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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年法
网女单资格赛昨天展开第二轮争夺，
王曦雨以6：0、6：3横扫日本球员日比
万叶，职业生涯首次在罗兰·加洛斯闯
入资格赛决胜轮，继 2019 年美网、
2020年澳网后连续第三次闯过大满

贯资格赛前两轮。
这是王曦雨继2019年之后第二次在

罗兰·加洛斯出战资格赛第二轮，对阵世
界排名第177位的日比万叶。首盘6：0横
扫对手后，第二盘，王曦雨又以3：0开局。
第4局，日比万叶完成保发，止住了连丢9

局的颓势。第 7局，王曦雨在自己的
发球局面对7个破发点，耗时12分钟
完成保发，并最终以 6：3 锁定胜局。
决胜轮中，王曦雨将与 9号种子意大
利的科恰雷托争夺女单正赛席位，后
者以7：6(3)、6：0淘汰迪·洛伦佐。在
男单资格赛第二轮中，中国独苗张之
臻以0：6、6：7不敌德国选手高若尼兹
克，无缘资格赛第三轮。

朝鲜队退赛 40强赛出线规则有变

中国队剑指四连胜决心不变
本报讯（记者赵睿）国际足联昨天

确认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第二循环的
竞赛方案，朝鲜队退出剩余比赛之后，其
已进行的前五场比赛成绩无效，在比较
各小组第二的最终成绩时，将排除与垫
底球队之间的交锋成绩。就A组的排名
情况来看，中国队的最终成绩大概率是
要减掉与关岛队比赛的结果。
中国队所在A组，关岛队5战全

败，净胜球-17个，马尔代夫队5战2
胜3负，净胜球是-4个，不出意外的
话，关岛队将是A组垫底的球队。中
国队力争小组第二的时候，在关岛队
身上拿到的分数和净胜球是要被排除

的。如果去掉第一循环7:0大胜关岛队
的成绩，中国队仅剩4个净胜球，未来在
争夺小组第二的时候比较净胜球可能会处
于不利的境地。在进行各个小组第二名比
较时，规则顺序是：A、小组中的积分；B、小
组总净胜球；C、小组总进球数；D、公平竞赛
积分(红黄牌数少者列前)；E、抽签。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很早就定下第

二循环四战全胜的目标，目前没有证据
表明这个目标有所调整。据悉，中国队
也没有想过给自己留有余地的方案，必
须上下同心，剑指四连胜。而且，在国际
足联作出了朝鲜队成绩“作废”的决定之
后，中国队想要掌握主动除了四连胜之

外，也没有其他路可走了。
虽然如此，中国队5月30日与关岛

队的比赛也并非无足轻重，因为这场比
赛加上2019年10月10日主场7:0大胜
的成绩，主要是用于计算本小组内的积
分、净胜球情况。中国队不但要赢，还要
争取多进球，压制菲律宾队。接下来6
月3日对马尔代夫队的比赛，中国队也
是如此策略，做足了“前期工作”之后，再
去拿下菲律宾队和力拼叙利亚队。

国际足联同时公布了截止到2021年
5月的男足国家队排名。中国队总排名仍
列第77位，并继续以1322.96分占据亚洲
第九名的位置，与上一次公布时完全一样。

很遗憾，鉴于新冠疫情防控方面出
现的一些新变化，为了稳妥起见，昨天，
天津津门虎队和深圳队两家俱乐部经
过协商，取消了原定于6月3日在天津
进行两队之间的热身赛，这样一来，津
门虎队歇赛期内的第一场热身赛，就变
成了6月9日前往济南与山东泰山队交
锋。在出现这一变化之前，前天晚上联
系到津门虎队助理教练张力时，他原本
已经着手做这场比赛的对手分析工作，
除了日常训练，张力在津门虎教练团队
中主要负责研究对手。
中国足坛最年轻的职业级教练

员——2018 年 31 岁的时候就拿到
了职业级教练员证书、曾经的U18
国青队主教练、去年在中甲北体大
队是宿茂臻的助教……等等这些，
都是张力的“备注”，时间倒退到两
个月前，他刚来天津工作的时候，球
迷们对他还不太熟悉，而他用“很幸
运、很荣幸”来形容自己开启这段新
工作经历时的心情。
球迷们都知道，任何一支球队每场

正式比赛之前，都要分析研究对手，但是
怎么分析？怎么研究？记者特意请张力
以津门虎队在苏州赛区进行完的5场比
赛为例，给大家做了更深入的描述：“简

单地说，对一个对手做全面的分析，需要两
到三天的时间，首先要整体观察对手新近
的3场比赛，从比赛中梳理出他们的防
守阵型、进攻阵型、重点人、角球由谁来
主罚、获得角球机会的时候谁会‘上来’、
定位球战术如何使用等等一系列细节，然
后把每一个细节都做视频剪裁和归纳，把
整体分析情况做成PPT文件，用于教练
组开对手分析会的依据，另外涉及到重
点提示我们球员要做准备的环节，还要
把不同的视频资料发给他们每个人，以
便于后期教练组和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
沟通、讲解……”记者特别追问了张力，这
样做一场比赛的前期对手分析，加起来大
概需要多长时间？他沉吟计算了一会儿，
给出的答案是“500分钟左右”。
“500分钟”，仅仅是面对一场比赛的

前期案头准备，津门虎队教练组的整体工
作强度，由此也可见一斑，张力说，场上情
况瞬息万变，再细致的准备，有时候能带
来收获的喜悦，有时候也会有遗憾。比如
津门虎队与河北队的比赛，所有的细节都
“抠”了，尤其是围绕外援马尔康的，但是
最后还是出现了纰漏。“对于我们队来说，
其实无非是组建时间短一点、客观存在的
困难多一点，包括队员们的比赛积累少一
些，比如白岳峰或者谭望嵩，他们一个人

的中超出场次数，可能就抵全队绝大部分
球员的总和了，不过没关系，我们慢慢
来。”张力说，包括他自己被罚上看台，虽
然队里都觉得他有点冤，但也是一种经
历，给自己未来的工作提了个醒。
“天津是我的福地，当年天津全运

会，就在团泊体育场，我带四川U18足
球队拿到了亚军，那是四川足球项目历
史上的全运会最好成绩。这次来天津工
作，这两个月虽然很忙，自己也会感觉到
压力，但是我们队整体氛围特别好，尤其
队伍的进步，我们有非常明显的体会，这
一点特别让人开心。”张力说，津门虎队
每个人、每一天，都在和自己说“加油”。

本报记者顾颖摄影刘欣

中国足坛最年轻职业级教练 津门虎的“数据师”张力——

500分钟做一场比赛的对手分析

本报讯（记者梁斌）由天津市体育局主办，天津市排球运动
管理中心、天津市排球运动协会、共融（天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承办，在天津市总工会、天津市妇女联合会，天津滨海新区
妇女联合会共同指导下，“大众排球欢乐季”天津市首届职工气
排球联赛泰达赛区暨泰达女子排球训练营开营仪式昨日在长城
汽车天津哈弗分公司公寓体育馆正式启动。活动现场开设了
“城市骄傲——天津女排精神展”，来自天津经开区的45支企业
代表队的运动员学习了女排精神。奥运冠军李珊、天津女排前
冠军球员殷娜与企业职工代表同场竞技，为大家奉献了一场精
彩的教学赛，并在赛后对参赛的企业代表队进行了技术指导。
本次天津市职工气排球联赛将持续到今年10月。

天津市首届职工气排球联赛正式启动

法网女单资格赛王曦雨挺进决胜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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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建党百年红色题材剧热播 女性角色塑造更加生动

红色题材剧有“她”更精彩
■本报记者张帆

近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红色题材电视剧持续热播荧屏。在
这些电视剧中，对于女性角色的描写与
以往相比更加立体丰满、鲜活生动，给
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对人们了解波
澜壮阔的党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刚刚收官的电视剧《啊，摇篮》

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上世纪
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在
延安成立托儿所，以托儿所所长丑
子冈为代表的众多女性革命工作者
为保护红色后代出生入死浴血奋战
的经历。剧中，当她们对革命或崇
高、或浪漫的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
时，她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将自
己的理想融入现实，将自己的满腔
情怀奉献于保育事业，在坚守“一切
为了孩子”的信念中实现自己作为
一个革命者的初心。
正在央视八套热播的电视剧

《向警予》根据舒新宇同名传记文学
改编，它不但真实全面地展现了向警
予传奇而又壮丽的一生，同时展示了
宋庆龄、葛健豪、杨开慧、蔡畅、杨之
华、赵一曼等巾帼豪杰为妇女解放不
懈追求的精神世界。许多细节鲜为
人知，催人泪下。

电视剧《大浪淘沙》借助现代青年
的视角，以年轻人熟悉的叙述方式，全
景式再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力挽狂澜，救亡图存觅真理，乘风破浪
振家国，引领中国人民扬帆起航的伟
大历史。该剧以人物命运为叙述视
角，其中不乏出色的女性先辈。由胡
原君饰演的贺子珍是井冈山首位女共
产党员，她有理想有抱负，刚毅睿智，
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在集体
利益面前断然做出自我牺牲，是一个
极具个性及个人魅力的女性人物。在
复杂的剧情展现中，她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在一次又一次的重要行动中，
她果断抉择，舍小家为大家，从她身上

传递出来的独立女性精神将影响更多
的年轻后辈。
作为一部党史类电视剧，《中流击

水》将大时代背景下的爱情处理得格
外清新雅致。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
故事，人们已经非常熟悉了，但在这部
剧中被处理得不落俗套。杨开慧不坐
轿子自己走到毛泽东家中成婚，其惊
世骇俗的行为展现出两个人的精神世
界十分契合。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
内敛含蓄，真正是由于志同道合而两
心相悦。两人相隔万里，鸿雁传书，相
互了解，等周恩来回到国内，邓颖超立
即赶到周恩来的身边与其相聚，共赴
革命事业。
红色题材剧既要尊重历史，也要

打动人心。从近期热播剧中充满光彩
的“她们”不难看出，创作者们深入史
料，不但挖掘出了有新意的故事，更是
在历史细节中寻求人性的温度，用具
有生命力的人物为艺术创作增添了新
的亮色。

■本报记者刘莉莉摄影姚文生

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新编京剧《巾
帼英杰》成功首演，“梅花奖”得主闫巍
以四个行当来呈现主人公佘赛花的一
生。剧中她的表演文武并重，且大嗓、
小嗓混唱，全面的舞台技艺及实力表
现令观众津津乐道。日前，记者采访
了闫巍，听她讲述自己的艺术经历和
理念。
1980年，闫巍以老旦行当考入天

津戏校，进校学习了三个月，就在剧场
演出《钓金龟》。对于自己的舞台首
秀，闫巍记忆尤深：“我一出来，观众一
看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儿，就开始议论
纷纷。然后我开始打引子，观众一听，
还真是那味儿，台下掌声顿起。这一
下子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虽是学唱老旦，但闫巍对练功

特别是武功方面非常刻苦。尽管有
人说，唱老旦不用这么练，但她依然
坚持练功，身形课、把子课的成绩都
非常好。老师觉得，如果闫巍继续
唱老旦，这身功夫真是太可惜了，于
是决定给她改行，学武旦、刀马旦。
此后，闫巍又学习了《凤还巢》《四郎
探母》等几出青衣戏，在唱功上打下
了基础。正是这样文武兼具的学艺
经历，加之自身的勤学苦练，她才能

在《巾帼英杰》中一人驾驭花旦（闺门
旦）、青衣、刀马旦、老旦等行当。新剧
首演后受到认可，闫巍说，排这个戏的
初衷就是要在“戏”上下功夫，在演员
身上下功夫，充分利用戏曲的唱念做
打、京剧的本体技艺来诠释故事。舞
台这一亩三分地，来不得半点虚假，希
望通过演员的真功夫、真本事，通过传
承下来戏曲艺术的精华，把每一位走
进剧场的观众，特别是刚接触戏曲的
观众，都能够留在戏曲的百花园，这就

是我们戏曲人应该做的。
众所周知，武戏演员往往要面对更

多的伤痛。闫巍从艺41年，身上留下了
很多伤，时常被伤痛侵扰。有时排完戏，
她下台阶时只能一阶一阶走，一反舞台
上脚下生风的“女侠”形象。可她一到台
上，精神抖擞，着实让人惊叹。她说：“舞
台是我的治愈场，一上台就什么都顾不
得了，这疼那疼的，全都好了。要问是什
么在支撑我走在武戏、走在京剧的路上，
那就是我对它的喜爱。”

“梅花奖”得主闫巍在《巾帼英杰》中一人驾驭四个行当、文武兼备

用真功夫把观众留在戏曲百花园

本报讯（记者张帆）近日，由和平
区文旅局、市群艺馆及市音协联合
主办的“和平夜话”系列活动暨迎庆
百年华诞·唱响美好生活第五届“我
是社区歌唱家”天津市全民歌咏汇
优秀选手巡演分别在劝业场街新疆
路社区及新兴街金泉里社区举行，
获得了社区居民的好评。
两场巡演均由入围第五届“我

是社区歌唱家”天津市全民歌咏汇
复赛的优秀选手参演，现场演唱曲
目脍炙人口。在新疆路社区专场

巡演的现场，一首《五星红旗飘起
来》瞬间点燃全场，《红梅赞》《洪湖
水浪打浪》等经典曲目引发共鸣，歌
手与观众互动，现场一片欢乐和谐。
金泉里社区的专场演出更是掌声不
断，《把一切献给党》《祖国，慈祥的
母亲》《党旗》等歌曲，充分展示出声

乐爱好者们用歌声的独特力量向党
的百年华诞献礼。
此次巡演既丰富了“和平夜话”系列

活动形式、载体，用歌曲拉近了与群众之
间的联系，还为第五届“我是社区歌唱
家”天津市全民歌咏汇的参赛选手搭建
了一个交流、展示的平台。

迎庆百年华诞 唱响美好生活

“我是社区歌唱家”巡演受欢迎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 场 ：瞄 准

（31、32）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一生只

爱你（12、13）
天视3套（104）
17:40 剧 场 ：麦 香

(20、21)19:20剧场：伏击
(4—7)22:15 剧场: 铁血
独立营(26、27)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我们的

纯真年代（30、31）
天视5套（106）
20:35 2021 年世界

女排联赛中国VS泰国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大律师 20:10 男人
世界21:00 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19:55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探险日记2》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瞄准》第 31、32
集杨之亮墓地，面对欧阳
湘灵的百般质疑和不解，
苏文谦只能告诉欧阳湘灵
——池铁城仍在松江，他
还有任务未完成，但他也
不知道池铁城的下一个目
标是谁，只能用自己的方
式去阻止池铁城，那就是
去决斗。如果他赢了，就
不会再有池铁城的下一次
暗杀，这是最简单的解决
办法。如果他输了，也至
少给专案组争取了时间
——池铁城答应过他，决
斗结束前，不会实施暗杀
行动。专案组可以趁此时
间，追查目标线索……

天津卫视 19:30

■《一生只爱你》第
12、13集 引弟子在家里
做饭的时候摔倒了，头一
下子碰在了灶台上昏了过
去。福禄子抱着孩子在大
马路边上拦车送孩子去医
院，但是来来往往的车辆
都不停，是胜利跟小田开
着车子路过的时候停了下
来，赶紧送孩子去医院。
大夫说孩子脑部大出血，
很有可能发生意外，大夫
让福禄子去交住院费的时
候，福禄子没有带那么多
的钱，随后是胜利交上了
住院费。胜利走了之后在
路上想着孩子，他说这孩
子长得很像小青，小田说
他是想小青想疯了……

天视2套 18:25
■《我们的纯真年代》

第30、31集 苦瓜无法从
家里得知生父是谁，和尤
玲大闹一场，自己离开别
墅住回前进巷大杂院，宣
告今后不靠尤玲独立生
活。她制定了人生规划，
第一步先找到生父。苦瓜
先直奔常胜利会议室，叱
问常胜利是不是她的生
父，闹的公司上下一片混
乱。马晓建早已和老板女
儿杨粤红成亲，家庭还算
和睦，只是一直无儿无女，
加上近年得一怪病，退出
商圈休养，多亏杨粤红精
心伺候，尚可苟延残喘。
苦瓜突然上门，在苦瓜逼
问下，马晓建承认了和她
妈有过实质性恋情，其他
一推六二五……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本期

节目要讲的案子发生在一
对夫妻之间。但这对夫妻
打官司不是为了离婚，那
是为什么呢？

天视6套 18:00
■《哎呦妈呀》产后

脱发是每个妈妈常遇的
经历吗？月子里不洗头
竟然是产后脱发的最大
元凶？想要拥有一头秀
发，妈妈们该怎么做？本
期节目就和您聊聊如何
预防产后脱发。

天津少儿 2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