天的事情中学到一些
重要东西。”

同时进行的WTA1000罗马站女单首轮比赛中，“津花”
郑赛赛以2：6、0：6不敌克雷吉茨科娃，本赛季参加的11项巡
回赛中第7次遭遇一轮游。因里斯克在单打中受伤后，也退
出了女双比赛，王蔷/王雅繁得以获得出战机会，二人以6：1、
5：7、4：10遭贝古/埃拉尼逆转。

首发登场、第 75分钟被换下，算上上
半场补时的两分钟，总共出战77分钟，赛
后很意外地被球队安排接受现场采访，一
时间有点蒙，面对镜头，手放在哪里都专门
想了一下……祖籍江西、从小在上海长大、
出自原申鑫俱乐部青训系统的小将杨梓
豪，在他 20岁零 4个月刚过的时候，身着
津门虎队的战袍，在和大连人队的比赛中，
以这样的方式和过程，完成了自己的中超
首秀。他说，能在中超前5轮比赛中登场，
他想到了，因为前3场比赛，他都进入了替
补名单，主教练于根伟专门跟他讲过，要做
好上场的心理准备，但是能在第4场比赛
的时候获得首发机会，而且还接受了赛后
采访，是他没想到的。
在看了他“大半场球”的表现之后，球迷

们对杨梓豪这个新登场后防球员的评价基本
是肯定的，认为他身体条件不错、出球有力、
发挥中规中矩，只要多磨炼，未来可以看高一
线。杨梓豪也用“基本满意”四个字做了自我
评价，最主要的原因是没犯大的错误，不过
“怕犯错误，还不太敢在后场做那种向前短传
渗透式的传球”，是他认为自己存在的最大问
题，“希望以后随着上场的机会增多，能在这
方面好一点”。
杨梓豪是在津门虎队集结之后的第二周

到队报到的，之前他还在作为允许参赛的超
龄球员，跟随上海2003年龄段全运队集训。
与大连人队比赛结束后，杨梓豪接受采访时

提到了还不知道要不要去U20国青队报到
打乙级联赛，假如有可能，他还是希望能有更
多踢中超的机会。昨天接受采访的时候，他
专门对这个问题又做了解释：“5月15日乙
级联赛开幕，我肯定不能去踢，主要原因是之
前已经确定了，我要跟着上海2003全运队去
踢5月20日开始的全运会预赛，中超第5轮
比赛一结束，我马上就要去那边报到，后边的
情况怎样，慢慢再沟通确定吧。我们这届国
青队里面，好几个人都在踢中超了，成耀东指
导圈定的名单，在我理解，可能首先代表的是
一种认可，而不是硬性规定要如何。”

完成了在中超联赛的第一次出战后，杨
梓豪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转发了一篇网
络上关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文章，并且写
下了一段话——期待已久的中超首秀，很
感谢教练组对我的信任，还有大哥们的鼓
励，很遗憾没有为球队拿下比赛，自己差的
东西还是太多，继续脚踏实地好好努力，加
油津门虎！“来津门虎队一个多月，大家都
很关照我，于指导也一直鼓励我，我们队，
心很齐，尽管后面可能还会遇到各种困难，
而且我平时就爱看网上各种国际、国内足
球的新闻和评论，知道外界怎样评价队伍，
也知道俱乐部、教练组承受的压力，不过我
也读到很多很多天津球迷对我们宽容、理
解、关爱的内容，谢谢大家。”杨梓豪说，他一
定会珍惜机会，加倍努力，尽快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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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着的杨梓豪在成长着 官方：裁判组判罚无大误
两中超俱乐部申诉被驳回

■本报记者仇宇浩

鲁迅文学奖得主、天津作家尹学芸全新
中篇小说集《寻隐者不遇》近日由译林出版社
出版，书中收录了她近一两年来最新创作成
果。同以往一样，她关注的依旧是小人物的
生活与悲欢，呈现那些游荡在爱与怕之间的
炽热灵魂，成为爱与怕的命名者。

从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文学作品开
始，尹学芸的创作生涯已有三十余年，其作
品愈发纯熟自如，被评论家赞为“庾信文章
老更成”。《寻隐者不遇》收录了她的最新中
篇小说《寻隐者不遇》《喂鬼》《苹果树》《望
湖楼》《比风还快》。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
的活动地点仍然是她虚构的“罕村”和“埙
城”。从乡村到城市，从农民到知识分子，
从工人到基层官员，她始终关注小人物，叙
述世事变迁和人情沉浮，书写人性的幽明、
疏离与和解。她说：“有人愿意紧跟时代热

点，我则愿意沉下心来，细细品咂岁月风尘
中的凡人过往，在生活的缝隙捕捉有意义、
有意思的人和事……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
活中都不可或缺，所谓的小人物都是相对
的。小人物并不真的‘小’。”在这些结构纯
熟、耐心细密、充满烟火气的故事里，总有
一些锋利之物隐伏其中，让读者猝不及防
地被它刺痛。
尹学芸说过，自己的写作并没有统一

的母题，“我一直是种率性的写作状态，老
百姓有句话叫天养人。创作与其何其相
似。”不过细究起来，新书《寻隐者不遇》其
实蕴涵着一个母题——寻常人的爱与怕：
比如《苹果树》中，一个女人不顾一切地编
织着一个美满姻缘的故事，又借助小女儿
之口将其变为传奇，竟然真的将平静生活
下的残酷真相掩埋了起来，让一棵苹果树
慢慢成为远近闻名的“圣物”；在中篇小说
《寻隐者不遇》里，去某个隐秘角落里的园

子寻找隐者的三个人，抱着心底的爱与隔
阂各自纠缠又最终散开，只留下庄生梦蝶
般的怅惘……尹学芸善于发掘与呈现这些
幽微的爱与怕的故事，这些或平常细碎或
浓烈炽热的情感，这些烟火尘世的爱与怕，
借由作家的命名，都得到了安稳妥帖的理
解，最终也将化作读者的一声慨叹，同时又
给读者留存着温热的希望。

尹学芸的创作不依赖于社会事件，她更
喜欢聚焦具有普遍性的平常人的人生际遇：
寻找隐者的人变成隐者；“喂鬼”的人躲入深
山；报恩的人倒于风雪之途；贪婪的人向下坠
落比风还快……情节一波三折中，看似违反
常理的人物行为变得合理，而看似平常的人
生故事，又有着深不可测的褶皱。人性的幽
暗处、闪光点，疏离与和解，就都在这些小小
的“合理”或“褶皱”里。平常人生的涟漪，汇
成长河，既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印记，也是一个
写作者赠予读者的礼物。

本报讯(记者刘莉莉)昨日，记者获悉，在
教育部主办的全国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上，天津代表团喜获佳绩，在展演设立的全部
项目中取得十一项一等奖，充分展现了我市
加强与改进新时代美育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和
高校艺术教育的整体实力。
据了解，本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以“奋

斗·创新·奉献”为主题，由教育部和四川省人
民政府主办，分为艺术表演类、大学生艺术实
践工作坊、艺术作品类、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
秀案例四大类。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等34个地

区198所高校师生参加现场展演活动。
我市在本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中共获得

十一项一等奖，十九项二等奖、三等奖。天
津代表团在四大设置项目中全部获奖，项目
发展均衡，展示了天津大学生的审美追求与
美育成果。在艺术表演类中，管弦乐合奏
《贝多芬第一交响曲第一乐章》（天津大学）、
群舞《杜鹃花满山》（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
院）、朗诵《青春理想》（天津师范大学）、合
唱《谷雨梯田》（南开大学）、群舞《醉春风》
（天津科技大学）荣获一等奖。在艺术实践
工作坊类中，天津理工大学《艺术与科技共

舞——万华镜科学馆展陈设计工作坊》、天
津美术学院《“一版一染”工作坊》荣获一等
奖。在艺术作品类中，书法《摘抄孟子语录》
（天津大学）、摄影《孙贤的点金人》（天津师
范大学）荣获一等奖。在高校美育改革创新
优秀案例中，天津大学《依托国家一流课程
开展“三念三要三化”教学提升综合高校大
学生创意设计素养的实践》、天津师范大学
《高校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模式的新探索
——以天津师范大学美育研究中心为例》荣
获一等奖。天津师范大学朗诵《青春理想》、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舞蹈《杜鹃花满山》

获优秀创作奖，天津大学贡振宇摄影作品
《育》获校长风采奖。天津市教委与天津大
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职业
技术师范大学获得最佳优秀组织奖。

近年来，我市积极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坚持每年举办学校文艺展演，通过学生器
乐节、学生舞蹈节、学生合唱节、学生戏剧
节“四节”联动，促进学校美育实践课堂扎实
开展，美育工作取得较大进展。2002年起，
我市在全国率先开展学校文艺展演，一年
一届连续举办，已经成为我市学校美育工
作中的重要内容。

本报讯（记者 张帆）记者昨日从市群艺
馆获悉，由市文旅局、东丽区政府主办，市群
艺馆、东丽区文化旅游体育局承办的第三十
届“东丽杯”孙犁散文评选活动目前已开始
征稿。
此次评选活动从5月启动征稿，通过全

国群艺馆系统组织；作品报送后邀请著名作
家、评论家对报送作品进行初评、复评和终
评；评审结束后还将举办第三十届“东丽杯”
孙犁散文评选颁奖会、第十三届全国群众文
学创作论坛。
本次评选活动分为成人组和未成年人组

两个组别。成人组可报送单篇散文和散文
集，分类进行评选；未成年人组可报送单篇散
文和散文集，不分类别评选。同时，为纪念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开设专题征文
活动。征文要求为原创新作，字数在5000字
以下，内容反映建党百年来人民群众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非凡成就。评选活动
成人组设单篇散文奖和作品集奖，未成年人
组设新人新作奖。

■本报记者翟志鹏

5月14日，“古韵今声”花腔女高音郭森与男高音赵
越中国作品专场音乐会将在天津大剧院上演。作为活跃
在国际舞台的歌剧名家，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郭森此次将
为天津观众演绎原汁原味的中国作品。昨日，记者通过
天津大剧院采访了郭森，她向记者谈起了对中国音乐作
品的理解。
郭森常年活跃在欧洲舞台，她对西方歌剧的演绎得到

中西方观众的认可，观众们更加熟悉她在歌剧舞台上的风
采。此次演出她一改以往给人的印象，将中国歌曲作为演
唱曲目。郭森说，她在国外工作了20年，很少有机会演唱
中国作品，现在回到了国内，希望用学到的西洋技法演唱
中国作品。音乐会有古诗词创作歌曲，也有艺术歌曲，郭
森认为，这代表着从“古韵”到“今声”，证明音乐艺术无时
空、国界之分，她还希望将来能够带着这些作品去国外开
音乐会，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化和音乐作品。
本场音乐会的一大亮点是《幽兰操》《钗头凤·红酥手》

《春江花月夜》等根据古诗词创作的歌曲。郭森说：“当今
是信息时代，人们一切求快，难免会心浮气躁。古诗词里
透出来的沉静、简单、委婉和人生道理一直很打动我。读
古诗词就像看我们的国画，简约的留白给我们很多遐想空
间，这也正是我们文化瑰宝的魅力所在。此次演唱的歌曲
结合了很多现代元素，希望让更多年轻人喜欢古诗词，我
们的中华文化会随着古诗词不断流传下去。”谈到中西方
音乐作品的差异时，她说：“相比于无旋律、无调性的西方
现代作品，我们的作品更具歌唱性，旋律优美上口，更能让
人接受和有所触动。”
为此次演出，郭森提前几日抵达了天津，为天津观众

举办了多场交流活动。她说：“天津是我的福地，上大学的
时候我来天津参加过声乐大赛，拿了第二名，获得了出国
比赛的机会。再来天津我感到很亲切，天津文化氛围很
好，不但出歌唱家、演员，更是一个有文化传承的地方。我
对演出有一些紧张，希望给天津的声乐爱好者交上一份满
意答卷。”

唱出中国文化的“古韵今声”
——访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郭森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中国足协开出了
新一批的处罚名单，河南嵩山龙门队球员钟晋宝
以及青岛队球员朱挺都受到了追加处罚。值得
注意的是，针对这两家俱乐部关于判罚方面的申
诉，中超官方认为当值裁判组判罚无误，对申诉
不予支持。

中超联赛第4轮，多场比赛出现了比较有争议
的场面。其中河南嵩山龙门队赛后针对裁判判罚
进行申诉，成为了本赛季第一个提交申诉的球
队。对于河南嵩山龙门队的申诉，中国足协正式
回应，认定申诉的大部分判罚，当值裁判组均判罚
无误，故对河南嵩山龙门队本次申诉不予支持。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河北队身上，在对阵上
海申花队的比赛中，王秋明被张璐推倒在禁区
内，不过裁判并没有任何表示。在处理河北队申
诉的时候，足协内部出现了不统一的现象，有6位
专家支持主裁不判点球的判罚，但有3人支持河
北队，认为应该判点球，最终，中国足协对于河北
队的申诉同样表示不予支持。

根据本赛季的最新规定，中超俱乐部单赛季
享有三次对判罚进行申诉的机会。在裁判的问题
上，中国足协也做到了透明和公开，例如在肯定
了当值裁判的大多数判罚的同时，也承认对河南
嵩山龙门队的一个点球判罚“不正确”。

此外，河南嵩山龙门队球员钟晋宝在比赛中
多次辱骂裁判员，最终被停赛 5 场和罚款 5 万
元。青岛队球员朱挺也被认定在比赛中故意踩踏
对方球员，被停赛3场和罚款3万元。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作为最后一站奥运积分赛的新
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签表昨天揭晓，本站比赛之后东京奥运
会的参赛席位将全部确定。石宇奇首轮迎战桃田贤斗，何
冰娇首轮对阵戴资颖，郑思维/黄雅琼则以混双头号种子身
份出战。
男单方面，现世界排名第11位的石宇奇首轮对阵头号

种子桃田贤斗，对于石宇奇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锻炼
机会。同在上半区的陆光祖首轮对阵泰国的昆拉武特。6
号种子谌龙在下半区，首轮对阵荷兰的马克·卡尔乔。女单

方面，何冰娇首轮对阵世界第一戴资颖，陈雨菲首轮与王祉怡
上演德比。

女双3号种子陈清晨/贾一凡首轮对阵英格兰组合布
里奇/史密斯，7号种子杜玥/李茵晖首轮对阵马来西亚的
许嘉雯/林秋仙。混双头号种子郑思维/黄雅琼首轮对阵
印尼组合毛拉纳/班达索。3号种子王懿律/黄东萍首轮
对阵马来西亚组合吴顺发/赖洁敏。男双方面，李俊慧/
刘雨辰首轮对阵队友何济霆/谭强，第二轮可能碰到邸子
健/王昶。

石宇奇首轮迎战桃田贤斗 何冰娇首轮对阵戴资颖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签表出炉

“津花”郑赛赛遭遇一轮游

罗马赛冒雨出战小德发火遭抨击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剧场：瞄准（1、2）
天视2套（103）
18:25剧场：金婚风

雨情（23—25）20:45鱼
龙百戏

天视3套（104）
17:40剧场：进错门的

女人(24、25)19:20剧场：
兵临村下(18—21)22:15
剧场:铁核桃之无间风云
(37、38)

天视4套（105）
21:00剧场：我们的

纯真年代（1、2）
天视5套（106）
19:55 天津足球联赛

专题报道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大律师20:10 百医百
顺21:00 二哥说事

天津少儿（108）
19:55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探险日记》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瞄准》第1、2集松
江，解放后的第20日。清
晨，曾思过一如往常在码
头摆摊，他是个平凡得毫
不起眼的木雕师，靠给过
路客人雕刻人像谋生。不
料，看似平静的码头却悄
然酝酿着大风暴。根据截
获的敌电台情报，潜伏特
务叶冠英今天将与保密局
派来的“客人”接头，松江
公安局侦察科长曹必达率
领部下设下了埋伏……

天津卫视 19:30
■《金婚风雨情》第

23—25集耿直的父亲再
次发病，本来季诚主刀，可
偏偏没想到麻醉出问题，竟
然让老父亲一去不返，全家
都炸了锅，耿玲和耿母更是
要让季诚负责，还是耿直出
面维护了季诚……

天视2套 18:25
■《我们的纯真年代》

第1、2集 上世纪七十年
代，一场震惊中外的大地
震。北京城震感强烈。前
进巷胡同南端的军乐团大
院笼罩在恐慌之中。涂建
利进入儿子房间，发现二
儿子涂强的床铺是空的。
前进巷胡同北端的3号大
杂院也出现怪事，尤国臣、
左新玲的宝贝女儿尤玲也
不在闺房……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婆婆

苏玉凤状告儿媳妇马雯
雯，要求偿还儿子看病借
款。原来苏玉凤的儿子
白超身患重病没钱医治，
父母卖房帮儿子看病，结
果儿子没救回来，钱也花
完了。老两口老无所依，
只能要求儿媳妇偿还借
款。苏玉凤指责儿媳马雯
雯是造成儿子白超染上恶
习、最终身患绝症的元凶，
儿媳妇马雯雯却说早在白
超患病之前两人感情已经
破裂，债务问题与自己无
关。那这起案件法院将如
何判决呢？

天视6套 18:00

■《鱼龙百戏》参与
本场基础擂台的3组分别
是来自河北省唐山市的相
声演员刘笑冬和郑晨组成
的冬晨组合，来自河北省大
城县的京东大鼓演员孙悦
以及来自陕西省西安市的
陕西快书演员赵全厚和杨
海龙组成的厚海组合。本
场的监考官分别是陕西省
西安市曲艺家协会主席、
相声名家于海涛，戏曲曲
艺专家老魏和相声名家郑
健。此外，还有20位来自
全国各地的场外云评审。
本轮参与基础擂台的另外
9组寻师人与快板演员管
新成、天津相声广播主持
人穆岩和赵旭组成鱼龙观
察团，坐镇现场观战，为场
上加油助威。

天视2套 2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