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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将石炎当选最佳 伊洛基缝合不用麻醉

津门虎队今晚战申花

广州赛区率先结束中超本阶段争夺

广州城队锁定争冠组名额

喜剧、古装、悬疑、动作等十余部电影陆续推出

暑期档网络电影题材丰富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 年
WTA1000蒙特利尔站昨天展开女单
首轮争夺，“津花”张帅在6：4先赢一
盘的情况下，次盘2：5落后时大腿受
伤被迫退赛，就此吞下对英国选手孔
塔的6连败。
首盘比赛中，张帅表现非常出色，

完成破发之后守住了胜利。第二盘比
赛，张帅因为伤病困扰，遭对手破发。
她虽然很想继续坚持，但无奈疼痛加
剧不得不含泪退赛。这样的结局让
张帅很遗憾：“发生这样的事情，我
非常难过，没想到会发生意外。今
天的比赛，自己打得还算不错，第一
盘也赢了。可惜，出现了意外，让我
没有办法坚持。”张帅和搭档日本球
员穗积绘莉也退出了女双争夺，位
置由多丁/拉希莫娃顶替，迎战奥斯
塔彭科/雅思特雷姆斯卡。孔塔也为
张帅感到惋惜：“伤病是我们任何人都
不想看到的，希望她早日康复，期待我
们之后的再一次交手。”接下来，孔塔
将挑战斯维托丽娜。
受伤病困扰的还有纳达尔，他将

退出本周开始的罗杰斯大师杯。由于
左脚伤势接连退出温网和东京奥运会
后，纳达尔上周参加了ATP500华盛
顿站赛，但爆冷无缘男单八强。“我真
的很想在这里打球，但现在应该是作
出决定的时候了。我曾在这里取得巨
大成功，在缺席一年后，今年无法参加
比赛，这很艰难。”纳达尔的二号种子
席位由幸运落败者、西班牙选手F-洛
佩兹顶替。

本报讯（记者 顾颖）今天20:30，
天津津门虎队将与上海申花队在苏州
奥体中心内场，进行本赛季中超联赛
第14轮的比赛。申花队是津门虎队
在连续力拼武汉队、北京国安队取得
4分后，又要面对的一个强劲对手，尤
其才刚经历过韩国籍主教练崔康熙辞
职、代理主教练毛毅军接过教鞭的申
花队，在上一轮4：2战胜大连人队之
后，必然会在这场与津门虎队的比赛
中拼尽全力。
上一轮3:1战胜北京国安队，让

津门虎队着实火了一把，昨天下午中
超联赛官方发布消息，津门虎队在那
场比赛中攻入奠定胜局第二球的小将
石炎，当选为该轮比赛的最佳球员，而
更早些时候，在一项由网络发起的评
选中，马格诺也被评为当轮最有价值
球员。不过面对新一轮争夺，津门虎
队主教练于根伟的表态比较审慎：“经
过两场苦战，队员们在身体方面消耗
比较大，特别是已经连续踢完了7场
比赛，绝大多数主力球员没有休息，前
几轮我们在做轮换，但主要是一些位
置的针对性轮换，这场比赛，我们会根
据现状，把技战术、阵容阵型的安排尽
量合理化，全力打好比赛。”
通过于根伟的这番表态，能够

感觉到这场与申花队的比赛，津门
虎队可能会做较大幅度轮换，至于

球队现有人员能否游刃有余应对比
赛，于根伟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内部
挖潜，因为我们也没有其他的办法，组
队比较晚、比较仓促，球员的引进包括
组织不是常态进行，都是客观现状，我
们只能靠内部挖潜，利用更合理、更有
效的技战术，来迎接每一个对手。希
望队员们能够摆正位置、调整心态，用
最积极、最饱满的状态迎接比赛。”
小将石炎与主教练于根伟一起参加

赛前新闻发布会，无疑是球队对他的一
种肯定，而在和国安队比赛中“挂彩”，赛
后到医院缝合了3针的伊洛基，这两天
一直坚持训练，在住地、在训练场，总有

教练和队友指着他贴有胶布的左侧眉骨
部位，对他表示问候。这次伤情处置，伊
洛基也很“纯爷们儿”，听医生给他解释，
缝合大约需要3针，事先局部麻醉的话，
用药也得打不止一针，伊洛基直接选择
了不麻醉直接缝合，而且全程没喊一声
疼，不知道这其中是否也有个人进球、队
伍取胜带给他的好心情支撑。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8 月进入
CBA新赛季球员注册期，CBA联盟接
连更新自由球员名单和各队注册信息。
昨天，CBA官方更新自由球员14人名
单，由于天津先行者男篮尚未公布注册
信息，已经与天津签约的张兆旭，依旧出
现在了这份名单中。
浙江广厦男篮官方宣布，俱乐部

正式与孙铭徽完成续约。据悉，孙铭
徽和广厦顶薪续约三年。昨天，广厦
球员赵岩昊发微博称：“尊重和诚信是
根本。”赵岩昊与广厦的合同已经到
期，在这个微妙时刻，他的微博内容引

发了外界的猜测。
广厦与广州龙狮俱乐部以及李京龙

达成一致，经 CBA 联 盟 审 核 ：自
2021—2022赛季起，李京龙将代表广
州龙狮征战CBA联赛，合同为两年。

上海队4年合同签约任骏威，与董
瀚麟续约3年。任骏威上赛季为山西队
出战46场，场均贡献13分5.1篮板。董
瀚麟从2017—2018赛季开始为上海队
效力，上赛季为上海队出战32场，场均
贡献8.1分7.3篮板。四川男篮与袁堂
文续约3年，并把他租借给上海男篮，自
2021年8月1日起，租期一年。

本报讯（记者张帆）由潘越执导，
佟丽娅、佟大为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
剧《爱的厘米》近日在天津卫视开播，
这部剧融合了当代都市青年情感、原
生家庭困扰以及职场发展等内容，反
映了众多典型的社会热点问题。
《爱的厘米》讲述的是燕西国际医

院医生徐清风在留学归国航程中，与女
机长关雨晴因为默契配合救助病人互
生好感，却发现彼此家庭都有本难念的
经。其中由佟丽娅饰演的关雨晴是一
位航空公司机长，人长得漂亮，业务能力
又强，颇受男生喜欢，而佟大为饰演的徐
清风作为燕西国际医院一名心外科医生，
不仅业务水平高，人又帅，是很多医生护
士的理想男友。在一次救人的过程中两
人相识，又因为躲避家庭矛盾搬到专家公
寓，开始相识、相知、相爱，最后经历重重
磨难，幸福地走到了一起。
电视剧《爱的厘米》现实元素多，叙

事节奏快，包含了行业剧、爱情剧、家庭
伦理剧的因子，既展现了行业时代发展
的风貌，又表现了当代都市人面临的情
感焦虑，还反映了“重男轻女”“过分溺
爱”“啃老族”等当代家庭与社会普遍存
在的问题，引发观众广泛探讨。

■本报记者张钢

近年来，网络电影呈现“提质减
量”趋势，不再追求“短平快”的创作，
而是更加注重影片内容和质量，加大
了投资，升级了制作。今年的暑期档，
喜剧、古装、悬疑、动作等十余部多题
材网络电影陆续推出，与院线电影相
互配合，令观众选择更加多元。
陈奕先执导，周杰伦监制，昆凌、曹

佑宁、范逸臣等出演的《叱咤风云》是一
部赛车题材作品，讲述了昆凌饰演的女
赛车手吕莉莉致力为车队寻找、培养新
人，被车队抛弃后仍然不改初心，最终
和搭档一起带领车队取得胜利的故
事。自周杰伦主演的《头文字D》后，国
产电影鲜有赛车题材出现。此次他担
任该片监制，并与妻子昆凌配合制作推
出的这部新作，总耗资1亿元，还原了职
业赛车手的极速世界。
《狄仁杰之通天赤狐》是“狄仁杰”

系列电影的延续，该片由兰彬、徐俊执
导，魏巍、金尤美等主演。影片讲述了
大唐风云诡谲之下的暗流涌动，狐妖夜
出谣言四起，百万银饷离奇失踪，背后
的阴谋是权臣的勾结，狄仁杰一步步卷
入阴谋漩涡中心，保卫大唐的故事。
由韩国影片改编的动作电影《愤

怒的黄牛》由吴樾、董璇主演，讲述老实
本分的巴图与妻子塔娜努力为生活打
拼，不料一场车祸竟让妻子成为暴徒的
目标，为了寻找被绑架的妻子，巴图与好
友开启了追凶之旅。

何晟铭、于荣光等出演的《大灾变》
属于科幻作品，讲述人类为了对抗荒漠
化，研究出促进植物细胞加速繁衍的药
物，却意外解放了植物的应激系统，唤醒
了植物情绪，过度繁殖的植物迅速吞没
城市，攻击人类，一场足以导致人类文明
消失的全球绿潮即将来袭，中国小队和

幸存者在危险中相遇，穿越城市废墟，齐
心协力完成艰巨任务的故事。
沈燕林执导的喜剧《我爱冒牌机器

女友》以时下热门的AI人工智能科技为
切入点，以父母催婚、新型诈骗等社会热
点话题为背景，讲述了青年程序员为应
付父母的逼婚压力而租了一个假机器人
女友，从而引发一系列阴差阳错的故事。
此外，刘小光主演的喜剧片《东北

老丈人》、古装题材的《封神：画圣归来》
《唐伯虎之偷天换日》等都将于近期上
线播出。

■本报记者刘茵

近日，由市总工会组织开展的“中国
梦·劳动美——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
主题演讲比赛活动个人获奖名单揭晓，天
津博物馆讲解员史坤凭借慷慨激昂的演
讲，从131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成为
文博系统唯一的获奖者。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史坤谈起作为一名博物馆讲解
员的初心使命。

此次演讲比赛由于新冠疫情防控原
因，采取短视频录制形式参与。为准备
此次比赛，史坤利用业余时间，选题材，
写讲稿，用心制作背景，紧紧围绕大赛主
题，讲述故事、分享感悟，饱含深情地畅
谈了自己对博物馆工作的热爱，声情并
茂地讲述了身边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生动
事例。4分11秒的演讲视频——《铭记
历史忆先烈 珍视和平当先锋》，言语朴
实、感情真挚，极富感染力。

史坤坦言，自己的经历和这次演讲
比赛的主题比较契合。为展现一名党员
的担当，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时候，她
主动参与下沉到社区防控一线，克服家
庭困难安排好单位工作，从接到通知到
正式上岗仅用一天时间。

作为一名讲解员，在时间紧、任务重
的情况下，史坤独挑大梁，承担起去年在
天博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的全部
讲解工作，1000平方米的展厅，2万字
的讲解词，史坤仅用一晚便熟记于心并
出色完成了任务。谈及讲解此次展览的
感受，史坤说：“在讲解过程中，有一些抗
美援朝战争的亲历者跟我讲起战争中的
故事，跨越70年，他们初心未改，让我非
常感动，我们应该铭记历史，传承、发扬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史坤认为，讲解工作的初心是完整

准确地把每一个展览、每一件展品背后
的故事和意义准确传达给每一位观众，
因人因地因事施讲，让历史“活”起来，让
观众通过讲解更深入了解中国的优秀历
史文化，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史坤说：
“我将坚守着这份‘初心’，讲好文物故
事，让每一场讲解做到‘声入人心’。”
史坤在天博的讲解岗位已经工作12

年，她说：“这个奖对我来说非常宝贵，也
是对我工作的肯定。我们新时代的年轻
人要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
不断完善自我，做好本职工作，将青春的
光彩洒向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本报讯（记者顾颖）昨天晚上，本
赛季中超联赛广州赛区完成了第14
轮的比赛，广州队5：0战胜青岛队，深
圳队2：1战胜重庆两江竞技队，山东
泰山队2：1战胜沧州雄狮队，河南嵩
山龙门队1：1战平广州城队。至此，
第一阶段后半程的9轮比赛全部结
束。山东泰山队、广州队、深圳队、广
州城队位列赛区前四名，下一阶段将
与苏州赛区的前四名一起进入本赛季
联赛争冠组，另外4支球队，则与苏州
赛区的后四名一起进入保级组。
广州赛区之前的整体积分走势并

不胶着，山东泰山队、广州队、深圳队凭
借积分优势，比较早地锁定了争冠组名
额，重庆两江竞技队、沧州雄狮队、青岛
队，则也早早地“无欲无求”只能进入保
级组，尤其青岛队，由于自身存在比较严
重的欠薪问题和生存危机，这一阶段比
赛更是“从头输到尾”。
仅有的悬念只剩下广州城队和河

南嵩山龙门队之间第四、第五名的排
位争夺，本轮两队正面交锋，赛前广州
城队领先河南嵩山龙门队 3分，综合
对比，广州城队打平即可以第四名的
身份进入争冠组，河南嵩山龙门队则
必须要取胜，才能后来居上进入争冠
组，最终1:1的比分，帮助广州城队长
出一口气，稳获联赛前八名。

本报讯（记者申炜）当梅西降临到巴
黎圣日耳曼的王子公园球场，宛如朝圣般
的欢迎仪式，甚至当初内马尔都不曾拥
有。在新闻发布会上，梅西这样表态：“我
将付出全部，争取拿下欧冠奖杯。”
梅西加盟巴黎圣日耳曼，这已经不

止是这家豪门的事情，法国职业足球联
盟主席文森特也准备了发言稿，称“梦想
照进了现实，梅西加盟是一件全球性也
是历史性事件”。“大巴黎”为梅西准备了
盛大的欢迎仪式，当然也掏出了税后
3500万欧元的年薪。俱乐部主席纳赛
尔不得不出面表态，“我们在签约梅西的
过程中，遵守了欧足联和法甲的公平竞
争法案。我们的谈判是合规合法的。”
从抵达巴黎的时候开始，梅西的脸

上就露出了笑容。发布会上他表示，几
天前告别巴萨，是他人生非常困难的时

刻，但收到“大巴黎”的邀请让他感到很
开心。“加盟巴黎圣日耳曼让我很兴奋，
我对俱乐部的未来充满热情，我准备好
了和新队友一起作战。我们将一起达成
目标。欧冠是最棒的奖杯，但足球就是
这么难以预测，我将付出自己的全部。”

当有记者问及如何看待老东家巴
萨时，梅西表示，“不管在哪家俱乐部，
我的目标就是赢得胜利。我离开巴萨
也有好的一面，他们可以吸收新鲜血
液。我会保留我的巴萨战袍。我非常
热爱巴萨，热爱巴塞罗那这座城市，我
也希望能延续和他们的友谊。”随后，
梅西正式在王子公园球场亮相，数万
名球迷聚集在一起，一起高呼：梅西！
现场放起了烟花庆祝。梅西在巴萨生涯
最后阶段遭遇的所有不快和漠视，到了
巴黎注定烟消云散。

梅西表态目标欧冠奖杯

CBA新赛季球员注册期开始

WTA蒙特利尔赛
张帅因伤退出

让每一场讲解“声入人心”
——访天津博物馆讲解员史坤

“经典流传”民族音乐会将奏响津门本报讯（记者翟志鹏）津城民乐
观众将迎来一场重磅演出，8月28日，
著名指挥家刘沙将与保利天歌民族乐
团、青年二胡演奏家陆轶文、青年古筝
演奏家苏畅亮相天津大剧院，带来一台
“经典流传”民族音乐会，奏响多首优秀
民乐作品。

刘沙现任中央民族乐团首席指
挥、澳门中乐团音乐总监兼首席指
挥等职，被誉为中国当代最具活力
横跨中西的“两栖指挥”。他毕业于
中央音乐学院和俄罗斯圣彼得堡国
立音乐学院，在交响乐领域，他擅长
演奏俄罗斯和东欧地区作品，并积
极推广中西方现当代音乐作品；在
民乐领域，他积极探索中国民族乐
队的发展和创新以及培养专业的民
族管弦乐队指挥，是新生代民乐指
挥中的领军人物。

保利天歌民族乐团以天津观众熟悉
喜爱的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为主要班

底，集结了大批民乐名家和优秀青年演员，是
我国民乐界一支劲旅。2016年，刘沙曾与
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在津合作演出“锦绣
中华”民族交响音乐会，受到专家和观众的
高度赞赏，此次双方的再度合作也颇具看
点。参加演出的陆轶文、苏畅均是在各自领
域屡获佳绩的青年演奏家，他们将分别为天
津观众带来二胡协奏曲《阿曼尼莎》（王丹红
作曲）、古筝与乐队演奏的《云裳诉》（周煜国作
曲）、《渔舟唱晚》（娄树华作曲、姜莹编配）。

音乐会上，刘沙与乐团还将联手带来
多首民族管弦乐作
品。王云飞创作的
《春华秋实》表现了作
曲家对成长经历的回
望，是为教育事业乃
至各行各业辛勤劳动
的人们谱写的一曲赞

歌；张朝作曲的《风之歌》《月亮歌》出自
作曲家的民族管弦乐组曲《七彩之和》，
这部作品灵感来源于太阳的七彩光芒，
以音乐表现云南各民族和谐相处的文
化内涵；顾冠仁创作的《将军令》改编自
同名琵琶古曲，以富有传统文化意蕴和
民族管弦乐风格的样式表现了将军上
战场的威武雄姿；刘长远创作的《龙跃
东方》以雄浑、厚重的鼓乐和丰富多彩
的民族管弦乐配器相得益彰，节奏欢
快、气氛欢腾。

《爱的厘米》

直击生活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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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厘米》第7、
8集 关震雷以装修房子
为由，在郊外的新楼盘
租了一套房子，说服关
家夫妇搬出老房。陌生
的环境，冷清的社区，老
两口虽感不适，但为了
儿子的幸福极力忍耐，
殊不知与此同时，赵梅
和李爱国已经大摇大摆
搬进老房。徐秀兰为守
住儿子，强势要求他调离
燕西，远离高建瓴……

天津卫视 19:30
■《拥抱星星的月亮》

第 22—24 集 曹阳发现
自己居然爱上了明星，他
不知该怎么面对自己的感
情，他还是决定去广州发
展，临行前他去向明星告
别，告诉明星自己配不上
她，她就要考大学了，而自
己只是一个混混，明星听
着他的表白感动得哭了，
曹阳被明星哭得慌了神。
明星终于对曹阳说自己也
爱上他了，她要跟他一起
去广州……

天视2套 18:25

■《隐形的翅膀》第
12、13集 段和华在餐桌
上宣布自己和敏娜离婚的
消息，安琪很为他们的事
情着急，她想劝段和华改
变主意却被姥姥拦下。敏
娜为了让段罡和安琪保持
距离，便不停地给段罡介
绍女朋友，她安排自己老
同学的女儿冬雪故意接近
段罡，但是却被段罡很快
察觉，得知真相的段罡找
到了敏娜理论，敏娜伤心
气恼。

天视4套 21:00
■《哎呦妈呀》饭后

跑跳真的会得阑尾炎吗？
如何判断孩子得了阑尾
炎，只要用手一摸就知
道？得了阑尾炎到底是该
切还是不该切阑尾？

天津少儿 21:20

■《鱼龙百戏》本期
节目，是公益曲艺夏令营
的下集，孩子们继续上期
的精彩，在女排奥运冠军
张娜和《鱼龙百戏》金牌
擂主、白派京韵大鼓演员
时唯的带队下，一路欢歌
笑语驶入了那个孕育过
众多排球明星的体育摇
篮——中国排球学院。

在攀岩馆里，体育学
院专业攀岩选手现场表
演了极速攀岩，意犹未尽
的孩子们亲自上阵体验
了攀岩的激情和魅力。
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孩
子们在夏令营小剧场里
轮番登场，表演了自己的
拿手曲艺节目，让张娜大
为称赞。

天视2套 2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