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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举措力保国足打好40强赛

一个长达9页、名为“天津津门虎
假期训练计划”的PDF文件，其中包含
了4份表格、48张图片，还有详尽的文
字说明——这是津门虎队结束了中超
前5轮比赛，本月18日离开苏州赛区
前，教练组给队员们留的“假期作业”内
容。虽然队伍只放假3天，明天中午就
将再次集中，但实际上，通过这份展示
了假期中每一天、每个时段训练项目、
强度的文件就能看出，津门虎队正视自
己、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一直在，文件中
的时间表部分能够清晰看出，真正留给
大家的“纯休息”时间，只有昨天一天，
而这一天中，同样有诸如注意饮食、不
能饮酒这样的注意事项要遵守。
尽管球队的要求严格而具体，不

过对队员们来说，能回家和家人小聚，
已经是特别开心和放松的事，比如昨
天是5月20日，“520”的谐音适合秀

恩爱，巴顿就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和个
人社交账号中，晒了两张他和妻子的合
影，写上一句“我来发糖了”。跟他聊聊
这是怎么回事，电话里都能听出巴顿笑
出了声音：“我媳妇儿总说大家都不知道
我结婚了，今天正好公布一下。”
每逢假期，恐怕球队的外援相比之

下会稍微有些寂寞，毕竟受全球疫情、赛
会制比赛等情况的影响，卡达尔、伊洛基
都是没有家人陪伴独自在中国。这几天
的假期，卡达尔“快去快回”跑了一趟济
南，4月12日来天津报到得比较匆忙，
他还有很多东西寄存在济南，这次返回
山东泰山队驻地一趟，他把有些东西带
到了天津，另外有些暂时用不上的东西，
直接寄回了匈牙利的家里。原本伊洛基
也想回四川一趟处理自己来天津之前寄
存的私人物品，但是后来想想比较远、比
较折腾，也就算了。比较内向的卡达尔

和伊洛基都不太喜欢到处逛，假期里卡
达尔待在天津，只是换换口味，去教练、
队友推荐的餐厅吃了西餐和日本料理，
伊洛基更“宅”，独自操持训练之外，就闷
在屋子里网购买东西，这两天他陆续收
到的快递有十多个。

似乎联赛阶段性告一段落后，关于津
门虎队的各种说法很多，但是教练、队员
们并不觉得有些外界认为的焦点问题是
多大的事儿。比如涉及球队日常管理的
大事小情，出现了就已经解决了，属于“过
去式”，主教练于根伟在建队之初跟所有
人讲过，队伍要“立规矩”，同样也要做一
个开放的集体，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
时找教练组的每名成员沟通。至于俱乐
部运营过程中所做的工作，以及一些近
期安排、远期规划，与教练、队员们有关
的，也都比较透明跟大家交代清楚了。

本报记者顾颖

本报讯（记者赵睿）昨天下午，中国
队进行了抵达苏州赛区后的首次训练，
冲击 40强赛出线权的任务进入倒计
时。作为中国足球今年上半年的最重头
戏，围绕中国队打好四个主场比赛，各方
面多举措支持保障国足的备战和比赛。
5月19日晚9时左右，中国队进驻赛

区“红区”。根据相关要求，中国队同其他
4支参赛客队、包括裁判员在内的各类比
赛官员一样，训练、比赛及日常生活就必
须严格在“红区”内进行，外来人员不得进
入。中国队使用的酒店8号楼，非队内人
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据悉，为了满足赛

事防疫之需，原本设置在楼内公共区域的
小超市也在赛事期间关闭。

中国代表团进驻赛区的总人数60余
人，中国队参加本期集训的队员是27人，
也就是说教练、管理、医疗、技术分析、后
勤保障等团队的人数加起来超过了队员
人数。如果用足球的话来说，基本就是
“一对一”，“替补席”还坐着几位随时待命，
这样的安排是为了保证各项工作细致入
微、高质高效。中国队配备了3名专职厨
师，他们各有擅长，保证队员在艰苦训练、
激烈比赛之后的身体补充需要，吃对了、
吃好了，对战斗力有很大帮助。

本报讯（记者顾颖）昨天，中国足协
对外发布了一纸“处罚令”，中甲成都蓉
城队队员李建滨，因为在本赛季中甲联
赛第5轮成都蓉城与南通支云的比赛
中，第84分钟辱骂裁判，并将替补席分
组背心抛向裁判员，被处罚停赛10场、
罚款10万元人民币，而这场成都蓉城
2：1取胜的比赛，李建滨全场没有出战，
属于“作壁上观滋事”。
今年3月，中国足协推出新修订的《中

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其中球员对裁判、
比赛官员实施不当行为的处罚，较之以往
更为严苛，此次中国足协为李建滨开出的
罚单，也是新赛季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开出
的最重罚单。处罚决定一出，也有舆论认
为，之前中超河南嵩山龙门队钟晋宝辱骂
裁判，只被停赛5场、罚款5万元人民币，
李建滨这次受到“双倍处罚”似乎有点重，
但是专业人士对此的解读是，李建滨还有
“抛物”的动作，性质上更为恶劣。

中国足协开出大罚单

帕尔马站两连胜

“津花”王蔷进八强

上海国际电影节下月举办

呈现时空节点真实事件 还原党史人物真切样貌

《山河岁月》展现百年党史

天津交响乐团“红色文艺轻骑兵”走进武警指挥学院

红色经典激励武警官兵

红色津沽唱响百年华章

■本报记者张帆

一百年，对于历史意味着什么？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应该如何书
写？又该怎样呈现她的宽广与纵深？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集文献纪
录片《山河岁月》在央视综合频道开
播。在拍摄过程中，该片创作团队历
时两年，用数十万公里行程、大量的拍
摄素材给出了纪录片人的独特答案：
以代表空间的“山河”作为经度，以代
表时间的“岁月”作为纬度，打造了一
部气象浩荡的《山河岁月》。
作为迄今为止容量最大、展示历

史人物最多的文献纪录片，它不仅全
景式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经
历的重大事件、成就的非凡人物、建立
的辉煌功勋，也客观讲述了她曾经的
艰难曲折和对于前行方向的探索寻
觅。在首播的《历史的天空》《百年望
道》两集中，展现了一代觉悟的知识分
子探寻真理的艰辛历程。许多观众认
为，该片打破了以往文献纪录片的创
作桎梏，除了呈现历史时空节点上的
真实事件，也高度还原了一个个党史
人物的真切样貌。无论讲事件还是说
人物，都有新鲜的切入角度、多层次的
展开维度、饱含情感的叙事温度。
从内容上看，虽然开播时间不长，

但观众感受到了信息的丰满和生动。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
的领土超过了整个欧洲的面积。在这

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
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
脉、大小高原、平原给我们生长了广大
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山河
岁月》第一集的开篇语境，就是 1939
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下的《中国革
命与中国共产党》，文章豪迈挥洒的笔触
背后，是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更是对于
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而这样的情怀和
信念，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在每一名
党员心中播下了永向光明的种子。

共产主义是近现代以来在中国最具
深刻影响的外来智慧，传播它的最重要

载体之一就是《共产党宣言》。《山河岁
月》第二集，以上千种版本的《共产党宣
言》捐赠故事为开场，回顾了共产主义思
想在中国的传播线索。片中通过《共产
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过程，让观众得知
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不易。陈望道在中
国第一个全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其
后，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李季翻译
的《社会主义史》等共产主义著作先后在
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书籍、杂志，成为
共产主义思潮传播的阵地，也引领越来
越多的人投身共产主义事业。
《山河岁月》的第三集《湘江北去》展

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
人对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思考与探
索；第四集《法兰西岁月》则讲述了一代
先进青年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人在
法国艰辛寻求救国之道并最终走上共产
主义革命道路的故事。
《山河岁月》除了调动珍贵的历史影

像资料，还合理使用了难得一见的珍藏档
案、名家的绘画作品，以及从全国各地拍
摄到的展示大好山河、风云岁月的经典镜
头，还有手工沙画、分层动画等多元素表
现形式，充分提升了节目的叙事张力。
作为具有现代理念和意识的文献纪

录片，《山河岁月》除了吸引传统观众的
高度关注，也带来了年轻观众的全新“流
量”，为讲好党史故事，树立党史人物，呈
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沧桑与辉煌，进行
了内容和形式的有效探索创新，打造出
了文献纪录片的又一经典力作。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
生）昨日，天津交响乐团“红色文艺轻
骑兵”走进武警指挥学院，为官兵们奏
响了一台激励士气的“音乐党课”红色
经典交响音乐会。
近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天交精心安排了形式丰富、内涵
深刻的音乐党课、红色经典音乐会等
演出活动，演奏员们以大编制交响乐
队、室内乐组合、“红色文艺轻骑兵”等
不同形式，深入到基层，在“七一”前夕
用激荡人心的红色旋律提振士气、鼓
舞信心。本场音乐会的主要曲目均是
红色经典音乐作品，表达了热爱党、热
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不变情怀。
音乐会由易娟子、董俊杰执棒。

在深沉悠扬的《红旗颂》的旋律中，音
乐会拉开大幕。随后的芭蕾舞剧《红
色娘子军》组曲、声乐演唱《英雄赞歌》
等，讴歌了不同时期为民族解放、为新
中国事业奉献青春甚至生命的英雄，
表达出小分队对广大武警官兵的敬
意。音乐会在全场合唱《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的嘹亮歌声中结束。

本报讯（记者 张钢）日前，2021
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在北京召开新
闻发布会宣布：第二十七届上海电视
节将于6月6日至10日举行；第二十
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1日
至20日举行。本届电影电视节将以
庆祝建党百年为主题，通过光影展现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奋斗历程，激发
奋进新时代、奋斗新征程的强大精神
力量。
据介绍，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把

建党百年主题贯穿始终。电影展映
将推出“百年征程·红色光影”特别策
划单元，集中放映一批国产佳片，并
举办以“共圆百年梦 启航新征程”为
主题的高峰论坛，为中国电影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本报讯（记者 刘茵）日前，中宣部、
国家文物局向社会公开推介109个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精品展览，我
市3个展览入选推介名单。

这三个展览为天津博物馆“红色记忆
——天津革命文物展”、周恩来邓颖超纪
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基本陈列”、平
津战役纪念馆“平津战役基本陈列”。
“红色记忆——天津革命文物展”通

过文物、文献、史料、照片等展品，再现中
国共产党人尤其是与天津有关的共产党
人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以此为建党百
年献礼。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基本陈列包括
“人民总理周恩来”生平展和“20世纪中

国妇女的杰出代表邓颖超”生平展。“人
民总理周恩来”生平展分为“为追求真理
不懈探索”“为民族解放建立功勋”“为人
民幸福鞠躬尽瘁”三个部分。“20世纪中
国妇女的杰出代表邓颖超”生平展分为
“探索妇女解放之路”“投身民族解放运
动”“引领妇女参加建设”“肩负国家重要
使命”四个部分。

平津战役基本陈列全面、系统、准
确、形象地展现了东北、华北广大军民与
敌军进行平津决战的光辉历史；突出宣
传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运筹帷幄，决胜
千里的英明指挥及平津战役胜利的伟大
意义；歌颂广大军民的丰功伟绩，缅怀革
命烈士的英雄壮举。

全国庆祝建党100周年精品展览推介名单公布

我市3个展览入选

教练组给队员留“作业”

津门虎队三天假期被排满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WTA250
艾米利亚·罗马涅公开赛日前在帕尔
马结束了女单第二轮争夺，赛会6号
种子、“津花”王蔷以2:0（6：4、6：4）淘
汰资格赛选手、意大利本土球员迪朱
塞佩，时隔15个月后再次取得巡回赛
单打两连胜，挺进女单八强。
王蔷首轮比赛经过三盘大战后淘

汰了日本球员土居美咲，结束了自己
面对女单世界排名前100球员的12
连败，第二轮她迎来世界排名第192
位、30岁的迪朱塞佩的挑战。首盘争
夺，王蔷迅速进入状态，以5：1大比分
领先，但她随后连丢3局，被对手不断
迫近比分，好在盘末阶段王蔷保住自
己的发球局，以6：4先下一城。第二
盘，迪朱塞佩不断用切球打乱对手的
节奏，王蔷前两个发球局都遭到破发，
以1：4落后，随后王蔷及时调整了状
态，连赢5局，以6：4锁定整场比赛的
胜利，继2018斯特拉斯堡站、2019布
拉格站之后，职业生涯第三次闯入巡
回赛红土赛事女单八强。接下来的
1/4决赛，王蔷的对手是2号种子、克
罗地亚名将马尔蒂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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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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
集前线，野战军司令部收
到水情报告，衡州的衡江
水量巨大，近几日将出现
洪峰峰值。司令员一直担
心着衡州扼守荆江的衡
江大堤，所以才急着打下
衡州。为了万无一失，司
令员不能再等待唐思远
和殷千粟的行动了，他下
令，先头纵队务必于第二
天晚上赶到衡州城下，同
时命主力加快行军速度。
苏文谦三年来第一次拿起
枪，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他吩咐侦察员江子帮他请
松江最好的光学师上门调
整瞄镜……

天津卫视 19:30

■《金婚风雨情》第
44、45集 石菲菲给舒曼
介绍了一个理财工具，
其实就是买一片森林的
骗子计划，舒曼想和耿
直商量，耿直不关心，舒
曼把钱投了进去，结果
被套，耿直的心脏病还没
好利索，舒曼的血压又上
来了……

天视2套 18:25
■《我们的纯真年代》

第16、17集尤玲度过了妊
娠期，同时在密室久居得了
幽闭症。她每天只在规定
时间内见三个人，管经营
的楼面经理、负责账目的
会计、后厨和采买监督左
新玲。孩子即将临盆，尤
玲突然感到怕出门、怕见
人，也不想去医院。左新
玲说不动尤玲，情急之下，
急忙去叫涂阳来帮忙。恰
巧涂阳正准备婚礼，半年
多没有尤玲消息的涂阳听
到后一惊，扔下新娘直奔
医院。涂阳将尤玲送到军
队医院，秘密将孩子生了，
是个女儿，起名苦瓜。母
女安全。马晓建和尤玲分
手后，到南方专心做服装生
意，他巴结上大老板的女儿
杨粤红，以乘龙快婿的身份
弄到一笔钱，准备返北方开
拓新公司……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不管

是外出游玩还是工作出
差，我们总会提醒大家，最
好结伴同行。这是因为多
个人多个照应，万一遇到
了什么事，也能相互搭把
手。今天案件原告的父亲
就是在一次独自出行过程
中，发生了意外。

天视6套 18:00
■《番茄生活王》今

天擅长粤菜烹饪的王大厨
为您奉上干炒牛河。干炒
牛河是广东经典美食，牛
肉鲜嫩多汁，河粉焦香黄
亮，鲜香爽滑。今天王大
厨就教您干炒牛河的技
巧，让您足不出户，也能感
受粤菜经典美味！

天视少儿 2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