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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书刊陪伴孩子成长

万里援疆遍洒春雨 津和一家文化相亲

2021年“春雨工程”火热开展

天津交响乐团“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亮相张园剧场

从动人旋律中汲取奋进力量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交响合唱音乐会上演

红色歌声献礼百年华诞

欧洲杯热身赛
英法两强获胜

本报讯（记者张帆）连日来，“我们的中国梦·中华文化耀
和田”2021年“春雨工程”天津市文化志愿者边疆行活动在新
疆和田地区精彩不断，天津40余名文化志愿者顶着烈日酷
热、冒着漫天风沙，将一场场高质量的文艺演出和精美的书画
美术作品送到和田地区的群众身边。

演出期间正值“六一”国际儿童节，每场活动都有许多
少年儿童来到现场，观看、参与演出。一场场笔会吸引了
许多爱好书画的学生。天津的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创作
了“立德树人”“翰逸神飞”以及山水、花鸟画等作品，当场
送给这些可爱的孩子，鼓励他们从小爱党、爱国、爱家乡，
为新疆建设贡献力量。6月1日，文化志愿者还送给洛浦
县的小朋友们一份特殊的“礼物”，精心策划、组织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专场演出。

截至6月2日，文化志愿者已经在和田地区完成了10
场舞台演出和7场笔会交流。他们克服困难，始终以饱满
的热情投入到每一场演出中，将党和国家的关怀与温暖送
到边疆百姓身边，把津城特色文化的种子播种在和田地区
群众的心中。

天津自然博物馆原创展览

“丝绸之路自然大观”长春展出 本报讯（记者仇宇浩）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我市近期开展了一系列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革命老区学
生、特警子女的红色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讲述革命先烈的英
勇故事，引导少年儿童深入了解党的百年光辉历史，厚植爱党
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

为了让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感受党的关怀，由和平区委
宣传部、和平区文旅局主办，新蕾出版社、和平区图书馆与劝
业场街道林泉社区承办的“红色书香，陪伴成长”主题活动日
前举行。活动依托优秀的红色书刊内容，引导孩子们树立积
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并把在书中学到的知识运
用到生活当中去。

为了助力革命老区学生健康成长，新蕾出版社与《红领巾
报》及蓟州区委宣传部、区教育局联合在蓟州区下营镇镇东小
学开展了“百年风华童心向党”主题活动。活动为学生们带来
“红色童年浴火重生”主题讲座，两位学生代表还饱含深情地
朗读了新蕾出版社“浴火童心”系列图书中的精彩片段。

为关爱呵护特警子女健康成长，新蕾出版社联合天津经
济广播一同走进市公安局特警总队，与特警子女一起联欢。
联欢会上不仅有歌曲演唱、钢琴弹奏、跆拳道表演等节目，还
有趣味游戏和绘本阅读等活动。

本报讯（记者翟志鹏摄影姚文生）昨天下
午，由天津交响乐团奇迹四重奏组成的“红色文
艺轻骑兵”小分队走进张园剧场，为天津物产集
团的党员们奏响了一台红色经典音乐会。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今年
4月，天津交响乐团与天津演出公司展开合
作，双方发挥各自资源优势，由天交在张园剧
场驻场演出，将红色经典主题音乐会与张园
举办的红色主题展览形成有效联动。本场音
乐会开始前，天津物产集团的党员们还认真
参观了张园正在举办的“奠基岁月——天津
市军管会和中共天津市委在张园”主题展
览。音乐会上，小分队以弦乐四重奏形式奏
响了《我的祖国》《祖国，慈祥的母亲》等经典
曲目，深情动人的旋律带领观众回顾党史、感
悟党史，从中汲取奋进力量。

天交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天津交响乐
团积极打造红色经典主题演出，将党史学习
教育与形式丰富的音乐会相结合，在社会上
引发了良好反响，很多学校、机关、企业等都
向乐团发来了演出邀请。在“七一”即将到来
之际，乐团将继续打磨这一系列演出，为基层
一线的党员群众做好服务。

本报讯（记者刘茵）日前，由天津自然博
物馆推出的“丝绸之路 自然大观”原创主
题展览在长春博物馆展出。展期将持续至
9月1日。
展览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丝绸的

发明制造讲起，引出丝绸之路的起源和沿
线地区的地理位置。第二部分以古丝绸之
路上长安、敦煌、罗马等重要城市为节点，
展示特有的自然生物资源以及丝绸之路对
不同地域的生活与文化交流带来的影响。
第三部分以现代丝绸之路的建设为结尾，
展示其宏伟蓝图。
在设计形式上，展览以骆驼元素为标

志串联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各个环节，运用
了标本、模型、视频、多媒体等手段，形式丰
富、生动形象、色彩活泼、便于观众欣赏和
理解。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昨晚，嘹亮震撼
的交响合唱声响彻天津音乐厅，由市委宣传
部、市文旅局主办，天津交响乐团承办，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天士力
控股集团支持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交响合唱音乐
会在此上演。
今年3月，该音乐会在市委党校成功首

演。这场音乐会精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各
时期的红色经典歌曲，采取“讲解+交响合唱
音乐会”的形式，富于知识性、艺术性地再现
了百年来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和
取得的伟大成就。之后，音乐会以不同形式
在津演出多场，得到全市党员、群众的一致欢
迎，也在业内引发了关注。
音乐会策划者之一、天津交响乐团团长

董俊杰向记者介绍，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
演出团队悉心听取各界观众的评价、反馈，对
演出的曲目、表现形式等一再打磨、精益求
精，进一步提升了音乐会质量，在“七一”即将
到来之际以更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面
貌呈献给广大党员、群众。董俊杰还提到，参
演的人员很多都是党员，他们也从排演音乐
会的过程中汲取了能量，特别是近来，为了高
质量演出，演员们自觉在排练厅、家中加班排

练，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贡献力量。
音乐会由董俊杰执棒，天津交响乐团、天

津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出。演出以讲解人的讲
解词开篇、结尾，并穿插在每一篇章之前，概
括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的历史进程。按
照这一脉络，音乐会分为四个篇章，每个篇章
都精选了相应的音乐作品。第一篇章“建党
伟业 开天辟地”，包括《南湖的船 党的摇篮》

《过雪山草地》《歌唱祖国》等；第二篇章“奠基
立业改天换地”，包括《英雄赞歌》《唱支山歌
给党听》《北京喜讯到边寨》等；第三篇章“改
革开放 翻天覆地”，包括《在希望的田野上》

《春天的故事》《在灿烂的阳光下》等；第四篇
章“筑梦前行 伟大复兴”，包括《我们的新时
代》《小康时光》《共圆中国梦》等。

音乐会曲目的表现形式非常丰富，既有
细腻、深情的独唱、二重唱，也有整齐洪亮的
混声合唱，从不同角度传递了信仰的力量。
音乐会最后上演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全体观众起立加入合唱，以直抒胸臆
的方式唱出党的丰功伟绩，表达对党的百年
华诞的激动心情。

党的十九大代表，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南
开支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张丽丽表示，每一次
党史学习教育对她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唤
醒内心深处的初心使命。参加本场音乐会，
她感到既新颖又震撼，要把党史学习教育带
来的动力用于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年轻党
员蔡赫对记者说，这是他首次接触这种形式
的音乐会，感到音乐会时而高亢奋进、时而低
沉悠扬的旋律，把他带进了党百年来的奋斗
历程，从中深受感动。他表示，形式丰富的党
史学习教育更加坚定了他的理想与信念，指
引着他不断前行。

红色津沽唱响百年华章

赛场易地 使命不变

国足我们出发了！
本报苏州6月3日电（记者 赵睿）今天

上午，中国足球队代表团一行从此间出发前
往上海浦东机场，中午时分乘坐包机直飞迪
拜。中国队官方发文表示：“赛场易地，使命
不变，我们出发了！”
40强赛A组剩余比赛全部安排在沙

迦体育场，沙迦是阿联酋第三大城市，距离
著名的迪拜很近，所以亚足联公告中称比
赛易地到迪拜进行，有些令人不解。据相
关人士介绍，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做得非
常好，中国队不必接受隔离观察，入关手续
办妥之后就可以直接前往沙迦。当地时间
7时前后中国队的包机抵达，在下飞机前
全部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和手套，“全
副武装”办理过关等手续。顺利的话，中国
队午夜之前抵达沙迦，队员可以安稳地睡
个好觉，非常利于倒时差。
中国队在沙迦包下整座宾馆，并且由

当地中餐馆的厨师来料理饮食，保证队伍
住好、吃好、练好、赛好的背后，开销也是较
大的。中国足协并非像外界所言那样“不

差钱”，年初向中超各俱乐部施以援手之
后，财务状况已然很紧张了。此前争取A

组比赛落户中国又花了大代价，而比赛中
途易地，前面的承诺无法取消，后面的赛事

还要投入，但为了出线大局也只有咬牙继
续付出。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
党委书记杜兆才和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
以及部分中国足协职能部门负责人随队西
征，从这个架势上就可以读出中国队上下
破釜沉舟的决心。

根据最新消息，中国队小组最难缠对
手菲律宾队决定当地时间6月7日首场对
阵中国队赛前才飞抵赛地。40强赛第一
循环主场逼平中国队，菲律宾队靠的就是
主力门将埃瑟里吉和入籍的斯特劳斯、拉
姆塞等核心球员的出色发挥，现在他们都
无法出场。菲律宾从2019年 11月至今没
有踢过一场比赛，在多哈集训也因人数不
足，迟迟无法进行队内训练赛，实战状态是
个大问号。

其实，尽管菲律宾队补强了阵容，但其实
力仍然有限，我们不应该低估他们，更无需将
其高估，相信中国队只要摆正姿态，有实力战
而胜之。退一步说，如果连菲律宾队这关都
过不去，也就不用参加后面的12强赛了。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2021年法网昨天继续进行，津花组合
徐一璠/张帅以6：4、6：4战胜格鲁比奇/帕诺娃，郑赛赛/佩雷斯
以6：7（5）、6：4、6：3逆转高芙/大威，与杨钊煊/二宫真琴皆闯过
女双首轮关。女单第二轮中，双线作战的郑赛赛以3：6、4：6负于
18岁的乌克兰少女克斯秋克，后者首进赛会32强。

赛会8号种子徐一璠/张帅以两个6：4击败格鲁比奇/帕诺
娃，这是二人搭档在大满贯女双赛场的首胜，下一轮将迎战普利
斯科娃姐妹。赛会13号种子郑赛赛/佩雷兹以6（5）：7、6：4、6：3
逆转高芙/大威，让即将41岁的大威单双打皆一轮游。斯特
拉斯堡赛女双亚军组合杨钊煊/二宫真琴以两个6：2完胜布
兹科娃/托莫，下一轮将与马尔蒂奇/罗杰斯争夺16强席位。

法网组委会昨天证实，一对男双组合新冠检测结果为阳
性，这也是本届法网开赛以来，首次有球员被检测出阳性，法
网组委会表示根据规定，这两名球员已经被强制退赛。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白俄罗斯乒乓球队队长弗拉基米
尔·萨姆索诺夫已经凭借排名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45
岁的他将开启职业生涯第七次奥运会之旅。

萨姆索诺夫出生于1976年，曾三次夺得世界杯单打冠
军。1999 年世界杯，萨姆索诺夫在小组赛战胜孔令辉。
2001年世界杯，他在决赛中横扫王励勤。2009年世界杯，33
岁的他连赢马龙、陈玘，再次登顶。萨姆索诺夫自1996年首
战奥运会，之后从未缺席过，东京奥运会将是他职业生涯中参
加的第七届奥运会。此前参加的六届奥运会中，萨姆索诺夫
最好成绩是在2016年里约获得男单第四名。

在国际乒联最新公布的奥运资格排名中，萨姆索诺夫位
列第29位。尽管他未能通过世界预选赛及欧洲预选赛晋级，
但还是凭借较高的排位压哨入围东京奥运会，追平由佩尔森、
大塞弗、普里莫拉茨和塞古·托里奥拉共同保持的男乒选手连
战七届奥运会的纪录。

本报讯（记者梁斌）昨日，中国排协官网
发布《关于组织国家青年女排2021年集训的
通知》，新一期的国家青年女排将于本月12
日在江苏南京集结，刘美君、董铭霄、夏思佳、
张馨月四名天津选手和天津青年女排助理教
练郝曦宇入选。

本期国家青年女排19人集训名单为：天津
队的刘美君、董铭霄、夏思佳、张馨月；辽宁队的
韩汶蓄；上海队的高卉宜、朱星辰、庄心如；江苏
队的周页彤、唐欣、陈奕帆、吴梦洁、何慕；浙江
队的丛晓慧；福建队的庄宇珊；山东队的王文
涵、高雅、张可凡；四川队的王雨晴，球队主帅为

江苏青年女排主教练施海荣。其中，在此前的
全运会预赛中受伤的江苏队核心队员吴梦洁
以及庄心如、王雨晴、何慕三名队员暂不参加集
训，集训时间另行通知。
天津女排的后备力量的培养多年来在国

内处于领先地位，本次天津队共有4人入选
国家青年女排，是紧随江苏队5人入选之后，
入选人数第二多的球队。在此前进行的全运

会女排青年组预赛中，作为替补队员出场的
董铭霄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大家对这位
身体素质出色、具备较大潜力的队员有了更
多的期待。

2021年U20女排世青赛原计划于7月9
日至18日由荷兰鹿特丹和比利时科特赖克
联合举办，不过国家青年女排是否会出战本
次比赛尚未明确。

据新华社电 世界女排联赛第二周的比
赛2日在里米尼结束。中国队遭遇两连败之
后，在16支参赛队伍中暂列第八位。

在当天的比赛中，中国队0：3负于土耳
其队。中国队的栗垚赛后说：“我为我们的队
伍感到骄傲，虽然输了球，但是我们没有放
弃。我们一直在战斗，并且团结在一起。”

得胜的土耳其队赢得六连胜，是目前仅有的两
支保持全胜的队伍之一。另一支赢得六连胜的队
伍是美国队，当天她们以3：0横扫泰国队。

前一天3:2险胜中国队的加拿大队当日
3：0击败德国队，赢得两连胜。在当天的其
他比赛中，巴西队3：1战胜意大利队，荷兰队

3：1战胜塞尔维亚队，波兰队1：3负于多米
尼加队，日本队3：0战胜俄罗斯队，比利时队
3：2险胜韩国队。

在积分榜上，美国队和土耳其队排在前两
位，同为5胜1负的巴西队和日本队分列第三
位和第四位，4胜2负的荷兰队排在第五位。塞
尔维亚、多米尼加、中国、俄罗斯和比利时队同
为3胜3负，中国队积9分排在第八位。

根据赛事规则，3：0或3：1取胜的队伍

可以获得3个积分。如果双方打成3：2，胜
队积2分，负队积1分。

总共有16支队伍参加今年的世界女排
联赛，在单循环预赛中排名前四的队伍将进
入半决赛。

本轮比赛之后，中国女排将迎来3个休
息日，6月6日至8日迎战比利时、塞尔维亚
和巴西队。朱婷、袁心玥等中国女排多位主
力球员没有随队参加本次比赛。

天津四选手入选新一期国青女排

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暂列第八位

三朵“津花”法网女双晋级

奥运补位赛 叶诗文决赛失手

乒坛老萨七战奥运会
本报讯（记者申炜）随着欧洲杯的临近，

多支参赛队在公布大名单的同时，也开始准
备热身赛。昨天进行的多场热身赛中，法国
和英格兰均顺利取胜，而近来成绩一般的德
国和荷兰都和对手战平。
法国在热身赛中遭遇威尔士，开始仅仅

23分钟，威尔士球员威廉姆斯禁区内手球被
红牌罚下。法国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劲，姆巴
佩、格列兹曼和登贝莱分别建功，最终帮助法
国3：0取胜。
英格兰对阵奥地利，比赛进行到第56分

钟，19岁小将萨卡小角度推射打入全场唯一
入球，帮助球队1：0取胜。虽然获胜，但主帅
索斯盖特却高兴不起来，主力后卫阿诺德在
无对抗的情况下拉伤了左腿，能否及时恢复
还是一个疑问。
德国虽然迎来了穆勒和胡梅尔斯的回

归，但和丹麦1：1战平。德国目前还处于磨
合阶段，这场比赛暴露出的问题正是他们需
要调整的地方。

本报讯（记者 李蓓）在陕西西安进行的第十四届全国运
动会游泳项目测试赛暨东京奥运会补位赛，昨天结束了第三
决赛日争夺，和前一日一样，没有选手完成突破奥运A标的
任务。名将叶诗文在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里，游出2分13
秒86排名第二，未能达到2分12秒56的奥运A标。

此前400米混合泳，叶诗文冲击A标失败，决赛获得第二的
成绩距达标线有近6秒的差距。200米混合泳，叶诗文在游泳冠
军赛上游出2分12秒57，离奥运A标只差0.01秒，有机会在本
次补位赛上达标。预赛时叶诗文拼尽全力，游出2分12秒53的
成绩，冲破奥运A标排名第一。根据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
心制定的奥运选拔办法，只有补位赛决赛成绩突破A标才会被
认定。现在就要看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的最终定夺了，
看能否给在冠军赛和补位赛的预赛或半决赛里达到奥运A标，
但没有在决赛里达标的选手破例的机会。

女子200米自由泳，王简嘉禾出战，决赛中她游出1分58
秒86的成绩排名第三。天津队的董洁以1分58秒31排在第
一，邱钰涵1分58秒51紧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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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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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6
集 深夜，众人休息，却传
来李局长和苏文谦激烈的
争吵声。苏文谦执意不悔
改，李局长决定将苏文谦
转交给司法机关进行审
判，第二天便转交暂时代
行羁押的松江监狱，未经
允许，任何人不得探望苏
文谦。欧阳湘灵为苏文谦
争取，但因情绪激动，反被
李局长停职。公安局开
会，传达了特使即将抵达
松江的消息，并作出了安
保计划安排……

天津卫视 19:30
■《一生只爱你》第

29、30集 小青又收到了
引弟子的来信，信上说她
还是没有收到小青的回
信，小青看了信之后越来
越有一种感觉——引弟子
就是自己当年走失的女
儿。宝贵把小青的事情告
诉了刘胜利，还将小青的
地址给了胜利。小青开车
回家的时候，因为高血压
晕倒在了家门口，这时候
胜利刚好开车来了……

天视2套 18:25

■《我们的纯真年代》
第43集尤玲打算二次创
业，再开友德居，但时代变
迁太快，阻力重重。现在，
尤玲很明白自己的处境，
已经没有当年的商机，自
己也没有常胜利那份见
识。她很绝望，但涂阳帮
她渡过了难关……

天视4套 21:00

■《我是你的眼》第1
集 1977年初，田家坝水库
工地热火朝天，正在进行大
会战。知青陈实所在的爆
破组，已打好15个炮眼，准
备一次性爆破。一声声炸
山的炮响后，发现有一个哑
炮，爆破组长陈实去查看，
哑炮突然响了，陈实躲闪不
及，被飞来的石子划伤了眼
睛，这个突发事件引起工地
一片慌乱……

天视4套 21:45
■《今日开庭》一份

遗嘱能够体现生者的意
愿，从一定程度上能避免
家庭财产纠纷，而本案中，
一份公证遗嘱却受到了质
疑，遗嘱继承也困难重
重。这份公证遗嘱，真的
有问题吗？

天视6套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