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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开启

永远跟党走书香伴小康

青年新歌手唱响激昂旋律

北京交响乐团将来津奏颂歌■本报记者翟志鹏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7月25日，由著名指挥家李飚执棒，钢
琴家孙颖迪担任钢琴演奏的“辉弘
的颂歌”北京交响乐团京津冀音乐
会将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举办。
2021年，北京交响乐团把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为中心
与主题，以一系列音乐作品展现党
的百年历程。北交素有委约创作中
国原创交响乐作品的传统，今年以
来，乐团发挥了这一创作形式的特
点，委约创作了钢琴协奏曲《北京颂
歌》、交响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等根据红色经典歌曲创作的
新作，其中部分作品将于本场音乐
会上与天津观众见面。
为音乐会执棒的李飚是天津观

众非常熟悉的指挥家，他也是少有

的同时成功胜任指挥家和打击乐演奏家
的艺术家。2020年起他担任北京交响
乐团艺术总监、首席常任指挥，天津交响
乐团音乐总监和天津歌舞剧院艺术总
监，为京津冀交响乐事业的发展贡献力
量。近年来，李飚曾多次执棒天津的乐
团演出。钢琴家孙颖迪现任上海音乐学
院钢琴系副主任，多年来致力于推广中
国当代钢琴作品。

本场音乐会将为观众带来一套风
格多样的红色曲目。其中，唐建平作
曲的交响序曲《京韵》是一部充满节日
气氛和浓郁京韵风格的节日序曲作
品，以典型的音乐会序曲体裁和奏鸣
曲式为基础，用交响乐语言表现京剧
音乐。蔡东真创作的钢琴协奏曲《北
京颂歌》分为“共和国礼炮”“井冈山火

种”“梦回宝塔山”和“北京颂歌”四个
乐章，以“倒插笔”的方式回溯了党领
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旋律推
进时，观众可以捕捉到很多熟悉的
“影子”，比如第三乐章中的《山丹丹
开花红艳艳》，第四乐章中的《歌唱祖
国》。音乐会还将上演《妈妈教我一
支歌》《唱支山歌给党听》《伟大的北
京》及交响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第四乐章“百年辉煌”等作品。

红色津沽唱响百年华章

本报讯（记者张帆）日前，由市文旅
局、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主办，市群艺馆、
滨海新区文旅局、滨海新区总工会等单
位承办的“同唱一首歌 永远跟党走”天
津市第十届“滨海杯”青年新歌手大赛颁
奖仪式暨汇报演出，在滨海新区融媒体
中心举行。

本届大赛以“同唱一首歌永远跟党
走”为主题，参赛曲目突出歌颂党、歌颂祖
国、歌颂新时代。

本届大赛自5月启动以来，得到了
各行各业广大青年音乐爱好者的热烈
响应，600 余名青年声乐才俊通过网
络线上报名，获得了参赛资格。经过

初赛、决赛的层层选拔，最终，聂梦晨、
王文萍、王文渊三名选手分别夺得美
声唱法组、民族唱法组、流行唱法组一
等奖，王瑞等9名选手获得二等奖，刘
任等15名选手获得三等奖，仝玉玺等
30名选手获得优秀奖。颁奖仪式后，
本届大赛获奖选手和活跃在我市乐坛
的音乐青年闪亮登场，联袂奉献了一
场精彩的汇报演出。

本届大赛结束后，由全市青年新歌
手组建的“同唱一首歌 永远跟党走”文
艺轻骑兵，将排演红色经典歌曲并进行
专场演出，在6月至9月深入到全市开
展基层巡演10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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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昨日，由
中央文史研究馆指导，天津市文史
研究馆主办的“丹青歌盛世，翰墨颂
党恩——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书画展”在
天津美术馆开展。
本次展览共展出文史研究馆30

余位馆员的书画艺术作品80幅。其
中，有的格局开阔、宏伟厚重；有的意
趣盎然、耐人寻味；有的真切自然、形
象活泼；有的灵活细致、格调清逸，表
达了广大文史研究馆馆员对中国共
产党百年华诞的深深祝福。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由市委宣
传部、市农业农村委等部门组织的以
“永远跟党走 书香伴小康”为主题的
2021“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于近
日启动，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0月底。

本次活动旨在围绕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以农家书屋为平台，组织开展主题
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媒体融合
的阅读活动，提升书屋服务效能，培育
乡村文明风尚，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展
现我市农业农村发展成就。
活动分为四大类，其中，主题出版

物阅读推广和“永远跟党走”宣传教育
活动，围绕党史学习教育和疾病防控、
心理疏导、卫生习惯养成等主题，多层
次多渠道全方位开展培训讲座、阅读
辅导、图书展销、优惠售书、流动书车
进基层等阅读推广活动，推介好书新

书，满足农民群众多样化阅读需求；通过
为农家书屋配备党史学习教育重点出版
物，开展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学习阅
读活动，利用红色资源开展名篇诵读、主
题演讲、知识竞赛、文艺汇演等活动，引
导广大农民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推
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农村落地生根。
数字阅读活动，通过“我爱阅读100

天”读书打卡活动、“读好书 跟党走”公
益直播和视频分享活动、市级示范农家
书屋评选及书香天津·书屋书吧“云课
堂”线上主题阅读活动，鼓励农民群众用
手机记录身边的阅读故事、致富经历和

小康生活，展示家乡红色资源和巨大变
化；引导农民群众每天拿出一定时间开
展线上阅读，逐步养成数字阅读习惯。
“发现乡村阅读榜样”评选活动，鼓

励广大农民群众踊跃自荐，深入发掘在
我市乡村振兴进程中立足乡村阅读推
广、智志双扶、巩固结对帮扶成果、引领
文明新风尚的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
“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推选及阅

读推广系列活动，通过主题阅读、图书
捐赠、视频荐书、共建农家书屋等形
式，以2021年度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
推荐目录为基础，推荐“农民喜爱的百
种图书”。

树旗近三月 全队一股绳 新来与后到 欢洽乐融融

底气足了津门虎的心气也高了
从3月30日津门虎队正式集结

开练算起，到本月底将满3个月。昨
天是助理教练张力34岁的生日，一天
两练间隙的午休时间，全队一起在餐
厅给张力认真庆祝了一番。主教练于
根伟的开场白说，转眼两个多月的时
间过去，非常感谢教练团队的辛勤工
作，也希望球队的每一位成员，都能在
这个集体中真心付出、有所收获、过得
开心，俱乐部和球队很愿意随着时间
的推移，给每位成员高高兴兴过生日、
共同庆祝。
“寿星”张力在表达了有那么多人为

自己庆祝生日，内心感觉很温暖之后，又
“书归正传”提到了工作，表示过去一个月
里，队员们的训练都非常努力，目前正
是备战最艰苦的阶段，希望大家能
够再接再厉不松懈。要唱生日歌
了，大家一起“起哄”，让助理教练兼
队员谭望嵩起个头儿……张力许愿后，站
在一旁的守门员滕尚坤突然秀了一下手
速，双手伸向生日蛋糕，做了个端起蛋
糕往张力脸上送的假动作，又逗笑了
一批人……给张力戴上生日帽来张全
队大合影时，每个人都笑得挺灿烂，有
的人表情里还有几分古灵精怪，站在伊
洛基身后的白岳峰，很自然地把手放在
了伊洛基的头上摸了摸……细节最能

透露心境，将近3个月的时间，这个集体已
经完成了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融洽，
从融洽到有意思的过程。
最被这种气氛感染的，是初来乍到

的体能教练胡里奥。结束了观察隔离
后，他从本周一才正式加入球队展开工
作，新的环境、新的伙伴带给他的新鲜感
还没有完全褪去。能够看得出，胡里奥
是外向性格，无论是训练中还是生活里，
他都特别愿意主动交流，虽然6月18日
他过生日时，观察隔离尚未结束，队里没
有机会给他操持一场生日庆祝，但教练
组给他写了生日贺卡和祝福的话，发在

微信群里，已经带给他一份“被记得、被
重视”的意外惊喜，所以加入球队后，工
作中的合作伙伴对他而言，尽管都是初
次见面，却已然像老相识。

等待联赛确切的后续安排，等待人
员补强，实际上津门虎队除了有着一份
与其他中超球队相同的不安，还有一份
属于自己的焦急。但是假如积极、乐观
地看待问题，现在的一切，已经比80多
天前球队刚刚集结时好了很多，做足面
对艰难的准备，为最好的结果而努力，自
己的“底气”也会增加几分。

本报记者顾颖

本报讯（记者申炜）昨天，欧洲杯
D组小组赛落幕，英格兰队1：0击败
了捷克队，以小组头名出线。不过“三
狮军团”却笑不出来，接下来他们要对
阵F组第二名，将是法国队、德国队、
葡萄牙队三支强军中的一支。
赛前，外界都猜测英格兰队和捷

克队或许会互相“谦让”，以避免过早
在淘汰赛遭遇“死亡之组”的球队。这
场比赛由此变成了欧洲杯开赛至今最
难看的一战，双方进攻欲望极其低
迷。第12分钟，斯特林头球破门，比
分落后的捷克队显然也没有进攻的欲
望。最终，英格兰队只能硬着头皮以
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线。捷克队虽然输
球，但提前锁定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
拿到了16强的入场券。
三场小组赛，英格兰队只打入两球，

全部都由斯特林贡献，队长凯恩的状态
备受外界批评。由于球队的战术所限，
没有球权可支配的凯恩变成了平庸的
中锋，将体能消耗在一次次与对方中卫
的“肉搏”中。即使获得球权，英格兰队
在中场中路也没有接应的球员与凯恩
形成配合，进攻威胁性大幅降低。
与英格兰队的低迷相比，克罗地亚

队显得斗志十足，绝境中的他们以3：1
击败苏格兰队完成自我救赎，凭借净胜
球的优势抢得小组第二，晋级16强。

欧洲杯D组小组赛落幕
英格兰取胜却笑不出来

本报讯（记者 李蓓）北京时间6月
22日深夜，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公布了
孙杨案件的重审结果：8年禁赛将减为
4年 3个月（即51个月），从2020年 2
月 28日开始计算。因此孙杨将错过
东京奥运会和杭州亚运会，对于 29
岁的他来说，禁赛期满后就将 33岁
了，但孙杨表示：“我不会放弃，会坚持
下去。”
孙杨一案的第二次听证会于5月25

日至27日进行，会议以视频形式进行，且

不对公众开放。新的专家组认为，孙杨行
为鲁莽，尤其是拒绝采样人员带走血液采
集样本，导致2018年9月4日至5日的兴
奋剂检查中止。

从判决不难看出，最终判定的关键
已经不是孙杨到底有没有服用禁药，而
是抗检。最终，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直
接宣布了裁决结果。面对这样的结果，
孙杨表示，“其实我的自身状态特别好”，
因此不会就此离开深爱的游泳事业，参
加巴黎奥运会也未可知。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温网昨
天展开男单资格赛首轮争夺，首次参赛
的中国男单“独苗”张之臻以两个6：1横
扫资格赛18号种子秘鲁选手巴里利亚
斯，继今年的澳网和法网后，再次闯进大
满贯资格赛第二轮。
24岁的张之臻现男单世界排名第

178位，是目前唯一排在ATP前200名的
中国男单选手。由于温网资格赛首日比
赛全部因雨取消，因此张之臻的温网首秀
也被推迟进行。这是张之臻与巴里利亚
斯的首次交锋，他几乎没有给对手任何机

会，用时48分钟以两个6：1横扫获胜。整
场比赛，张之臻的一发得分率高达90%，
二发得分率也达到50%。虽然有7个非
受迫性失误（比对手多3个），但制胜分多
达23个，比对手多出18个。

女单资格赛首轮中，资格赛12号种
子王雅繁迎战世界排名第194位的扎涅
夫斯卡。2015年法网资格赛第二轮，王
雅繁曾在首盘送蛋后遭对手逆转。此番
再度相遇，王雅繁以6：3、6：3击败扎
涅夫斯卡，第二轮将迎战克罗地亚球
员费特。

禁赛期缩短孙杨：我会坚持下去

温网资格赛首轮张之臻王雅繁闯关

丹青歌盛世 翰墨颂党恩

市文史研究馆举办书画展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觉醒年

代（30、31）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向幸福

前进（9—11）20:45鱼龙
百戏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大河儿

女(8、9)19:20剧场：虎刺
红 (31—34)22:15 剧 场:
尖锋(37、38)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我是你

的眼（40、41）
天视5套（106）
20:15 2021 年日本

足球职业联赛 大分三神
VS鹿岛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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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19:55 多派玩儿动画

《萌鸡小队》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觉醒年代》第
30、31集 吴炳湘会见张
丰载，称苦于没有证据，
无法抓捕陈独秀。张丰
载提议联合北大内部辜
鸿铭、黄侃、刘师培等人
推动复课以瓦解罢课，自
己还可以去找陈延年挑
拨离间其父子感情。张
长礼做东，教育部李司长
摆下宴席，宴请辜鸿铭、
黄侃、刘师培，三人迟迟
不肯入席……

天津卫视 19:30

■《向幸福前进》第
9—11 集 国强听凡博说
自己姐姐不能生育，便替
姐姐出气，来到凡博的饭
馆打了凡博。凡博饭馆
的服务员看到老板被打，
认为老板得罪了黑社会，
集体辞职，只有一个叫梦
梦的小姑娘留了下来。
前进和几个兄弟回到了
厂里，却发现了一片破败
的景象……

天视2套 18:25
■《我是你的眼》第

40、41集 亮亮来找春妮
拿传票，春妮却发现亮亮
和夏夏之间似乎产生了
一丝别样的情绪。陈实
夫妇想帮春妮一把，可
亮亮和夏夏两个孩子随
着年龄的增长，已超越了
兄妹的感情，有点恋爱的
意思了。这是春妮无法
接受的……

天视4套 21:00

■《鱼龙百戏》“鱼
龙百戏杯”全国曲艺人才
2021春夏季电视擂台收
官之战——“3进 1终极
擂台”的激烈比拼，将于
今晚与大家见面。一路
过关斩将的三位擂主分
别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快
板书演员冯芮和董彦彬，
以及来自天津的京韵大
鼓演员朱文成。本场的
监考官分别是中国曲协
副主席、梅花大鼓名家籍
薇，大同数来宝创始人柴
京云、柴京海，相声名家
郑健、戴志诚，京韵大鼓
名家种玉杰，河南坠子名
家张楷。

天视2套 20:45
■《今日开庭》上了

年纪的人，会更加重视自
己的身体，健康意识越来
越强烈。有保养意识是
好的，而有的人却走进了
养生的误区……

天视6套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