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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群文工作者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积极开展创作展演

“声”入人心 基层文艺别样“红”
市美协小分队深入蓟州采风创作

开局不利全力反攻未果 情绪急躁折损后防大将

津门虎队1：3不敌上海申花
上海双雄领跑苏州赛区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7月21日，市美协组织画家小分队走进蓟州
区穿芳峪镇东水厂村，举办送文化下基层活动。

位于蓟州北部深山中的东水厂村有许多抗日战争遗迹，
抵达村庄后，小分队首先与当地干部群众一同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冀
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的英雄事迹，同时详细了解了当地脱
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果。采风结束后，小分队的6位画家与
蓟州区美协的6位画家为村民们挥毫泼墨、创作美术作品，还
特别合作创作了大幅国画作品《欣欣向荣》，抒发了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村民们迎来了更加美好的生活。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日前，由市文旅局、河西区政府主
办的天津市第五届“西岸杯”西洋器乐大赛举办决赛。

据悉，本届大赛得到了西洋器乐爱好者的热情参与，经过
初赛选拔，共有173名参赛选手（组合）晋级决赛。决赛中，选
手们用一曲曲美妙的旋律展示西洋器乐的艺术魅力，演奏曲
目多为抒发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新时代之情的经典曲目。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据土耳其排协透露，由于
同机前往东京的乘客中有一人感染了新冠肺炎，中国女
排奥运会首个小组赛对手土耳其女排的7名队员将被
“软隔离”，其中包括原定将担任土耳其代表团开幕式旗
手的队长艾达。

土耳其排协官网发布公告称，由于有同机乘客被查
出了新冠阳性，作为密切接触者，土耳其女排队长艾达和
另外几名队员按照东京奥组委的防疫规定需要接受“软
隔离”。目前，土耳其队已经入住奥运村，也在继续赛前
训练。虽然这7名队员不用集中隔离，但每天都要接受
核酸检测。根据防疫规定接受“软隔离”的运动员不能参
加开幕式，因此艾达无缘担任土耳其代表团的旗手，土耳
其代表团也已确定了顶替艾达担任旗手的人选。

按照东京奥运会女排比赛的赛程安排，中国女排
将在7月25日正式开启小组赛征程，首个对手就是土
耳其队，尽管根据东京奥运会规定，赛前6小时核酸检
测结果阴性就可以参赛，所以这7名土耳其队员仍有
机会参加这场与中国女排的比赛。

此外，中国女排日前在东京奥运会比赛场馆——有明
体育馆进行了开赛前球队唯一一次的适应场地训练。主帅
郎平也安排了分组对抗训练，一组阵容是主攻朱婷、李盈
莹，副攻颜妮、袁心玥，二传丁霞，接应龚翔宇，自由人王梦
洁。隔网相对的另一组，男教练袁志和吴晓雷加入，增强对
立面的实力。郎平表示：“因为这是唯一一次赛前适应场地
训练，所以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机会，练下来感觉大馆的球速
还是不一样的，所有的球节奏都要慢一拍，我们按照正常节
奏走还是有点对不上，但这对各队都是一样的，就看首场比
赛谁适应得更快了。”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东京奥运会网球项目抽签昨天揭
晓，“津花”郑赛赛女单首轮迎战日本名将大阪直美，王蔷首轮
对阵巴拉圭选手罗伊格。郑赛赛/段莹莹女双首轮迎战捷克
组合普利斯科娃/万卓索娃，徐一璠/杨钊煊首轮对阵塞尔维
亚组合克鲁尼奇/斯托扬诺维奇。

在此前的WTA巡回赛中，郑赛赛曾两次0：2负于大坂
直美。此番首轮就遭遇这位本土作战的夺冠大热门，郑赛赛
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可想而知。王蔷首轮对阵世界排名第217
位的罗伊格，若能晋级可能在第二轮迎战7号种子穆古鲁
扎。现世界排名第一的巴蒂首轮迎战西班牙选手托莫，温网
亚军普利斯科娃首轮对阵法国人科内。郑赛赛还将与段莹莹
携手出战女双，二人曾夺得2019年法网亚军。这是郑赛赛第
二次参加奥运会，又一次双线作战的她期待发挥能够好于上
一届。徐一璠/杨钊煊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双冠军，今
年还夺得WTA1000赛事迪拜站亚军。徐一璠表示，一直在
为奥运会积极准备，希望在比赛中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本报讯（记者顾颖摄影刘欣）昨天
16:30，天津津门虎队与上海申花队进行
了本赛季中超联赛第7轮的比赛，虽然最
终1：3告负，但是面对人员相对齐整、尤其
外援属于“高配置”的本赛季争冠热门申
花队，从津门虎队的表现能够看出，球队
通过歇赛期调整，整体战斗力和稳定性，
已经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这场在昆山体育中心进行的比赛，

津门虎队首发派上了滕尚坤、高嘉润、
李松益、卡达尔、钱宇淼、赵英杰、丛震、
周通、巴顿、苏缘杰、谢维军。相比申花
队约尼奇、阿德里安、巴索戈、金信煜四
大外援，以及吴曦领衔多名“国脚级”球
员的阵容，津门虎队人员情况明显处于
劣势，而外援伊洛基和马格诺都没有首
发登场，令外界猜测，主教练于根伟这
样的安排，是希望“扛”过前45分钟后，
在下半时寻求更多的机会。
不过比赛一开始，申花队可谓取

得了梦幻开局，第3分钟，阿德里安就

利用头球破门，帮助申花队取得了领先；
第9分钟，巴索戈又助攻金信煜轰出一
脚“世界波”，将比分扩大为2：0。十分
不利的局面下，津门虎队阵型和心态都
没有混乱，迅速稳住阵脚，依靠整体和申
花队周旋，第18分钟，赵英杰的外围精
准射门扳回1分，场上比分变成1：2。
上半时随后的近半个小时时间里，双方
都制造了一些攻势，但都没有获得绝对
机会，津门虎队落后一球的状况延续到
了半场结束。

下半时开场后不久，津门虎队同时换
上马格诺、伊洛基、陈科睿，稍后又换上了
刚刚完成注册工作、出身于“徐根宝青
训”，之前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留洋的21岁
小将李浩然，紧接着又派刚刚年满19岁的
前锋石炎，替换下此前表现活跃，但体能
下降比较大的巴顿，可见还有冲一冲的
“扳平之心”。谁也没想到，双方你来我往
却都无功而返，比赛推进到只剩最后几分
钟的时候，场上突然起了波澜。

先是津门虎队卡达尔在防守申花队
赵明剑的时候，当值主裁判麦麦提江通
过观看视频回放，把第一时间给卡达尔
犯规的黄牌改判成了红牌。紧接着，申
花队温家宝又疑似因为语言对裁判有所
不满，在和钱宇淼各吃一张黄牌的情况
下，“两黄变一红”被罚下。随后申花队
曹赟定定位球又破门，津门虎队小将石
炎则在最后时刻差一点单刀破门。
赛后主教练于根伟对津门虎队队员

们的整体表现给予了肯定，同时也指出，
队伍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比如比赛刚
刚开始和临近结束时出现的状况，都需
要好好总结，另外关于一锤定音的得分
问题，球队进攻的成熟、攻击力的提升也
需要逐渐改善。至于卡达尔吃到的红
牌，于根伟说，赛后回到休息室，卡达尔
第一时间对自己的不冷静行为向全队表
示了道歉，从积极的角度看，他非常能够
理解卡达尔想要扳平比分的心情，但是
球员也必须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本报讯（记者 申炜）中国女足在东京奥运会上的首场小
组赛，大比分输给了巴西队。主帅贾秀全赛后表示责任完全
在他自己，“跟队员没关系”。接下来，球队会拿出什么样的精
神面貌迎战赞比亚队，恐怕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这场惨败让人震惊，贾秀全赛后特意向球迷道歉，随后表
示所有责任都在自己。不过贾秀全赛后的一番话还是引发了
争议，“这场失利只能证明我们练的不够，回去只能接着练，大
家都已经非常努力了，但是确实训练不够多。”事实上，中国女
足应该是备战东京奥运会最早的球队了，2020年元旦就在澳
大利亚展开集训，训练时间应该是得到保证的。

这场惨败对于球员们的确是个打击，不过对于贾秀全来
说，目前还不是放弃的时候。按照奥运会规则，除了小组前两
名，三个小组中成绩最好的两个第三名，也可以晋级八强。想
要晋级，中国女足除了小组赛第二场必须拿下赞比亚队，还要
在最后一场对荷兰队时争取拿分。战胜赞比亚队，是中国女
足必须完成的任务。

赞比亚队是这个小组实力最差的球队，她们首战3：10输给
了荷兰队，创造了队史国际比赛最惨痛失利，中国女足取胜应该
问题不大，但需要刷出更多的净胜球，这恐怕存在一定的难
度。接下来和赞比亚队的比赛，将是中国女足找回信心的关
键之战。

首战对手土耳其队7人被“软隔离”

郎平希望队员尽快适应场地

中国女足迎战赞比亚需重建信心

奥运网球抽签郑赛赛首战大坂直美

本报讯（记者申炜）昨天，中超联赛进行了苏州赛区第七
轮的4场比赛。上海海港队1：0击败了河北队之后，继续领
跑积分榜。上海申花队本轮同样取胜之后，积分已经上升到
第二位。

河北队这场比赛运气不佳，第35分钟王秋明因为受伤只
能被换下，中场实力被削弱。第39分钟，上海海港队获得了
点球良机，奥斯卡主罚命中。最终，上海海港队1：0如愿取
胜。在苏州赛区的积分榜上，上海海港队积15分排名榜首，
上海申花队则以14分排在第二位。

北京国安队对阵长春亚泰队，这是他们6天里进行的第
三场比赛，密集的赛程让球队难以得到真正的喘息。凭借着
谭龙和孙捷的进球，长春亚泰队出人意料地2：0击败了北京
国安队，后者的积分已经下滑至了第5位。

另外一场比赛中，大连人队1：1战平武汉队。

■本报记者张帆

近期，我市群文工作者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所长积极
开展文艺创作，走进基层用形式多样的文艺
作品传递党的声音，让讲话精神家喻户晓、
“声”入人心。

轻骑兵下基层文化惠民落到实处

近日，河北区举办了主题为“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红色文
艺轻骑兵下基层诗歌朗诵会。节目内容既有
红色经典诗歌，也有河北区作者原创文学作
品，还有红色歌曲。演员年龄最大的已年近
八旬，最小的只有5岁。结合“2021年河北
区文化志愿者基层行”活动，还将举办“辉煌
百年路 乐享新生活”相声新作品展演活动，
真正让社区居民享受到文化大餐，切实将文
化惠民落到实处。

同时，河北区文化馆举办“唱响百年历
程 抒写时代记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文学原创作品线上展、“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 绿水青山好风光”赵瀛洲摄影
丙烯画线上作品展、“喜迎华诞百年献礼”北
艺油画沙龙线上美术作品展、“创作非遗精
品喜迎建党百年”河北区优秀非遗创作作品
赏析。此外，各街道社区也组织了丰富多彩
的庆祝活动。

文化强镇引领 推出系列原创作品

记者从北辰区了解到，全区各级文化单
位、组织以庆祝建党百年为主题积极开展
各项文化活动。其中，主题文艺原创活动
尤为亮眼。北辰区天穆镇发挥文化强镇的
优势，推出原创京剧《百年伟业》、群口快板
《南湖志》；宜兴埠镇推出原创舞蹈《祖国颂》；
西堤头镇创作诗朗诵《讴歌百年》；果园新村
街创作舞蹈《唱支山歌给党听》《映山红》，诗

朗诵《红色的七月红色的中国》《中国共产党
百年述职报告》；佳荣里街创作了快板《建党
百年颂》。

北辰区文化馆还组织区文化志愿者成立
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深入双街镇、青光
镇、西堤头镇、双环邨街举办4场文艺演出。
北辰区各镇街组建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到
各村（社区）开展文化活动。天穆镇在马庄
村、方舟社区、光明道社区开展京剧、相声、红
歌等专场活动；大张庄镇凤凰艺术团举办评
戏、曲艺专场，夕阳红艺术团举办评戏专场，
喜凤京剧艺术团举办京剧表演专场。

线上线下齐发力展演创作掀热潮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滨海新区持续加大文艺精品创作和
展演，着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组织文艺轻骑
兵深入基层开展服务，不断掀起新区学习宣
传贯彻的热潮。

近期，滨海新区举办了“今天是你的生日”
红色经典诗词朗诵会；邀请评剧名家吴博丽走
进茶淀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办了“传唱红色
经典弘扬传统文化”培训活动；举办了庆祝建
党百年文艺轻骑兵“送文化种文化”走进滨海
万达广场、塘沽街紫云社区等活动。在文艺创
作方面，新区组织滨城百名歌手联合录制《唱
支山歌给党听》，同时也邀请京津冀评剧名家
和全国评剧新苗共同演唱录制和创编了《唱
支山歌给党听》评剧戏歌MV，两个原创作品
全网推介，并在学习强国进行了推送。

为了庆祝建党百年，滨海“文化随行”全
年开展线上展演活动，拓展网络宣讲阵地。
7月以来，开展了两期线上群众党史知识问
答，发布了6期庆祝建党100周年“红色经典
歌曲欣赏”“红色电影展播”“党史小故事”
等。“文化随行”还在线上举办了“党史主题经
典美术作品欣赏”以及红色“电影画报展”等
主题展览。文化馆也在线上举办了讴歌党、
讴歌祖国的主题摄影展览。

本报讯（记者 张帆）作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的重点节目，天津青少年红
色主题活动《红色少年团》于7月正式上线播
出。该节目由天津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天
津市教育委员会作为指导单位，天津网络广
播电视台有限公司和天津广播电视台少儿频
道联合主办。全市46所小学、近千名小学生
参与节目录制。
自今年以来，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形式多

样的党史学习教育。作为有着深厚红色底
蕴、一直把传承红色基因作为教育重点的天
津，也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红色少年团》紧紧围绕着天津市小学思

政课中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的重要知识点设计了丰富的题目，
用竞答的方式，既能激起孩子们的团队荣誉
感，又能帮助同学们巩固“四史”知识。
《红色少年团》将英雄以及时代楷模故事

中的元素，以限时游戏挑战的形式呈现出来，
向孩子们传递珍惜美好生活、努力学习为国
奉献的理念。孩子们通过亲身经历，沉浸式
体验，体会那些先进事迹、中国奇迹的背后，
究竟凝结了多少辛勤的汗水。例如“极速插

秧”游戏，体会农民伯伯劳作的艰辛，向中国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致敬。
《红色少年团》的红色歌曲展演环节，孩

子们使出“十八般武艺”，单人领唱、集体合
唱、独舞、群舞、古筝、快板、电子琴……节目
还邀请了由天津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及天津
市教育委员会推荐的4位思政课教师，对每
首歌曲背后的故事进行解读，将中华民族苦
难的过去、快速发展的现在和美好的未来有
机结合起来，让广大青少年进一步坚定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
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7月22日起，每周四、周五的17:10，《红色
少年团》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多派少儿频道以及
津云平台同步播出，观众还可以通过天津联通、
移动、电信网络的IPTV电视“红色少年团”专
区，随时点播收看，并为喜欢的少年团打榜。打
榜活动将进行8周，每周登榜第一的少年团将
有机会与神秘的成长见证官一起打卡天津红
色地标，并登上公演的舞台。

这个暑期，《红色少年团》将与全市小
观众们一起传承红色基因，见证中国少年
的力量。

我市近千名小学生参与录制

《红色少年团》见证中国少年力量

“西岸杯”西洋器乐大赛举办决赛

《拯救甜甜圈：时空大营救》点映

本报讯（记者张钢）随着暑期的来临，电影市场中的动画
片开始增多。日前，即将在8月6日上映的中美合拍动画片
《拯救甜甜圈：时空大营救》在津点映，无论是制作的精细程
度，还是风趣幽默的故事，都让观众沉浸在影片营造出的萌趣
世界中。

该片讲述了一对形似甜甜圈的小动物兄妹因为一场意外穿
越进现代上海，在“时间花”的帮助下，兄妹俩联手小白狗和灭绝
动物宝宝团，试图拯救自己濒临灭绝族群的故事。影片不仅能
看到萌化人心的角色形象，还能体验到丰富的喜剧元素与治愈
的情感力量。
“寓教于乐”是该片的一大特色。片中，“甜甜圈”兄妹为了

拯救族群经历了一场欢乐的时空冒险。他们不仅见证了莱特兄
弟发明第一架飞机、爱迪生发明电灯、郑和下西洋等影响人类文
明进程的重大事件，更是饱览古今中外的文化奇迹，如金字塔、
长城、兵马俑等。除此之外，影片还展现了丰富的生物学知识，
包括达尔文探究进化论的诞生等。整个观影过程好似一场自
然、人文知识点的打卡之旅，趣味十足。

无论是剧本创意、角色设定还是动画制作，该片体现出具有
中国文化特色和世界级制作的水准。影片由曾执导电影《辛普
森一家》《怪兽电力公司》等片的导演大卫·西尔弗曼执导，拍摄
团队也是云集了顶级制作班底。影片故事深耕中国文化土壤，
不仅展现了郑和下西洋等中国历史故事，还将现代上海作为主
角“甜甜圈”兄妹时空穿梭的起点，生动展示了上海大都市的繁
荣和独特风情。中国元素的充分利用，让该片成为一部具有“中
国味道”的动画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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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出没之夏日连连看》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奔腾年代》第13、
14集 夜晚，常汉卿在铁
桥边独自散步，没想到碰
到两个在铁轨上安置地雷
的特务，常汉卿就要被特务
灭口，金灿烂及时赶来，经
过一番斗智斗勇之后救下
了常汉卿，金灿烂因此而负
伤。金灿烂顾不得伤痛，和
常汉卿合力拆除了地雷，又
发现特务把钢轨接缝处的
螺栓扭掉了，他们合力用肩
膀扛着撬棍固定铁轨。火
车顺利通过，金灿烂晕倒，
常汉卿把她送往医院。常
汉卿在医院悉心照料受伤
的金灿烂……

天津卫视 19:30

■《母亲的承诺》第
26、27集曾经帮林秋雯找
到墩子的水泥厂的谢年培
来二食堂吃饭，认出林秋
雯，对林秋雯心生爱慕。
谢年培丧偶多年，得知林
秋雯离婚，还收养了三个孩
子，日子过得举步维艰。
谢年培想着自己是正式职
工，配个离婚的女人还是
绰绰有余，更何况林秋雯
还带着一堆的拖油瓶，谢年
培自以为十拿九稳，托罗姐
向林秋雯说媒……

天视2套 18:25

■《夜市人生》第20、
21集 正当魏红为自己无
法捐肝给文娟懊恼时，杨
伟明一句无意的话点醒了
魏红，她可以像新闻里的
“暴走妈妈”一样，通过暴
走的方式治好脂肪肝，然
后把肝捐献给文娟。听到
这里，魏红的眼睛里闪现
出了希望。每天清晨的河
堤上，都能看到一个年轻
的母亲快速疾走的身影。
由于过度劳累，再加上营
养不良，本就虚弱的魏红
几次都要扛不住，但魏红
心中对文娟强烈的母爱使
她支撑着，坚持着……

天视4套 21:00
■《哎呦妈呀》暑假在

家该如何保护视力？20—
20—20的用眼原则是什
么意思？晶体操和眼保健
操有什么不同？在今天的
节目中，眼科专家继续为您
科普暑期的视力保护。

天津少儿 21:20
■《今日开庭》随着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
们已经习惯随手一拍，将
自己看到的各种行为、现
象、事件等等，用照片或视
频的方式记录下来，然后
上传分享到网络上，引起
众多网友的关注。后来，
那些被拍摄的人，有的一
夜爆红成为了众人追逐的
明星，也有人因此而深受
困扰，比如我们今天案件
中的这位原告。

天视6套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