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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足联代表来津考察

天津赛区筹备工作获肯定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天，德约科维奇宣布退出将于8
月15日至22日举行的辛辛那提大师赛，将注意力转向美网
冲击年度全满贯。2016年美网冠军瓦林卡因左脚手术还在
恢复中而退出美网，前世界排名第一、2012年冠军穆雷进入
主抽签区。
小德曾两次赢得辛辛那提大师赛。本赛季他已经赢得澳

网、法网和温网，在东京奥运会半决赛中负于兹维列夫，失去冲
击年度金满贯的机会。但在美网，他仍有机会冲击年度全满贯。
由于左脚手术，瓦林卡自3月的多哈赛之后就没有参加

过比赛。在瓦林卡退出后，穆雷进入了主抽签区。

本报讯（记者赵睿）中国队参加12强赛的主场以及首个
客场地点仍未确定，据了解，目前不排除中国队9月一客一主
两场比赛都放在第三方场地进行的可能。

目前除了中国队与澳大利亚队尚未公布12强赛的主场地
点之外，其他4支参赛队所属足协都已经明确公布了首个主场的
赛地。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澳大利亚政府拒绝为其国家队“网
开一面”，不予豁免澳海外球员返回入境时必须要接受为期14
天的隔离，所以澳大利亚足协计划放弃主场，选择前往西亚进行
比赛。有消息称，卡塔尔多哈很可能是澳大利亚首战的“主场”，
目前两家足协正在加紧磋商，报亚足联批准。

对于中国队来说，澳大利亚不确定主场放在哪里的话，即将
在8月18日左右开始的12强赛备战工作也受到影响——是放
在境内还是放在境外进行？而且，目前我国入境隔离“14+7”的
要求并没有调整，中国队从澳大利亚“主场”回来之后同样需要
执行该项规定，而第二场比赛9月7日就将进行，中间相隔只有5
天时间，这个问题是中国队、中国足协所无法解决的。

据悉，目前有一种计划，即中国队首个主场也放在第三方
场地进行，确切说也放在西亚某地进行。这样安排的好处是
与澳大利亚队比赛之后，中国队原地不动，省去舟车劳顿、时
差等方面的麻烦，以逸待劳静候日本队。但这样做的一个弊
端就是中国队首场比赛将失去主场优势。

两次助攻、制造一粒点球，津门虎队3：1战
胜北京国安队的3个进球，都与巴西外援马格
诺有关。被评为本场比赛最佳球员的马格诺，
赛后笑得很灿烂，不过昨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已
经完全感受不到他有任何的喜形于色：“这场胜
利已经过去了，我希望后面自己能做到最好，队
里的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共同努力。”
马格诺才加入津门虎队这个集体3周多的

时间，但是好像从他与教练、队友、工作人员初
见，就完全不是“新来的”那种感觉，巴西球员活
泼、开朗的性格，注定了他主动融入的意识很
强，平时训练、生活中，大家笑笑闹闹的时候，都
少不了他咧着嘴、露出一口白牙跟着一起笑、一
起闹。哪怕有时候，他第一时间没完全闹清队
友们的笑点在哪里，也不影响“哪儿都有他”。
马格诺说：“从二级联赛来到一级联赛，是每个
球员都向往的，津门虎队能够发现我、引进我，
我当然很激动。来苏州的第一天，就感觉到了
大家对我的友好，这个集体特别好。”
曾经，某一场比赛前，马格诺找到主教练

于根伟，主动告知说感觉自己身体状况不太
好，可能不太适合首发，于是，那场比赛教练
组真的没有安排他首发，为此也受到外界不
小的争议。不过在过去的两轮比赛中，马格
诺都首发登场并打满全场，现在回头看，能够
主动沟通，恰恰体现了马格诺作为一名经验
丰富的老将，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虽然
赛程密集，但是我觉得我目前的恢复节奏还
可以。教练团队把训练、调整的细节做得很
好，医务组帮我们做康复也很及时、到位，再
加上营养和休息的保证，这些对我都非常重
要。另外我们队的替补球员一直也非常努力
做好上场的准备，这是外界看不到的，但却是
集体非常需要的。”

马格诺主动提到很多队友的努力外界看
不到，其实他自己的努力，有些外界也看不到。

翻译吴佳曾经讲过两个马格诺给他留下
深刻印象的细节：其一是有一次去马格诺房间，
发现桌子上摆了各种各样的运动员专用营养
品、补充剂，数量和品种之多，即便他做翻译工

作多年、接触过这么多外援，也很少见；其二是
每到比赛日，除了球队统一安排的热身，马格诺
还会自己抱个瑜伽垫，到场地内做一些大尺度
的牵拉和核心力量练习，这是根据自身情况的
“深度热身”，能够最大限度防止受伤。这些都
能进一步说明，马格诺能够保持比较好的竞技
水平和状态，不是无缘无故的。
“我们球队的主教练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

的球员，所以他能做到比任何人都了解我们。
作为球员，虽然在场上的位置职责不同，但是很
多东西都是相通的，我在场上不光是要争取进
球，还要助攻、协防，只要对球队有帮助，我都愿
意努力去做。”马格诺说在津门虎队，他专注于
工作，还迎来了儿子出生的好消息，当父亲的
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尽管不能陪在孩子身
边，但这也是职业球员的工作性质决定的，他
给儿子起了个美好的名字，希望儿子长得像他，
队友们也给他的孩子起了好多名字，这代表了
关心和友爱，他听了心里一样非常开心。

本报记者顾颖

本报讯（记者申炜摄影吴涛）距离2023
年亚洲杯已经不到两年时间，天津赛区的筹
备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亚足
联代表戴圣英一行于8月9日至10日先后
来我市推荐的训练场地和部分酒店进行考
察，并对滨海足球场提升和改造进展情况
进行了实地了解。

天津组委会工作获得肯定
戴圣英在讲话中表示，这是亚足联第一

次进行2023年亚洲杯的考察工作，总部对于
这次考察结果非常重视，因为体育场建设和
训练场地的建设是办赛基础。
两天的考察工作结束后，在滨海足球场

的会议室举行了天津赛区组委会筹备工作汇
报会，各方面都汇报了工作的进度。亚洲杯
中国组委会也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参加了这次
汇报会，并且对天津赛区组委会的筹备工作
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外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
的意见。
戴圣英在会议上表示，亚足联希望

2023年亚洲杯致力于在2019年亚洲杯的
基础上达到新的高度，更要为2027年亚洲

杯树立新的典范。目前，亚足联希望和中
国组委会保持密切而高效的沟通，在了解
办赛设施建设情况的基础上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

滨海足球场明年11月交付使用
在亚洲杯筹备和比赛期间，泰达足球场

将更名为滨海足球场。球场的设计方案和图

纸在亚足联审核通过后，项目自今年的6月
开工建设，严格按照上报的各阶段施工节点
推进建设进度。

走进球场可以发现，包括球场座椅等废
旧设备设施已经全部被拆除，所有拆除工作
在近日完成。草皮区域基层清理已经完成，
室外幕墙和各种土建改造以及钢结构的修缮
工作已经开始。从现场来看，场地上出现了
大型吊车等重型设备，各类人员的工作有条
不紊地展开。

从滨海足球场的总体进度计划来看，今年
下半年完成拆除工作以及钢结构、外檐、屋面维
修工程，还有看台防水维修工程等。2022年，
计划完成室内精装修、室外工程、草皮和座椅施
工以及机电安装和调试等，确保在2022年11
月底前完成滨海足球场的交付使用。

这次滨海足球场的提升改造工作，主要
是对标2023年亚洲杯办赛清单的三个方面
入手。一是建筑功能布局的调整，主要集中
在首层比赛功能区。二是根据亚洲杯的比赛
要求对设备设施进行全面提升，包括场地照
明和球场草皮等。三是重新调整室外人行、
车行流线以及优化室外功能区。

外界看到的，并非我们努力的全部
——专访津门虎队外援马格诺

国足或第三方场地战日本队

梅西正式加盟“大巴黎”

小德全力备战美网瓦林卡退赛

本报讯（记者 张钢）陈正道执导，张子
枫、吴磊主演的电影《盛夏未来》正在热映中，
并在各平台收获好评。8月14日七夕将至，
片方将在全国百余家影城开启七夕观影赠票
活动，并倡议观众严防疫情，安全观影。
为配合暑期档，原定七夕上映的《盛夏未

来》提前到7月30日上映，不仅为市场带来
热度，也陪伴观众一同温暖前行。此举得到
了全国各地影院的响应支持和助力，行业集
体为影片温暖发声，共同憧憬和等待“更好的
未来”的到来。

本报讯（记者仇宇浩）近期，滨海新区图书馆举办了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让读者共同感受书香魅力、传承红色基因。
作为滨海新区第二届沙滩阅读节活动之一，“新青年新阅

读”系列读书分享会每周末与青年读者相约，从青年阅读需求出
发，关注青年个人发展。本期读书分享会在宣传滨城魅力文旅
资源的同时，邀请读者一起阅读分享《跃迁》，让读者学习如何在
工作和生活中通过改变思维提升自我。读者们在阅读分享中了
解了优化选择、提升技能、转变思维的重要性与方法，通过游戏
互动加深对书中内容的理解，交流讨论自己的感悟与收获。
日前举行的“可爱的你”主题图书推荐活动，从“八一”建军节的

含义讲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沿革，着重讲解了长征的起始时
间、历史路线，以及长征历史数据饱含的艰辛。随后，小读者们分享
了“血战湘江”“千渡乌江”“爬雪山、过草地”等长征故事，并在图书馆
里寻找其他相关书籍，学习长征精神，延续革命星火。
在“学红色经典·品革命精神‘阅读+计划’”——《共产党

员应知的党史小故事》读书分享研学活动中，读者认真聆听工
作人员讲解书中的党史小故事，一位位优秀共产党员的感人
故事深深吸引着他们。

■本报记者张钢

1990年上映的《焦裕禄》以及李雪健在
片中对人物的精彩演绎，都成为国产电影中
的经典。时隔31年，正在热映的《我的父亲
焦裕禄》再次聚焦这位党的好干部，通过讲述
焦裕禄“洛矿建初功”“兰考战三害”“博山生
死别”这三个时期的真实事迹，展现焦裕禄朴
实无华的公仆情怀。主演郭晓东表示，“我希
望通过这部电影在银幕上将‘焦裕禄精神’这
一时代的榜样和民族的记忆传承下去，以‘血
浓于水’的视角去接近、触摸英模的光芒。”

为了在外形上贴近人物形象，郭晓东迅
速减下30斤体重，得到了焦裕禄家属与导演
的认可。郭晓东说：“焦裕禄的老家是淄博，
我的老家是临沂，相距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车
程。拍摄之前，我用了5个月体验生活，除了
去焦裕禄生前工作过的洛阳矿山机械厂和兰
考县学习体验外，我与他的二女儿焦守云聊
了很多，因为影片是从孩子的视角来表现父
亲的，我要先了解女儿眼中的父亲是什么样
子，然后再去了解她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焦守云从出生到10岁，都在山东老家由
奶奶带大。她第一次到兰考，看到父亲都不
叫‘爸爸’而是叫‘书记’，6个月后，焦裕禄就
去世了。我特别理解焦守云，希望通过我的
表演去弥补她的遗憾。”

在兰考体验生活期间，魏善民老人给郭
晓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郭晓东说：“焦裕禄
干部学院大门口正对面有棵泡桐树，兰考人
民亲切地称它为‘焦桐’，以寄托对焦裕禄的
怀念，因为这棵泡桐树是焦裕禄1963年春天
亲手栽植的。魏善民小时候与父亲曾和焦裕
禄一起翻淤压沙、栽种泡桐树。魏善民的父

亲守护焦桐林直到去世，魏善民则几十年风
雨无阻，培土、浇水，呵护着焦桐林。我经常
去找魏善民聊天，听他讲当年在焦裕禄的带
领下，兰考人民一起战‘三害’的往事，对那个
时代的环境有了认识，也感受到了焦裕禄以
人为本，对工作负责的朴实情怀。”
对于饰演焦裕禄，郭晓东表示把压力

变成了动力。他说：“李雪健老师演的焦裕

禄是一个经典形象，因此我在接到剧本时
是有压力的，但看完剧本后我觉得《焦裕
禄》和《我的父亲焦裕禄》侧重点不一样，后
者是从女儿的角度来看父亲。前辈的精湛
演技需要我去学习，我要用自己的表演把
焦裕禄精神表现出来，这种亲民爱民、艰苦
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
神，值得我们永远传承下去。”

本报讯（记者翟志鹏）每逢暑期，剧场都
是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好去处，在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前提下，本周五至周日，天津大剧院
准备了5场不同类别的演出，为津城观众打
造艺术周末。
丰富多彩的儿童剧是本周演出的最大特

色。13日，由天津宝艺艺术团打造的大型舞台
剧《海底小纵队5之深海探秘》将与小观众见
面。该剧原版引进BBC热播儿童海洋探险动

画《海底小纵队》版权，讲述巴克队长带领小纵
队成员又一次回归海洋、投身冒险的故事。14
日，小观众将迎来原创儿童剧《侏罗纪公园·我
不是霸王龙》，该剧讲述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成长
故事，一只小鸭嘴龙意外结识了一只老霸王龙，
面对敌人的来袭，小鸭嘴龙从老霸王龙身上逐
渐学会了勇敢。15日，魔幻人艺术团将献上大
型魔幻互动泡泡秀《泡泡王子的舞会》，用泡泡
为小观众打造一场奇幻之旅。

本周的演出还将上演两场歌剧特色的音
乐会。14日，英国钢琴家阿伦·罗兹将带来
一场独奏音乐会，他毕业于英国皇家音乐学
院，在多项欧洲钢琴大赛中摘得佳绩，此次他
为天津乐迷演奏巴赫《C大调前奏曲》，李斯
特《匈牙利狂想曲第六号》《b小调钢琴奏鸣
曲》等作品。15日将上演由天津交响乐团
“天骄OPEN乐团”打造的“马达加斯加”动
漫主题室内乐音乐会，届时，观众将聆听到这

支优秀室内乐团带来的《马达加斯加》《寻梦
环游记》《爱乐之城》《天空之城》等电影中的
经典音乐片段。

据悉，天津大剧院近期还向观众公布了
新的疫情防控入场须知，由于防控登记工作
需要一些时间，建议观众提早取票、入场。观
众应全程佩戴好口罩，入场时配合工作人员
出示健康码和疫苗接种码，并接受红外线测
温，体温不超过37.3℃方可进入剧场。

本报讯（记者 张帆）由史成业、王瑞新执导，闫妮、王砚
辉、张逸杰、翟潇闻领衔主演的怀旧暖心轻喜剧《亲爱的爸妈》
昨晚在北京卫视开播。该剧将视角对准中国式家庭关系，讲
述了再婚夫妻柳碧云（闫妮饰）和江天怀（王砚辉饰）与儿女之
间发生的哭笑交织的亲情故事。

区别于传统年代剧，温暖细腻的亲情刻画、生动鲜活的爱
情呈现是《亲爱的爸妈》一大看点。虽被“一地鸡毛”的生活裹
挟，柳碧云和江天怀的生活始终充满浪漫主义基调，无论是夫
妻俩不经意间的眼神交流、送到对方工作岗位的暖胃鸡汤，还
是夫妻俩始终保持一致的教育观念，都将给观众们带来全新
的观剧体验，让人看到“父母爱情”的浪漫和纯粹。

怀旧暖心、温情而不失幽默是这部剧的最大特点。作为一
部描绘普通老百姓追求幸福生活的电视剧，《亲爱的爸妈》以重
组家庭为载体，讲述了江家在面临家庭矛盾、事业挑战、感情选
择等人生课题时，用真情化解矛盾，用真爱感化彼此，用知识改
变命运的故事。全剧抓住了社会家庭生活中的关注点、焦虑点
和匮乏点，以生活化的叙事手法、烟火气息的细节勾画，展现出
真实生活中的亲情、友情、爱情，通过江家一个个鲜活的个性和
多姿多彩的情感碰撞，展现了一家人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取向。

5场不同类别演出 全方位满足各年龄段观众口味

天津大剧院备好艺术周末

《盛夏未来》热映
各地影院倾力支持

“焦裕禄精神”是时代的榜样和民族的记忆
——专访《我的父亲焦裕禄》主演郭晓东

精彩阅读推广活动丰富多彩

滨图让读者感受书香魅力

《亲爱的爸妈》昨晚开播

描摹重组家庭正面价值取向

本报讯（记者 申炜）梅西在诺坎普球场发表告别演讲之
后，关于他加盟巴黎圣日耳曼的消息就不绝于耳。昨天，巴黎
圣日耳曼俱乐部正式宣布，梅西加盟了这支法甲球队。

梅西离开巴萨，这件事似乎已经无法反转，毕竟官方的声
明已经发出来了，梅西的告别发布会也已经召开了，似乎所有
的事情都到此为止。让人相当吃惊的是，巴萨突然向梅西提
出了续约的可能性，但梅西最终给予了拒绝。

随后，据多家法国媒体报道，梅西已与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
乐部达成最终协议。“大巴黎”向梅西提供了一份“2+1”合同，双
方就此达成原则性一致。这份合同中，梅西年薪达到2500万欧
元，另外还有2500万欧元的签字费。

随后，梅西一家出现在了巴塞罗那机场，他的目的地就是
巴黎。当梅西还在飞机上的时候，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已经
迫不及待宣布，梅西正式加盟球队。实际上从当地时间8月8
日晚开始，就有不少梅西的球迷在“大巴黎”主场王子公园球
场和巴黎郊区的布尔歇机场蹲守。

图为马格诺（右）在进行身体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