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国梁：选拔优秀运动员去奥运会完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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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民族瑰宝传承创新 今晚天津卫视播出

《苍生大医》见证医者仁心

红色津沽唱响百年华章

本报讯（记者刘莉莉）本月初，曲艺
党课《百年》在我市张园驻场演出。连
日来，数十家单位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观
看，新颖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受到好评。
曲艺党课《百年》是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由市委宣传部主
办，北方演艺集团、天津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天津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联合主
办。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主
题，以“老兵”为特色，采取曲艺这种天
津市民家喻户晓的艺术形式，由众多天
津籍军旅曲艺人共同演出，节目以“忆

往昔”“看今朝”“辩真理”“赞家乡”“学榜
样”为主题线索，通过单弦、快板、评书、独
角戏等多种类型节目，用贴近生活的话题
与内容，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讴歌
百年来伟大成绩，启迪思考。

天津人幽默、精准的语言风格，以及
节目中的曲艺语言，令这台党课具有鲜明

的天津特色、天津味道。“发津声津韵，说
实在话，动真感情”是曲艺党课《百年》给
观众的印象。来自天津北洋音像出版社
联合党支部的车奕表示，这堂党课形式新
颖，通过画面、现场表演相结合的表现方
式，让我们对党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思
想受到教育，给我们触动很深，也让我们
深受启发。我们也想借鉴这种方式，更深
入、生动、创新地开展党员教育活动。
据介绍，曲艺党课《百年》将在张园驻

场演出两个月。此后还将走进机关、企事
业单位、军营、学校、社区等，服务更多党
员干部群众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帆）由天津市委
宣传部、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的纪录片《苍生大医》，近日摄制完成，
今晚21:20在天津卫视播出。
纪录片从新冠疫情多点散发的

线索切入，以故事化的创作方式，真
实呈现了张伯礼人生两次请缨抗疫
的故事，运用大量珍贵影像资料回
顾了张伯礼院士 70多年来在中医
药现代化之路上的奋斗历程，纪录
片用普通人的视角，去领略中医，进
而感受张伯礼“贤以弘德，术以辅
仁”的人生经历。
武汉疫情暴发初期，张伯礼和团队

争分夺秒，明确中医症候，找到对症药
方时，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摆在面前。
方舱医院每天急需8万袋中药，在当时
的疫情之下，一般的药企根本没有能力
生产。情急之下，张伯礼拨通了九州通
九信中药厂总经理朱志国的电话，张伯
礼朴实而坚定的声音，深深打动了朱志
国。朱志国决定，再难，也要上。企业
通宵作业，整整坚持了51天。更让朱
志国感动的是，当疫情趋于稳定，张伯
礼关心企业的药费是否结算了，还送了
一个他精心配制的药方，既可预防新
冠，也可预防流感。

桃李春风，润物无声。几十年来，张
伯礼把大量的心血倾注在对年轻学生的
培养上。在天津中医药大学，13年来，每
逢寒冬，都会有一次“静悄悄”的暖心行
动。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护士
赵筱慕来自甘肃靖远山区，2020年，当她
从天津中医药大学护理专业毕业，走上工
作岗位之后，才听说了一件防寒服背后的
故事：“上学时学校给我捐助了一件防寒
服，我说当时学校怎么没人和我穿的一样
呢，后来才知道，张校长要求学校发放时，

不同款式、不同颜色、不同图案，就是为了
保护我们的自尊心。”
该片历时近一年的创作，从千余小

时的海量素材中精剪而成，摄制组跟随
张伯礼院士赴湖北武汉、河北石家庄支
援抗疫，感受着中医药在治疗新冠肺炎
中的疗效，记录着循证医学、组分中药，
为中医药现代化赋能的创新与改变，见
证着张伯礼作为一名医者、老师、科学家
的仁心仁术，和他卸任天津中医药大学
校长时的嘱咐与寄托。

创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曲艺党课《百年》受好评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昨天上午，中
国乒协公布了东京奥运会参赛名单。男
单为马龙、樊振东，许昕将与他们一同出
战男团。女单为陈梦、孙颖莎，刘诗雯除
出战女团，还将与许昕出战混双。P卡
（替补球员）为王楚钦、王曼昱。用中国
乒协主席刘国梁的话说，就是要选拔出
优秀的运动员去参加东京奥运会，在日
本完成“升国旗、奏国歌”的使命。

从国乒前几届奥运名单看，奥运
会前一年世乒赛单打冠军必入选次年
奥运单打阵容。2019年世乒赛女单
冠军刘诗雯的落选，打破了这一传
统。刘诗雯从去年初开始一直饱受肘
伤困扰，相继缺席了世界杯和国际乒
联总决赛等重要赛事。直到今年3月
底，才时隔一年亮相全运会资格赛。
随后参加东京奥运会模拟赛时，单打
和混双均是提前出局。对于30岁的

刘诗雯来说，奥运会身兼三项的风险
太大。在其混双资格无可替代、“首
金”又不容有失的情况下，刘诗雯与许
昕全力确保混双金牌是重中之重。世
界排名第一陈梦入选单打阵容毫无悬
念，过去两年她共夺得9个国际比赛
冠军，还有3个国内比赛冠军。20岁
的孙颖莎表现异常抢眼，2019年世乒
赛、2019年女团世界杯、2020年女乒
世界杯中，曾连续三次战胜伊藤美诚，
成为她的加分项。

马龙包揽了2015年、2017年和
2019年三届世乒赛单打冠军，是队中
无可替代的精神领袖。樊振东连续夺
得2018年、2019年和2020年三届世
界杯单打冠军，且世界排名长期保持
第一，二人锁定男单资格实至名归。
许昕是目前男队双打最出色的选手，
而奥运会男团第一场就是双打。

本报讯（记者 梁斌）2021年世界
女排联赛将于5月25日在意大利里
米尼揭开战幕。对于中国女排13人
的参赛名单，主帅郎平表示，世界女排
联赛的前期将派出以老带新的阵容，
以锻炼年轻队员为主，后一阶段也会
让主力队员出场。

本次世界女排联赛，郎平将亲自
挂帅，安家杰担任助理教练。不仅是
中国女排，其他球队也有未尽遣主力
的。东道主意大利女排完全以奥运名
单以外的阵容参赛，塞尔维亚女排也
是如此。而美国女排、日本女排、巴西
女排等则以全主力参战，足见她们对
这次比赛的重视，世界女排联赛是东
京奥运会前的重要热身赛。郎平对于
中国女排的奥运会备战早已经做到了

心中有数，她表示：“我们终于迎来了
世界女排联赛，这次比赛将是演练阵
容的好机会，希望通过比赛检验训练
成果，让球队在奥运会前调整到比较
好的状态。前一个阶段的比赛球队
将派出以老带新的阵容，让年轻队
员得到实战的锻炼，而在后一阶段
的比赛中，我们的主力队员也将出
场，在对抗中找到比赛的节奏。”根据
郎平的规划，估计中国女排的前期阵
容会打9场左右，之后的比赛会让朱
婷等主力队员加入。
此前，泰国排协宣布由于泰国女

排集训队伍中出现球员和教练员感染
新冠肺炎的多起病例，表示已向国际
排联提出申请，退出今年的世界女排
联赛。

赛区提前与津门虎队沟通了昨天
下午训练的官方拍摄活动，因此队伍
的训练时间，也配合拍摄稍作调整：
16:10从酒店出发，步行前往训练场，
全队抵达的时候，摄像机已经在入口
处架好，等待他们的到来。本次拍摄
约定的开放时间为15分钟，没有安排
官方采访，这两天苏州当地的降雨非
常多，在下了一夜雨之后，昨天上午曾
短暂放晴，但是下午又乌云翻滚，这样
的天气条件下拍摄，恐怕随便拍拍就
是“大片”效果。
尽管没有接受官方采访，但是昨

天训练开始前，主教练于根伟还是和

队员们“多说了几句”，提醒大家一定要
善始善终，尤其比赛即将阶段性结束之
前，一定要保持精神集中，让自己兴奋起
来，在比赛中把队伍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
发挥出来。目前队中还是存在一些伤病
情况，今天比赛的首发阵容，教练组在最
后一堂训练课结束后才会确定。
今天津门虎队和武汉队的比赛，仍然在

赛区90公里外的江阴市体育中心进行，将
由天津卫视体育频道于18:00直播。
考虑到津门虎队之前与河北队在江

阴市体育中心比赛，虽然也是18:00开
赛，但是赛后返程遇到了堵车，回到住地
已经将近22:30，而有些家在外地、不随

大部队返津的教练、球员，明天一大早就
要出发回家，所以昨晚有的人已经在抓
紧时间收拾行囊。哪怕是3月底到津门
虎队报到前回过家的，到现在离家也已
经将近两个月，而且基本都处于封闭状
态，大家难免有些想家了。

关于今天的比赛，无论是津门虎队还
是武汉队，目标一定都是“全力以赴”，至
于外界关注的看点，首先肯定是于根伟、
李霄鹏这两位主教练相识三十多年后，在
执教层面的相遇，另外，对于津门虎队的
周通、武汉队的赵宏略而言，一旦登场都
属于面对“旧主”。

本报记者顾颖

在苏州赛区
训练、比赛、生活了一

个月，昨天下午，是天津津门虎
队完成本赛季中超联赛第一阶段前半程比

赛前的最后一练，在进行完今晚与武汉队的比赛后，球
队明天就将离开赛区返程，并开始三天短暂的假期。

本报讯（记者 赵睿）亚足联昨天
确认，朝鲜队退出 2022 年世界杯
和 2023 年亚洲杯预选赛。这个变
动将令 40强赛的整体形势变得复
杂，有可能给中国队争取以四个成
绩最好小组第二身份出线增添不
确定因素。
朝鲜队40强赛所在的H小组包

括土库曼斯坦、韩国、黎巴嫩和斯里兰
卡。朝鲜队5轮过后2胜2平1负，与
4战2胜2平的韩国队和5战同样2胜
2平1负的黎巴嫩队同积8分，暂列小
组第四位，身后是五战尽墨的斯里兰
卡队。朝鲜队退出40强赛已经不是
新闻，这次只不过是退赛的“靴子”落
地而已，这两天还陆续传出其他球队
有可能退出的消息，但还都不是最后
结果。
国际足联、亚足联解决此类问题

的主要办法有两个，第一是该队此前
成绩有效，退赛后的场次按照0：3判
负。第二是该队所有比赛均0：3判
负，计算每个小组各支队伍排名时，去
掉与最后一名（实际上也就是退赛队
伍）的成绩。上届世预赛印尼队退赛，
亚足联最终在比较小组第二的成绩时
排除了各队对阵小组垫底球队的成
绩。如果最终竞赛方案采取第一种方
式，中国队所受的影响将降到最低；如
果按上届规则，中国队出线就会面临
更多挑战。
给中国队算分、算出线概率是“烧

脑”的事情，历史上还曾有过“机关算
尽，适得其反”的情况。据悉，中国队
这次没有在“数学题”分心，既定目标
是“把自己事情做好，做到最好”，也就
是说该拿的分数和净胜球全都落袋，
然后再看是什么结果。昨天是中国队
的第二堂训练课，已然开始加快节奏，
训练持续90分钟，结束后队员明显感
到疲劳，而这也是做好自己事情的一
部分。

朝鲜队退出40强赛
国足不在“概率”上分心

郎平：世界女排联赛后期将启动主力队员

今日18:00 中超联赛第五轮 津门虎VS武汉队 TJTV—5直播

战武汉但求别留遗憾

调兵遣将为奥运名帅自有想法
A

B

■本报记者翟志鹏

每年均有作品来津的著名舞蹈艺
术家杨丽萍，将于本月再会天津观
众。5月28日、29日，杨丽萍作品《平
潭映像》将在天津大礼堂上演。日前，
记者通过演出主办方采访了杨丽萍，
她向记者介绍了这部作品的主要特
色，也透露与天津今后的合作计划。
记者：《平潭映像》是2018年的作

品，今年开启新一轮全国巡演后市场
非常火爆，您认为作品最吸引人的地
方在哪？
杨丽萍：《平潭映像》舞台剧既运用

了民俗的元素，又打破民俗的常规表现，
运用新的创作理念和现代的表现方式来
全新演绎民俗的呈现，赋予很多非物质文
化新的生命力，让传统得以新生，观众会
看到时尚感十足的民俗文化。我也很喜
欢作品中代表的闽东文化，古老、别致，舞
剧中的服化道非常精致，凸显平潭当地特
有的文化风俗。

记者：近些年文旅融合是社会热点，
您的“映像三部曲”、《阿鹏找金花》等新
老作品都是文旅融合之作——将艺术创
作与旅游产业相结合，您如何看待舞台
作品在文旅融合中的作用？

杨丽萍：舞台作品源于生活，源于民
俗文化，将带有地域特色的舞蹈呈现给全
国的观众，既能为作品注入不同的灵感和
新鲜度，又能通过演员的肢体、声音、服
饰、道具让观众了解映像作品所表达的不
同地域风貌，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是有
趣的，这应该是文旅融合的一个方向。

记者：恢复剧场演出后您是最早复
工的艺术家之一，您认为目前的演出市
场如何？您如何看待天津的演出市场？
杨丽萍：2020年8月我们开始复工复

演，当时上座率要求控制在30%以内，到
现在演出上座率恢复了100%，市场已基
本回暖。新冠疫情对于演出行业影响巨
大，好在观众的支持让我们很有信心。
去年复工复演后，我的《十面埋伏》在天
津两场演出全部售罄，后面加场再售罄，
天津观众的这份热情让我感动。本次巡
演原来没有天津站，巡演城市大多在南
方，起初考虑运输及差旅费用过高，没有
安排北方城市。我的很多作品都在天津
演出过，我太熟悉这片土地了，最后我们
决定即使承担更多交通成本，也要让演出
在天津落地，为了天津观众一切都值得。
另外，我的“雀之恋艺术培训中心”已经和
天津合作方完成签约，目前正在选址，相
信很快会与天津朋友见面。

赋予非物质文化新的生命力
——访著名舞蹈家杨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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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出没之探险日记》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瞄准》第9、10集
李局长和曹必达敬佩苏文
谦的专业，请求苏文谦指
导他们转天的火车站设
伏。苏文谦拒绝，因为他
只救人，不杀人。同时，他
提醒专案组，他们不曾接
触过城市暗杀与反暗杀，
必然不是水母组的对手。
虽然苏文谦拒绝参与设
伏，专案组还是决定实行
火车站伏击计划……

天津卫视 19:30
■《金婚风雨情》第

32—34集耿直在即将退
休的时候，和刘铁梅有几
次偶然邂逅，却先被孩子
发现，又被石菲菲撞见，弄
得耿直异常尴尬，铁梅希
望和他重唤旧情，耿直却
猛然清醒，决定还是与铁
梅相忘于江湖。季诚接任
局长基本确定，石菲菲开
始张狂，甚至声言舒曼的
职称都是季诚帮忙，弄得
舒曼很不愉快……

天视2套 18:25
■《我们的纯真年代》第

8、9集尤玲对跳舞的念头仍
没放弃，她准备报考中央舞
蹈学院。家庭之战完全败
北的马晓建无颜面对尤玲，
他背了几件衣服愤愤然离
家出走以示决裂。他用一
袋子水果买通了公交公司
废旧停车场的看门老头儿，
利用停车场里的报废公共汽
车改造了一间汽车房，决意
和家庭抗争到底……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今天案

子的原告李女士平日里是
一个健身爱好者，她在小区
里运动健身时，将花园里的
一个花樽当成了健身器械，
不料在她的拉扯下，花樽倒
塌。李女士的右手被砸伤，
造成了多处骨折。于是，李
女士将小区物业告上了法
庭，讨要赔偿。

天视6套 18:00

■《最美文化人》本期
节目寻访的嘉宾是著名男
中音歌唱家王虎鸣。与很
多自幼学艺的艺术家不同，
王虎鸣的人生轨迹可以用
“大器晚成”来形容。他的
青春岁月一直在砖厂靠出
卖体力艰苦度日，甚至曾经
因为饥饿晕厥过几次。但
是珍珠不会一直蒙尘，王虎
鸣从小热爱的歌唱与他天
赋的嗓音、艰苦的努力，终
于为他打开了新的天地。

天视2套 20:45

■《苍生大医》从18
年前抗击非典，到迎战新冠
肺炎疫情，片中首次披露了
张伯礼一次次主动请战背
后的故事，用科学解释中
医，用大疫良方治病救人，
历程跌宕起伏，感动人心。

天津卫视2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