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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热身赛首先找强手

聚焦全运

天津羽毛球队期待突破 天津网球长盛不衰的秘诀

天津青年女排遭遇首败

本报讯（记者 赵睿）中国队在阿联酋沙迦期间，计划通过
高水平热身赛让队伍得到锻炼。受全球疫情的影响,联系高
水平热身对手十分困难，但中国队仍把目光首先瞄向A组的
12强队伍身上。
尽管有一些声音将两连败原因往中超首阶段密集赛程上

扯，认为后面9轮比赛掏空了队员的体能和心理。其实，只要
对比澳大利亚队首轮比赛前几天，队员还在欧洲打联赛，调整
恢复时间很短，合练只有2天时间，日本队员大都也是从欧洲
回国，首轮之后马上赶到多哈，面临时差、气候、场地适应等诸
多我们认为的困难，就会有疑问：为什么人家反而比休息了半
个来月，原地以逸待劳的中国队踢得好呢？所以，“联赛影响
说”站不住脚，有避重就轻之嫌。
事实上，李铁清楚中国队哪里发生了问题——由于缺少

高质量热身赛锻炼，跟不上高水平对手的节奏。中国队移师
沙迦，据悉已向包括A组的阿联酋、叙利亚、伊拉克在内的队
伍发出邀请，希望在10月份第三轮、第四轮比赛之前，能够找
到同样有热身需求的队伍。热身赛面临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的
约束，操作起来也非易事。好在叙、伊因为其本国原因，集训
多半放在阿联酋或卡塔尔等地进行，比邀请其他队伍方便。
当然，中国队也不排斥与俱乐部队伍打比赛。
两连败之后，谋求一个小组直接出线名额的想法基本破

灭，中国队比较现实的是力争获得小组第三，拿到踢附加赛的
资格。10月份对阵越南队、沙特队的两场比赛，中国队不能
再犯错误，尤其是对越南队。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是我国的第37个教师节，津门
虎俱乐部对外发布了“致敬·传承”的海报，祝球队教练和广大人
民教师节日快乐。今天是周末，正在备战的津门虎队，仍然安排
了上下午两堂户外训练课，经过9月前半个月的调整后，从16
日开始，球队将分两段“出客场”，在国庆节前总共打4场热身
赛，通过以赛代练的方式，为10月的足协杯赛做准备。
本月16日，津门虎队将首先前往济南，在那里停留到20

日，也就是中秋节前一天返回天津，其间先与也到济南热身的
武汉队进行一场比赛，然后再与山东泰山队打一场比赛，实际
上那几天的时间里，相当于3支球队相约打一个“三角赛”。
作为中超联赛第一阶段积分最高的球队，接下来第二阶段比
赛，争冠组挑赛区的主动权掌握在山东泰山队手中，换句话
说，津门虎和武汉两队将在哪个赛区打保级组比赛，也要视山
东泰山队的选择而定。
在结束了济南的两场热身赛，给队员们短暂的两天假期

过中秋节后，本月24或25日，津门虎队将前往上海，与申花队
连续进行两场热身赛，然后在国庆节前一天返回天津。第一
阶段比赛与津门虎同组的申花队，最终没能进入争冠组，在大
多数球迷看来非常意外，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们出现
问题的一个反映，客观地讲，假如申花队利用歇赛期调整到
位，对未来在保级组中将分别与他们进行两回合比赛的河南
嵩山龙门队、重庆两江竞技队、沧州雄狮队、青岛队而言，也是
一种显而易见
的压力。
其实尽管

进入 9 月，伴
随着国家队征
战卡塔尔世界
杯亚洲区预选
赛12强赛，中
超各队刚刚开
始陆续收假，
启动新一轮的
备战，但是已
经出现了归队
延迟、传闻经
济危机无以为
继等各种负面
信息，从某种
意义上说，目
前各队保持稳
定、努力备战，
就是面对联
赛、面对中国
足球最积极的
态度。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第十四届全运
会羽毛球决赛阶段的比赛于本月5日至17
日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体育馆展开争夺。
该项目男女团体赛激战正酣，昨天进入到
半决赛争夺，而首次晋级到决赛阶段的天
津男团在第一阶段小组赛中，无缘八强。
接下来，天津队22岁小将高政泽将参与男
子单打决赛阶段的争夺，天津羽毛球队也
期待全队以此为突破口，争创佳绩。
天津羽毛球队在职业队断档24年后，

于2010年正式成立，由天津市体育局和天
津体育学院共建，聘请专业教练并广泛网
罗人才，重新走上职业化道路，共有包括一
线队、二线队在内的40余名球员。而目
前，队伍依然面临着选材困难、队员年轻等
诸多问题。
本届全运会羽毛球比赛包括男女单

打、男女双打、男女团体和混双7个项目。
天津羽毛球队虽然仅晋级到男团和男单两
个项目的决赛阶段，但相较于往届，已经有
了一定进步，其中2017年世界青年羽毛球
混合团体锦标赛冠军高政泽凭借积分直接
晋级。天津体育学院竞技体育学部副主任
刘世军表示：“羽毛球是一项人才培养周期
较长的运动，天津羽毛球队近几年虽然有
队员在全国锦标赛、冠军赛上摘金夺银，也
为国青队输送过后备人才，高政泽就是其
中的一位，但在全运会的赛场，还未有过斩
获。这届全运会，我们期待天津羽毛球队
以男单为突破口，赢得佳绩，从而带动其他
项目的发展。”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第十四届全
运会决出了足球项目的第二枚金牌。在宝
鸡市体育场举行的女子U18组决赛中，上海
队4：1大胜浙江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
决赛中，上海队在第8分钟就打入了

进球，汪思倩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下半时
比赛开始后，上海队依然占据着优势，李渟
英格的进球，将比分变成了2：0。尽管随
后浙江队扳回一球，但尹丽红的进球，帮助
上海队最终4：1取得了一场大胜，如愿拿
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
4年之前的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足球

U18组的比赛，上海队获得这个项目的金
牌。这一次她们成功卫冕，足以说明上海在
女子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培养方面实力相
当雄厚。本届比赛中，沈佳欣打入5球成为
最佳射手，表现出了极大的潜质。
在三四名争夺战中，陕西队通过点球

大战3：2击败山东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
铜牌。

津门虎队确定四场热身赛

本报讯（记者 梁斌）第十四届全运会
女排青年组决赛阶段昨天在陕西省商洛市
体育馆结束第三轮争夺，天津青年女排经
过五局鏖战，以2：3憾负老对手江苏青年
女排，遭遇球队本届赛事首败，五局比分为
25：21、22：25、17：25、25：22和 11：15。本
次比赛今天休战，天津青年女排明天将对
阵山西青年女排。
相比两年前在山西举行的第二届全国

青年运动会，女排青训后备培养在全国处于
领先地位的江苏青年女排，本届全运会在阵
容厚度和整体实力上有所提升。球队领军
人物“小朱婷”吴梦洁在全运会预赛阶段意
外扭伤左膝，本次比赛开赛前一直处于伤势
恢复期，之前两轮也没怎么登场。受到疫情
影响，津苏两队近年来少有交手机会，加上
双方阵容有所调整，所以此战对两队来说都
是遭遇战。昨天面对二青会决赛战胜过自

己的天津青年女排，江苏青年女排派出全主力
出战，尤其是吴梦洁从首局被换上场后，进攻端
给予球队很大支持。整场比赛，津苏两队都展
现出较高竞技水平。前四局，天津队在1：2落
后局面下顽强地扳回一局，将比赛拖入决胜
局。决胜局，天津队一传受到冲击，进攻端也被
对手高拦网遏制，而江苏队多次抓防反机会得
分，以15：11赢下决胜局。

天津青年女排主教练刘仁德认为球队此
战失利并非坏事，“江苏队是一支很有实力的
队伍，也是本次比赛冠军有力争夺者，球队虽
然失利，但整体上发挥出自身水平，决胜局有
机会但没抓住，青年队比赛有起伏很正常，我
们要看全队积极的一面，队伍状态正处于上
升期，应多鼓励队员，增强信心，把后面的循
环赛打好。”

女足U18组上海队卫冕

全运会男子双人10米台跳水决赛

天津组合黄子淦/杨凌摘银
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天，在西安奥体

中心游泳跳水馆进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跳
水比赛，结束了女子双人3米板和男子双
人10米台决赛的争夺，以联合队名义出战
的东京奥运冠军组合施廷懋/王涵以
338.10分夺冠，东京奥运会亚军组合曹缘/
陈艾森同样以联合队名义出战，以483.21
分夺冠。天津选手黄子淦/杨凌在男子双
人10米台中获得一枚宝贵的银牌。

东京奥运会男子双人10米台，曹缘/
陈艾森组合出现失误，丢掉中国跳水队唯
一一枚金牌。全运会上，他俩再度出击，预
赛时两人每一跳都是单轮第一，一路领先，
以471.78分排名第一。决赛更是稳中取
胜，最终，曹缘/陈艾森以483.21分获得冠
军。天津组合黄子淦/杨凌上届全运会上
没能收获奖牌，本次参赛稳扎稳打，继预赛
拿到第二名后，决赛最后两跳发挥高水平，

最终以449.34分拿到亚军。陕西组合白钰
豪/白钰鸣387.69分获得第三。
在率先进行的女子双人 3 米板比赛

中，施廷懋搭档王涵以338.10分、领先第二
名23.76分的绝对优势夺冠，为重庆代表团
夺得本次全运会竞技项目的首金，也完成
了这个项目的卫冕。赛后，施廷懋表示，当
天是教师节，金牌让这个节日更加有意义，
“今天是教师节，非常感谢教练一直以来为

我们的付出。”这是东京奥运会结束 33天
后，施廷懋再度夺冠。本次施廷懋和王涵
以338.10分夺冠，而在东京奥运会上，二人
夺冠的成绩是326.40分。对于这个超高分
数，施廷懋表示，“分数对于我们来讲就是
一个参考，其间遇到很多很多困难，我对今
天能跳到这样一个水平已经非常非常满意
了，也是非常不容易。”接下来，施廷懋将迎
来个人3米板的比赛。

4金2银1铜，天津网球队在第十四届全
运会上超额完成任务。这一刻，天津网球中
心主任董岳森内心一直紧绷着的那根弦终
于可以暂时舒缓一下了。当然，这只是片
刻。接下来，他将投入到又一个四年的准备
中。未雨绸缪，提早入手，这也是天津网球
这支王者之师长盛不衰的原因。
李喆/高鑫男双冠军、徐一璠/杨钊煊

女双冠军、王蔷和郑赛赛包揽女单冠亚
军、李喆男单冠军、李喆/徐一璠混双亚军、
郑赛赛/段莹莹女双季军，天津网球在陕西
全运会上成为最大赢家。董岳森表示：
“在天津市体育局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们
将疫情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最大限度为
球员提供全方位保障，在技术和体能上储
备充分，包括心理层面的准备也很完善，
大家在场上全力以赴拼出了这个结果。”
对于外界期待的“包揽五金”，董岳森说：
“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但队员们都已经
尽全力了，所以也谈不上遗憾。老将在场
上表现可圈可点，拼到了最后一分，他们
非常让人敬佩。他们站在场上，就是榜
样，是标杆。”
这是董岳森第五次带队征战全运会，

和以往不同，此番他又多了行政的新身
份。以前作为女队主教练，他只需负责好
队员们。如今有中心主任的身份，他还
要统领大局，安排好男女队方方面面的
工作。肩上的责任更重，压力自然也更
大。这些天，他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嗓
子已经嘶哑。“尤其是在拿到首金之前，
每天辗转反侧睡不着，思考可能出现的

各种情况。我必须想细致，尽最大可能将
问题和压力消化在教练组层面，让队员们
轻装上阵放手一搏。2005年是我第一次带
队，那时候还年轻，过于看重结果，自己心
态也不平和。经历过失败，通过之后这几
届全运会，也是自己一个成长过程。我现在
就是要求大家做好过程，尽力了，什么样的
结果我都能接受。”

今天，队伍一行将返回天津，稍事休整后，
将投入新一轮的备战。“这几年后备力量不足，
不仅天津，在国内也是普遍现象，也和疫情影响
无法出去参赛有很大关系，这是非常严峻的问
题。这次全运会，王傲然、董伯华这些年轻球员
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通过大赛学到了很多东
西。接下来，我们要加大后备人才培养力度。”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讯（记者 梁斌）第十四届全运会
女子垒球项目昨天落幕，江苏队在决赛中

以7：0击败四川队，夺得冠军。四川队和上
海队分列第二和第三。

江苏队在决赛中没有给四川队任何机
会，整场比赛，江苏队在技术统计方面全面占
优，全场九次安打，仅有一次失误，而四川队
全场没有一次安打，失误两次。江苏队在第
三和第四局又各取一分，最终7：0胜出。

江苏女子垒球队夺冠

数学“天元基金”

顺便在这里提到“天元基金”命
名的来历。笔者之一张奠宙曾经参
与这次大会的秘书工作，因而有机
会讨论这笔基金的名称问题。当时
的想法是，中国古代数学有“天元
术”，曾经领先于世界。同时也因为
“天元”是围棋的最高荣誉称号，可
用以激励我们追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
平。这一建议，后来得到大家的认可,
也就一直沿用至今。

1986年，陈省身正好75岁。南开
数学研究所正式揭牌一周年，中国统
一地进入了国际数学联盟，首届陈省
身数学奖开始评选。他的努力没有白
费，一切都是那么顺利。尽管十分忙
碌，却是心情舒畅。一首《七十五岁偶
成》的七绝这样写道：

百年已过四分三，浪迹平生亦自欢；
何日闭门读书好，松风浓雾故人谈。
他向往闭门读书，故人谈往，怡然

自适的生活。但是，中国数学需要陈
省身，他还不能闲下来。

1979年，陈省身从伯克利的加州大
学退休。那年他已经68岁，但仍以为晚
年还可以干一番事业。做什么呢？他
想到自己的根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
奋斗，陈省身用自己的成就，证明了中
国人可以和外国人一样做世界上最好
的数学。但是一个人是不够的，把整个
中国数学搞上去，才是更伟大的目标。
“我最后的事业在中国”，而且把

这份事业的基地确定在南开。二十多
年过去了,他看到“南开数学所”已经
成长起来。美好的数学梦想已经初步

实现，而更加灿烂的明天正在展现。
自从1972年重返祖国，陈省身访问了

许多地方。祖国的秀丽河山使他陶醉，独
立自主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使他感到振
奋。当然，清华大学为他表演“一把大锉
锉出微积分”的闹剧也使他迷惘。1976年
“文革”结束，陈省身看到了未来。在他退
休的时刻，他决心把自己的未来贡献给中
国的数学事业。1979年，陈省身把他的想
法明确地告诉了南开的好友吴大任，以及
知心的学生和朋友吴文俊。

首先，要完成他自己的“最后事业”，
必须建设一个根据地。哪里比较合适？
北京、上海、南京都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地
方，都有特定的城市魅力。但是，他最后
还是选择了天津的南开。原因很多：天津
是他少时成长的地方，故土难忘；姜立夫
在南开引导他走上数学道路，使他永记在
心；天津离北京不远，可以感受国家政治
中心的脉动，却又减少了首都特大城市的
那份喧嚣。仔细分析一下也会感到：在一
个比较单纯的地方建设一个全新的数学
研究所，比在一个人事上盘根错节的地方
进行建设，成功的希望更大。

两位好朋友的回音是：吴大任表示极
力欢迎陈省身回南开，吴文俊也建议他选
择南开。

前来会面

转天清晨，天还没亮，从济公祠
这趟街的西口来了一个女人，高高的
个子，穿着一身干活人的衣服，背着
纤板和纤绳，手里提着一个小包，里
面想必装的是干粮，看来，这是一个
起早上船驳盐的妇女。这个女人，走
过大娟的家门口，来到前边不远的路
灯下面，这里有一个卖豆腐脑的挑子，
掌柜的正在路灯下给顾客盛豆腐脑。
“掌柜的，给我盛一碗。”这个女人掏

出一张法币票子，递给了卖豆腐脑的，随
手接过一碗豆腐脑，端在街旁的黑灯影
里，正巧是周家的门旁，她把纤绳、纤板
放在地上，自己坐在那里吃起来，并不时
地望着大娟家的门口，听着里面的动静。
她就是盐民游击队的卫生员董大富。

经过那天在济公祠里研究，要趁着
田儿中签，家人不下海驳盐的当儿，躲
开苗万贯和张伯符，前来帮助周家。今
天，董大富就是要趁着苗万贯睡懒觉还
没起来，张伯符下坨地干活的时候，来
和周大娟一家人会面。董大富正吃着豆
腐脑，就听有人说了一句：“看，来了。”董
大富和几个吃豆腐脑的人，侧脸往街东
头一看，只见从济公祠的东面，气势汹
汹、横着膀子走来一个人，正是张伯符。

张伯符来到大娟家门口，上前一推
门，门插着，随即呼叫：“田儿，开门！”时
间不大，就听门里有人问：“谁？”张伯符
答应着：“田儿，是我。”门“吱”的一声开
了，田儿探出身来，见是张伯符，就说：
“伯符哥，你……”张伯符说着就要往屋
里走：“他们不让咱好活，咱也不让他们
安生！怎么样，大婶还哭吗？”田儿上前挡

住了门口：“伯符哥，我妈她……”张伯符
推开田儿，走进屋里：“大婶她怎么了？”

董大富听了不由得一愣，周大婶怎么
了？她见张伯符进去以后，门并没有关严，田
儿也随着张伯符进了屋，董大富只好在外面
静静听着。屋里安静了片刻，接着是小声地
说话，就听张伯符说：“穿长袍的不能会不着
亲家，咱们小炉匠锔碗——茬儿上找。我告
诉你，大婶，他姓苗的挤对咱们，这完不了，
我姓张的也不是好欺负的，他不是有一个月
时间吗，咱们……”下面的话又听不清楚了。

这时，董大富又听见一个人说：
“伯符啊，你走你的阳关道吧，我们认
命了……”这声音非常微弱。又听得张伯
符说：“他这不是骑着咱们脖梗子拉屎
吗！这回成立工会，咱可不能跟他们含
糊，就算把铡刀放在那儿，咱也得跟他们
见个水落石出。”好家伙，听他的口气还
真够硬的。“得了吧，我弟弟不跟你走！我
妈有病哪，你快走吧！”董大富一听这声
音很熟悉，这不是大娟吗？是啊，大娟比
董大富大一岁，小时候，姐儿俩常在一块
儿玩。如今，一晃有一年多没见面了，他
们家又遭遇了这么多的事，大娟姐现在
怎样了？她本想马上推门进去，可是不
行啊，那个张伯符还在屋里，必须等他走
后才能进屋，这是在执行任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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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王斌坐火车到了宁河，父
子相见，王斌一头扎在父亲怀里，流下
委屈的泪水。父亲抚摸着他的头，深
情地叫着他的小名说：“二牛，我知道
你很难，但关键时刻，你成了家里的顶
梁柱。父亲为你感到骄傲！”
“您先别夸我。我今天来，是给

您报喜来了！昨天军宣队的翟叔叔去
咱家了，通知我们，您获得解放了，恢
复工作了！”
“啊，是真的吗？终于等到这一天

了！二牛，记得我说过的话吗，动荡只
是暂时的，国家会一天天变好的！”“记
得记得，您是正确的。当时救您出来，
也是万般无奈呀!”就这样，王莘重新走
上了工作岗位，担任了天津市文化局党
组书记、副局长一职。在做行政领导工
作之余，重新拿起笔，谱写着一曲曲新
歌。而宣布“解放”王莘并一直保护着
王莘的支左干部翟迎春，与参军后的王
斌同在一个部队，他多次对王斌讲：“是
你父亲带我走上文艺创作这条路。”的
确，他与王莘合作写过不少歌曲，后来
担任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话剧团团
长，相声演员牛群、电视剧《士兵突击》
编剧兰小龙皆为他的部下和学生。树
欲静而风不止。正当王莘想本本分分
地履行一个音乐家的使命时，却又一次
被卷入政治的旋涡。 1968年9
月，天津市革委会负责人之一
的王曼恬，忽然通知他到北京
钓鱼台国宾馆，说江青同志要
接见他。到了钓鱼台国宾馆，
江青正在审看样板戏，等了很

久，才见江青从大厅里走出。她穿着一身绿
军装，鼻梁上架着一副秀郎镜，可能看戏时
间太长，脸上露出一丝倦意。王莘迎上前
去，与江青握手。江青说：“你就是王莘同志
呀，你的《歌唱祖国》写得很好，就是有点过
时了。你为什么不写‘文化大革命’，不写工
人阶级领导一切呢？”这个问题提得有些好
笑，王莘又不能不答，只得悻悻地答道：“我
是1950年写的《歌唱祖国》，那时还没有‘文
化大革命’。”“可以改嘛，一定要改！改好
了可以做国歌，取代《义勇军进行曲》。因为
现在的中国，与《义勇军进行曲》的时代不可
同日而语了，已经不是‘最危险的时候’了。
何况，它的歌词作者是田汉，他是叛徒、坏
人，怎么能用他写的词做国歌呢？”“江青同
志，不瞒您说，聂耳是我的老师，我的歌不如
老师的好，老师的歌又短，又好记，我的歌长
了一点……”“你的歌是有问题。歌唱祖
国，谁的祖国？是社会主义祖国，还是资本
主义祖国、封建主义祖国？不明确。还有
‘亲爱的’，一派小资产阶级情调。我看就改

成’歌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多么
响亮大气！”

王莘尽管心有不甘，却明摆
着胳膊拧不过大腿，便不再说
话。江青见他不太情愿，便组织
她的“秀才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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