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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孙犁手稿540余篇
其中240余篇为首次面世

百花社推出《书衣文录全编》

我市文艺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创作文艺作品唱响新征程

场地问题增添困扰 最新赛程还没准谱

中超重启依旧谜团重重

唐佳丽因腿伤严重

落选女足奥运阵容
本报讯（记者 赵睿）中国女足即将出征

东京奥运会，几名老队员落选引得各方高度
关注。中国女足队医透露，唐佳丽因伤没有
进入奥运大名单。中国女足主教练贾秀全表
示，从中国女足发展的角度考虑，需要给年轻
队员锻炼机会。按照日程安排，中国女足本
周出发前往东京，7月21日迎来首场小组
赛，对手是实力强劲的巴西女足。

最近京津冀地区天气闷热，却丝毫没有
影响中国女足正在香河基地挥汗备战，基本
是一天两练，身体训练和战术打法相结合。
据介绍，唐佳丽上月24日训练时感觉到膝关
节疼痛，经诊断是滑膜炎加内侧副韧带损伤，
她已经回到了上海队康复治疗。

唐佳丽是中国女足锋线上的重要队
员，中国足协副主席、前中国女足射手孙雯
数月前曾与本报记者聊起过唐佳丽，孙雯
认为：唐佳丽的特点是灵活，与欧美球队交
锋时，对手逼抢虽凶狠，但转身慢，所以唐
佳丽的特点能发挥出来。当时奥运会女足
分组还没有进行。本届奥运会中国女足与
巴西、荷兰、赞比亚三队同组，与劲旅荷兰
女足的小组赛，需要唐佳丽这种特点和具
有大赛经验的队员，不到万不得已，相信贾
秀全是不会自弃“利刃”的。

中国女足奥运大名单里，有5名国家队
出场纪录为零的队员，还有5人的出场次数
在1场至3场之间，外界对此议论纷纷。对
此，贾秀全表示：“不然（未来）怎么办？之后
又是下一届世界杯了，老队员到那时得多大
岁数了？也许有人会讲这个那个的，但我觉
得这是我在这个位置上应该去做的，这些球
员是联赛中表现最优异的，起码我给女足留
下了希望。”

本报讯（记者 申炜）尽管中国足协还没
有正式公布中超联赛重启的最新赛程，但目
前得到的消息是，联赛将于7月15日开战。
由于目前苏州赛区个别场地正在进行维护，
因此存在变更部分比赛场地的可能。
尽管中超联赛各队还没有收到最新赛程

通知，但各队都是按照7月18日开战进行着
准备工作。由于河南嵩山龙门队与广州队以
及北京国安队和河北队需要进行补赛，对于

这四支球队来说，需要提前进入比赛角色。
河南嵩山龙门队与广州队的第5轮补赛定于
15日进行，北京国安队对阵河北队的第5轮
补赛则在16日于苏州赛区展开。

对于苏州赛区和广州赛区来说，防疫工
作依然是工作重点。这个阶段的中超联赛依
然将允许观众入场，苏州赛区向观众开放的
场次将占总场次的一半以上。至于广州赛区
开放场次，还有待各方进一步确认。目前，各

方正在与赛区协商开放的场次问题，并等待
相关部门的批复，明确对球迷开放的具体场
次以及具体办法。
最新赛程一直无法确定，最主要的原

因还是场地问题。此前连续承接中超、足
协杯等赛事的苏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的草
皮已经难堪重负，需要进行场地维护，将无
法承办接下来这一阶段的中超比赛。在赛
程压缩的情况下，各个赛区每轮比赛的比

赛日会进行4场比赛，场地问题变得相当
棘手。

在这种情况下，足协方面不得不着手另
选备用场地。综合场地条件、交通等因素来
看，如皋、常州的场地相对比较适宜接办比
赛。不过对于苏州赛区的各队来说，路途所
花费的时间将成倍增加，这对于球员们的体
能可是不小的考验。不过在这种比较特殊的
情况下，各队能做的也只能是服从。

本报讯（记者申炜）昨天，美洲杯决
赛在里约热内卢的马拉卡纳球场举行。
凭借着迪马利亚上半时的挑射破门，阿
根廷队 1：0击败了东道主巴西队，自
1993年时隔28年再度问鼎国际大赛桂
冠。而身披蓝白战袍第五次征战决赛的
梅西也终于捧得了他在成年国家队的首
个大赛冠军。

本场比赛双方拼抢相当凶狠，内马
尔踢了不到15分钟球裤就被撕烂，多名
球员被铲倒在地。梅西也受到了重点照
顾，巴西队坚决不给他带球突破的空

间。第22分钟，迪马利亚接到德保罗的传
球后形成单刀，然后轻松挑射破门，帮助阿
根廷队取得领先。
随后的比赛中，两队始终都无法破

门。比赛结束前，梅西曾获得了单刀机会，
不过他由于体能下降没有把握住。好在阿
根廷队最终1：0取胜，自1993年时隔28
年再度问鼎国际大赛桂冠。算上本届比
赛，阿根廷队已经在近7届美洲杯5次进
入决赛，但前4次都输掉了比赛。这一次，
阿根廷队终于如愿夺冠。
34岁的梅西在本届美洲杯上表现出

色，他被评为本届美洲杯最佳球员的同时
还以4粒进球荣膺本届杯赛“最佳射手”。
这个冠军对于梅西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
自从2005年首次代表阿根廷成年国家队
征战至今，梅西用了16年时间终于填补上
了此前国家队荣誉为零的空缺。
尽管在巴萨赢得荣誉无数，但在阿根

廷队，“悲情”一词经常与梅西相伴，“没有
国家队冠军就永远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球
员”的说法不绝于耳，这一次梅西终于打破
了外界的质疑，阿根廷队对于他而言同样
非常重要。

1：0击败巴西 阿根廷捧得美洲杯

梅西16年终圆国家队冠军梦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在6：3拿下首盘，第二盘4：3领先的
情况下，“津花”张帅与皮尔斯组合以6（4）：7、5：7连丢两盘，遭7
号种子克拉夫斯基/斯古普斯基逆转，继2018年美网混双后再
次无缘决赛。后者将与本土组合达特/索尔兹伯里争冠。

今年温网赛场，张帅三线出击。在女单和女双提前出局
的情况下，混双成了最后的希望。张帅/皮尔斯连克包括卫冕
冠军在内的强手，继2018年美网后再度杀入大满贯混双四
强。半决赛中二人也是一路领先，着实让人们看到了更上一
层楼的希望。然而，二人未能把握住机会，第二盘抢七告负，
决胜盘最后时刻遭遇破发，这也是二人全场唯一一次被破发，
最终被今年法网混双冠军克拉夫斯基和东道主选手斯古普斯
基逆转，无缘挺进决赛创造历史。

商竣程是前国脚商毅和国乒混双世界冠军邬娜的儿子。
2017—2019年，连续3年在全美同年龄段网球选手中排名第
一。2019年5月，成为首位拿到ITF U18青少年冠军头衔的
2005年出生的球员。2021年3月，青少年世界排名升至第4
位。同月持外卡参加迈阿密大师赛资格赛，完成ATP巡回赛首
秀。6月在法网青少年组晋级八强，青少年世界排名升至第2
位。温网青少年组男单半决赛中，头号种子商竣程以3：6、1：6负
于美国非种子选手利勒夫，无缘决赛。即便如此，最新一期的青
少年世界排名中，他将升至NO.1。

男双决赛中，头号种子梅克蒂奇/帕维奇以6：4、7：6(5)、2：6、
7：5力克格拉诺尔斯/泽巴乔斯，成为第一对夺得温网冠军的克
罗地亚组合。今年二人已夺得8个冠军，横跨室外硬地、室内
硬地、红土和草地四种场地，提前锁定年终总决赛席位。

女双决赛中，3号种子谢淑薇/梅尔滕斯在次盘化解两个
赛点、决胜盘又破掉对手发球胜赛局后，以3：6、7：5、9：7击败
维斯尼娜/库德梅托娃，谢淑薇虽然更换搭档但仍成功卫冕，
这是她职业生涯第三次在温网女双折桂。梅尔滕斯继2019
年美网和今年澳网之后，收获大满贯女双第三冠，距离解锁女
双全满贯的成就只差法网。

张帅遭逆转无缘温网混双决赛

本报讯（记者申炜）昨天，全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群众比赛
足球项目五人制足球男子甲组农村乡镇组比赛在呼和浩特进
行，代表天津出战的西青区大寺镇代表队，以8：2大胜代表湖南
的邵阳市隆回县代表队，提前一轮闯入了本次比赛的半决赛。

由于首轮比赛获胜，天津队本场与湖南队的比赛目标非
常明确，那就是确保胜利的同时多拿净胜球。全场比赛杨晓
东和任振东上演了帽子戏法，郭彦君则梅开二度。最终，天津
队以8：2的比分获得比赛胜利。两场比赛下来，天津队已经
累计了11个净胜球。

两轮比赛过后，天津队和内蒙古队均为两战两胜，携手出
线晋级半决赛。天津队将在13日与内蒙古队争夺小组第一
名，这支来自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的代表队，在前两场比
赛中表现出了非常强的战斗力，两场比赛狂进15球，具备了
一定的实力。

在本场比赛中完成帽子戏法的任振东表示，他在下半场破
门后，特意做出了亲吻胸前“天津”二字的动作，意在表达对家乡
天津的热爱，“我们这次是代表天津来到呼和浩特，出现在全运
会的赛场，我们发扬了天津足球的精神，敢拼，敢赢，永争第一。”

■本报记者张钢

自7月1日上映以来，《1921》票房已突
破4亿元，赢得了业界与观众的一致好评。
片中，王仁君饰演的青年毛泽东是一大亮点，
不仅形神兼备，而且在上海“洗衣房工读互
助”以及“奔跑在南京路”等几段戏尤为精
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王仁君表示，
“我希望通过我的表演，能够把自己体悟到的
毛泽东的心境、智慧的光芒以及他成长的过
程，全面呈现给现在的年轻观众，让大家感受

到这位人民领袖青春风华正茂的状态。”

抛弃标签化
展示人物内心世界

继 2019 年上映的《古田军号》后，
《1921》是王仁君第二次在银幕上塑造青
年毛泽东的形象。他说：“对于一个青年演
员去饰演伟人形象，我觉得是特别大的荣
耀，同样也面临着挑战。因为我扮演的是
所有中国人心目中一位伟岸、光辉的人物，
大家会拿着放大镜去检验和审视我的表演

是否符合他们心中的形象，这对我来讲有
非常大的压力。进组后，黄建新导演给了
我一个‘大礼包’，里面是有关毛泽东的各
种文字视频资料。他告诉我，《1921》这部
影片里展现的是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不能
带入人物成熟后的心境，而是要突出他当
年思想上的突破以及成长的经历。在塑造
角色的时候，一定要抛弃人物的标签化、概
念化、程式化，而是需要把人物的真情实感
注入角色中，去体验他的内心世界，展现出
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几个段落的情绪堆积
形成立体的人物形象

片中，青年毛泽东奔跑的几段戏颇为
感人。王仁君介绍说：“我觉得导演安排的
那几段戏很精彩，毛泽东从南京路跑向外
滩那段让人印象深刻。毛泽东从李达家出
来，因为聊起了国家的复兴，他心里很兴
奋。他在街头看到法国人高唱《马赛曲》庆
祝他们的国庆日，他跟着庆祝的人群来到
法国领事馆前，却被粗暴地推搡出来。站
在围栏外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国人仰望头顶
上绽放的烟花，深知这份热闹景象并不属
于中国人。作为一个青年人，他把自己的
境遇和国家联系在一起，这是他奔跑的源
起。影片在展现毛泽东奔跑的同时，闪回
了他反对封建家长制的打骂，再到他抵制
日货反对帝国主义倾销，最后到他跟恋人
畅想理想，为了理想去奋斗，这是一个非常
连贯的情绪表达方式。几个段落的情绪堆
积，最后形成了立体的人物形象。”

两次扮演青年毛泽东形象
压力层层递增

两次扮演青年毛泽东的形象不仅让王仁
君更为深刻地领悟到人物的精神世界，而且
连自己的日常生活都受到了感染。他说：“几
周前我在上海电影节参加活动时，住的酒店
离外滩很近，外滩有一座钟楼，会定点敲钟，
敲钟时会响起《东方红》的乐曲。每当那个乐
曲响起，不论几点，我都会醒来，感觉这段乐
曲和我有关联。演完《古田军号》，再演
《1921》，我觉得这个压力是层层递增的，对人
物的理解也逐渐增强。这个过程中，毛泽东
的精神世界在我身上的烙印越来越深。当我
不断去了解他的时候，就越敬佩他，敬仰他。”

■本报记者刘莉莉

连日来，我市文艺界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并创
作出一系列主题文艺作品。记者获悉，天
津北方演艺集团所属文艺院团接连创作了
戏曲、曲艺、杂技等多种形式的作品，用文
艺的声音唱响新时代新征程。
《满怀豪情奔向前》以评剧演唱形式，表

达从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汲取精
神力量，满怀豪情、坚定信念，为实现强国梦
砥砺奋进的决心。作品词作者、八旬高龄的
剧作家赵德明激动地说，与大家共同见证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伟大历史时刻，聆

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潮澎湃。这
波澜壮阔的100年，我们党矢志践行初心使
命，筚路蓝缕创基立业，取得了今天令世人瞩
目的伟大成就。这不平凡的100年是一部生
动的教科书。我作为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戏曲
艺人，对国家的日益富强以及党的伟大，深感
骄傲与自豪。千言万语表达不尽我对党的崇
敬与感激之情，只有用手中的笔，勤奋写作，
讴歌伟大的党，拥抱时代，为人民代言，以此
回报党的培育之恩。

天津时调《南湖红船》《红岩颂》，京韵
大鼓《六盘山上》等也都是新近创作而成。
其中诸多作品的词作者、曲艺作家杨妤婕
表示，聆听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激发了创作灵感。天津时调《南湖
红船》讲述一百年前的建党故事；京韵大鼓
《六盘山上》和鼓曲联唱《百年芳华》通过回
顾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追忆
革命前辈艰苦奋斗的光辉经历，表达后来
人不忘初心跟党走的信心；河南坠子《海河
情怀》通过描绘充满生机活力的天津现代
化大都市风貌，抒发天津人民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团结奋斗、齐心筑梦的情怀。杨妤
婕说，曲艺艺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
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我们要充分运用百姓
喜闻乐见的形式，充分发挥文艺轻骑兵的
作用，用“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紧扣时代脉搏，为新时代放歌。

此外，快板《比》用生动风趣的词句唱
出中国发展大数据产业、5G、高铁等等，从
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透出强劲的中国实
力。系列评书《丰碑》通过《不愿入党的元
帅》《长征路上识字板》《韩先楚抗命》《特殊
会见》等故事，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
行初心、担当使命等精神娓娓道来。相
声《特殊采访》从一位老党员的故事与感
悟出发，讲述中华大地翻天覆地的变
化。杂技节目《征程》以肩上芭蕾、双人
力量、蹬伞等节目表现“红船启航”“栉风
沐雨、砥砺前行”“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
主题，体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
征程、历久弥坚的百年初心。

把人物的真情实感注入角色中
——访影片《1921》中毛泽东的扮演者王仁君

日前，天津天影电影有限公司放映分公司工作人员
来到我市新文化双语优童园，放映红色经典动画片《新地
道战》。据悉，今年我市公益放映已达1.3万场，观影人
次破百万。 本报记者张钢姚文生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为纪念孙犁逝世19周年，百花文
艺出版社近期推出收录540余篇孙犁“书衣文录”手稿的《书
衣文录全编》，其中该社在2019年全面整理孙犁藏书时新发
现的“书衣文录”手稿240余篇，系首次面世。

孙犁藏书且惜书，每有中意的书，必为之包裹书衣，生怕
沾尘惹污；而当时若有心事想法，孙犁习惯在书衣上简要记
下，是为“书衣文录”。“书衣文录”在事实上构成了孙犁的日
记，其所透露的信息，为读者了解时代、了解文学、了解孙犁提
供了难得的视角。

2013年是孙犁一百周年诞辰，百花文艺出版社重新编纂出
版了《孙犁文集》（补订版），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孙犁散佚作品
征集工作。其间，在孙犁家人处发现了300余篇“书衣文录”手
稿，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些珍贵手稿被整理
成《书衣文录（手迹）》在2015年出版，当即引起轰动。

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还有一些孙犁的藏书柜未能打开，在
这些未能打开的藏书柜中或许还有“书衣文录”手稿，这成为
当年参与搜集整理“书衣文录”手稿编辑的一大憾事。2019
年，在孙犁家人的大力支持下，百花文艺出版社对孙犁的藏书
进行了一次全面梳理，做到了不遗漏一本，又从中发现了大量
未曾面世的“书衣文录”手稿。新发现的240余篇“书衣文录”
手稿，加上2013年发现的300余篇“书衣文录”手稿，以及近
年来学术界陆续发现的“书衣文录”，组成了《书衣文录全编》。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此次出版的孙犁《书衣文录全编》，以
手稿影印的形式呈现并配以释文，还增加了附录。附录囊括
了未有手稿的“书衣文录”以及甲戌理书记、理书续记、理书三
记、理书四记、耕堂题跋。在图书编辑过程中，尽量按“书衣文
录”原本题写年月为序，涉及套系书的，据首卷（册）题写时间
入目编次。此外，释文尽量依据手稿原貌，未按现行出版标准
统一、规范。

图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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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队赢得两连胜

■《绝密使命》第23、
24集 邹仁宝探路回来，
路遇山匪受伤，邹叔宝与
潘雨青商议改走赤寨的路
线。肖岩昌认为这条交通
线未经上级批准启用，存
在一定危险性，坚决反对
这一提议。爷叔意外听到
三人争执，表示愿意无条
件服从交通员的安排。在
潘、邹二人的安排下，爷叔
扮成土豪，换上潘雨青的
崭新山袜，悄悄留下三块
大洋……

天津卫视 19:30
■《甜蜜蜜》第22—

24集 雷雷变得越来越成
熟，他一直在背后默默支
持着叶青，让她先好好照
顾病重的父亲，他会等到
叶青父母接受他的那一
天，让叶青分外感动，约
好转天再见面。然而叶
父病情恶化，在父亲临去
北京手术前叶青艰难地
下了决心，不见雷雷最后
一面，陪父亲去了北京。
留下不知情的雷雷一个
人在约会的地方等了很
久，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短
短一天叶青就突然没有
了音信……

天视2套 18:25
■《咱家那些事》第

31、32集 国强从杜总那
儿赊到参苗上岛养参，
兄弟们重新和好，并且拿
钱给国强，国强没要。国
强上岛，把饭店交给红
妹。老妈带着大包小包
来到国强的饭店，包饺子
为他送行。老妈催着国
强赶紧把婚结了，国强让
老妈放心……

天视4套 21:00

■《非你莫属》张竞
文，来自黑龙江省大庆
市，澳门城市大学工商管
理专业毕业，主修人力
资源。张竞文大学期间
参与 2020 年粤港澳超
模大赛获总冠军、2020
年世界华埠小姐中国区
季军。节目现场，在被
问及自己的专业知识
时，她的表现却并不理
想，令企业家不禁觉得
她为了走秀耽误了学业，
她将如何应对？

天津卫视 21:20

■《最美文化人》谚
语说：“艺多不压身，艺高
人胆大。”本期嘉宾正是这
么一位多才多艺，充满抱
负和理想的天津籍文艺工
作者。他曾经有着多重身
份，相声演员、小品演员、
影视剧演员、歌手、主持人
等。他在部队26年，而
今，回归家乡，转型成为国
有文化企业的负责人。他
就是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著名相声
演员——周炜。

天视2套 20:00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剧场：绝密使命

（23、24）21:20非你莫属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甜蜜蜜

（22—24）20:00最美文化人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西京故

事（1—3）19:20剧场：誓
盟 (28—31)22:15 剧 场:
东风破(15、16)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咱家那

些事（31、32）
天视5套（106）
19:30 NBA 总决赛

第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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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夏日连连看》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