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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失女子78公斤级金牌

天津柔道再获一银两铜

现场直击

津耀三秦

天津女花今日亮剑个人赛

全运会群众组乒乓球赛

天津选手收获一金一银

本报韩城9月18日电（记者 申炜）
第十四届全运会柔道决赛阶段的比赛，今
天继续在韩城西安交大基础教育园区体
育馆进行。天津柔道队收获了一枚银牌和
两枚铜牌，陈飞在女子78公斤级的决赛
中，遗憾输给了吉林队的马振昭，与金牌
失之交臂。
由于天津柔道队在此前两天的比赛

中一直没有收获金牌，因此压力极大。老
将陈飞在女子78公斤级的比赛，被视为了

最有可能冲击金牌的项目。陈飞也不负所
望，在前三场比赛中均以一本优势战胜了
对手，顺利晋级决赛。
在决赛中，陈飞遭遇吉林队的马振昭，

后者刚刚参加了不久前的东京奥运会，实
力比较强劲。这场决赛相当胶着，两人从
常规比赛一直打到了金分加时赛，始终没
有太好的得分机会。比赛最后时刻，陈飞
的一次防守失误，被裁判直接罚犯规判负，
最终遗憾获得了一枚银牌。

在男子100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中，李瑞
轩和李瑞豪这对双胞胎兄弟，自今年的全国
柔道锦标赛之后，再次实现天津男柔历史性
突破。李瑞轩和李瑞豪在比赛中都顺利打入
了半决赛，尽管因为经验不足没有打入决赛，
但在铜牌争夺战中，两人均顺利击败了各自
对手，为天津代表团拿到了两枚铜牌。
目前，第十四届全运会柔道比赛已经结

束了个人项目的比赛，天津队获得了一银五
铜的成绩，明天将进行混合团体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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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省身认为邀请外国学者来
华讲学，介绍学生出外留学，目的
都是为了国内的发展。既然担任
了南开数学所的所长，就全心全
意沉下来工作，不能浮光掠影地
做点表面文章就算数。1984年，
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朱开轩来南开视
察时，开过一个座谈会。陈省身当时
说：“为数学所我要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当时大家听了很感动，但是许多
人未必相信他真能做到。日后的行动
证明，这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
大家都知道，陈省身把他获得沃

尔夫数学奖的5万美元奖金全数交给
了数学所。其实捐赠数何止这些？光
是汽车，捐给所里的就有5辆。1987
年3月17日，陈省身在给胡国定的信
中说：“我的遗嘱，会有一笔钱给南开
数学所。”1988年，陈省身到美国休斯
敦授课、研究，所得酬金两万美元也捐
给数学所。到了21世纪，他为南开数
学所设立了上百万美元的基金，其中
半数是他自己多年的积蓄。至于图
书、杂志以及其他的零星捐助，已经无
法精确统计。他自己说，除了伯龙、陈
璞之外，南开数学所是我的“第三个”
孩子。
陈省身对南开数学所的工作更是

精心照料，前述给胡国定的65封信件
便是明证。胡国定还回忆起一桩逸
事。那是1987年，为南开数学学术年
而建造的招待所“谊园”正在施工。学

校的基建主管部门报告，工期拖后，恐怕
赶不上暑期“学术年”的使用了。胡国定
听了眉头一皱，也无可奈何。陈省身知
道以后，拄着拐杖到工地找工人师傅聊
天，看看能不能提前竣工。工人们看老
先生的面子，说努力一下也许行。陈省
身大喜过望，立刻打电话给胡国定，说今
天晚上我请客，请工人师傅吃饭。那顿
饭，陈省身亲自为工人师傅敬酒。过了
几天，胡国定看到夜间的工地灯火通
明。结果“谊园”终于按期交付使用了。

陈省身为中国本土数学事业发展的
努力，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是很清楚的。
邓小平在1977年、1984年、1986年三次接
见他，都谈得很好。后来和江泽民的关
系，则更有友谊的成分。其实，陈省身并
不刻意去争取领导的接见。有些事情的
发展是自然形成的。1985年，在上海举行
中国数学会成立50周年庆典，时任上海市
市长的江泽民接见国内外数学家，是陈省
身和江泽民第一次见面。陈省身还记得
那天的宴请，说那桌淮扬菜很好吃。

南开数学所，在陈省身逝世以后,
2005年改称“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后面
叙述的是研究所2005年以前的几位主
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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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出版社

陈省身传

张奠宙 王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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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祖国

王莘传
王斌 杜仲华

盐民游击队
（下部）

崔椿蕃 遗著

“第三个”孩子

1977年，王莘率团赴日演出
时，有幸观赏了日本雅乐《兰陵王
入阵曲》。兰陵王，本为中国北齐
大将高长恭，史载，他武艺高超，
却因貌美无以畏敌，于是每逢出
阵，必戴狰狞面具，顿生震慑作
用。《兰陵王入阵曲》是为歌颂兰陵王
战功和美德而作的歌舞戏，一度广为
流传，与后世的《秦王破阵乐》齐名。
唐朝时随日本遣唐使传入日本，被当
作正统的雅乐格外珍惜，却在中国失
传了一千三百多年。《兰陵王入阵曲》
为一人独舞，表演者身穿刺绣红袍，腰
系透雕金带，头戴怪兽面具，在乐队的
伴奏下挥舞兵器，移步缓行……营造
出一种苍凉、沉郁的艺术氛围。
从那时起，王莘便对雅乐产生了异

乎寻常的兴趣。他多次让女儿从日本为
他捎带雅乐磁带，饶有兴味地反复聆听、
欣赏。儿子见状，便开玩笑道：“您打了
一辈子日本，怎么还听日本的音乐？”王
莘一脸严肃地告诉儿子：“这不是日本
的音乐，是我们唐朝的音乐，可惜失传
了。我们可以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祖
先的影子。老祖宗的东西，丢了太可惜
了！我们现在就要想办法把失传的东
西找回来，发掘和传承我们民
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众所周
知，中国是一个诗和歌的国
度，史载，《诗》三百“皆可弦而
歌之”，其后的《楚辞》、汉乐
府，也多数是可以“弦而歌之”

的。至清代，乾隆帝钦定编纂的《新定九
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简称“九宫大成”），
收录了从公元9世纪到18世纪中国近千
年间保存下来的唐宋词、宋元诸宫调、
南戏、北杂剧、明清传奇、散曲、宫廷燕
乐等各种形式和体裁的乐谱五千余首，
被誉为“词山曲海”“天下之宝”。令人遗
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尤其是“九宫
大成”的记谱方式和记谱符号，与今天有
很大不同，严重影响了它的研究和传播。
20世纪90年代后期，担任天津音协名誉
主席的王莘，听说他的学生、中国首位词
曲学博士孙光钧正在研究“九宫大成”，非
常兴奋，当即召集天津音乐学院“九宫大
成”项目小组开会，阐述挖掘、整理中国民
族古典音乐的深远意义。他动情地对大
家说，已经失传的“九宫大成”，不能在我
们手里继续失传了，我们要以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担负起抢救这一重
要文化遗产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他们的研究不是孤立的。有
人已经走在他们前面。他便是河北
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崇德。刘崇
德，工诗文，擅绘画，喜弹古琴、琵
琶，兼擅制谱。早年师从黄宾虹入
室弟子段无染，是位博学多才之士。

94 “九宫大成”

严志诚来到济公祠，时间不
长，他就发现了异常情况，一些陌
生人夹杂在工人里面，尽管这些人
也是工人打扮，但在真正的工人群
里，这些便衣特务人员，还是能被
工人一眼看穿。发现这种情况，严
志诚预感今天要发生意外，担心这些便
衣人员的出现，会在工人中间造成混
乱，所以他当即派出张小虎、董大富等
人，分头发出通知：原行动计划不变，但
不能随意行动，务必听候命令。
苗瑞祥走到严志诚身边，从怀里掏

出一块饼子吃着，凑近严志诚耳边问：
“是不是咱们的行动被敌人发现了？”严
志诚肯定地回答：“不可能。”因为他方才
已经分析，现在离夜间散会的时间仅有
两个多小时，况且后半夜正是敌人熟睡
的时间，就算是散会后有人走漏消息，敌
人也不会这样快就采取行动，从时间与
事件分析，敌人是要派大批武装，消灭进
入三水镇的盐民游击队。苗瑞祥问：“咱
们今天的行动，是否还按计划执行？”
严志诚现在考虑的，正是苗瑞祥提

出的这个问题。敌人的这次突然行动，内
情还不清楚，而现在正要集合工人、前去
拆毁马架子，没有时间研究、分析这件事，
关键时刻，严志诚深感作为一名指挥员肩
上的重任，他必须从全局考虑作出正确决
定，否则将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军区党
委给盐民游击队的任务，就是“迂回盐区，
拖住敌人，组织和发动群众，揭露和粉碎
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狠狠打击敌人，

以利我东北战场上的解放战争”。这次拆马
架子，就是组织和发动群众的一次有利行
动。马架子一拆，敌人必然从各方面抽调兵
力，这就能拖住大股敌人。况且这次行动之
前，白师傅和几个木工，已经利用王胖子让
工人夜间加班的机会，把结构的大螺丝松
开，将粗大的木桩锯断，单等工人们上班时，
一怒之下彻底拆毁，如果我们行动改变，白
师傅等人将会暴露，今后再想行动困难会更
大，必定挫伤工人对敌斗争的积极性。

天明时分，东方已经发红，工人们下
坨地上班的时间到了。就在这时，济公
祠东边的那个烟囱冒着烟的张家茶馆的
门开了，一个老太婆把茶馆的幌子挂在
房檐下，跟着从茶馆出来一个人，小褂敞
着怀，光头没戴帽子，一条毛巾在肩上搭
着，真有点舞台上店小二的装扮。门口
几个等候的人拥上来，跟着张伯符就走，
张伯符的妈妈追过来，指着张伯符说：“我
说活爹，你少闹腾点儿事不行吗？这两
天我总是心惊肉跳的，人家有镇长，你斗
不过人家，别再惹出是非来。”张伯符把他
妈往旁边一扒拉：“大清早起来，怎么不说
点儿喜兴话，他姓苗的有镇长撑腰，我的
仗势也不软，不信，摸摸你爷爷试试，碰
倒一根汗毛，我让他给立棵旗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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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掉柔道女子78公斤级的决赛后，
陈飞哭了，这位已经30岁的老将表示：“如
果说这次是我最后一届全运会的话，这场

决赛给自己留下了遗憾，一辈子的遗憾。”
上届全运会，陈飞在柔道女子70公斤

级的比赛中顺利夺冠，随后她选择了退

役。由于队中需要，陈飞随后复出，不过她的
级别已经变成了女子78公斤级。对手的特
点和力量不同了，陈飞这次一路杀入决赛，背
后的付出是可以想象的，“换了一个级别之
后，对手的力量要比之前的更大，所以我不能
沿用之前的比赛经验了，我尽量用速度去冲
击对手。”

在天津柔道队接连错失金牌之后，陈飞
自己也承认，“无论之前的成绩怎么样，压力
肯定是有的，想要拿到冠军，心理压力会一
直存在。我感觉自己还是没有顶住压力，没
有拿下这个冠军，愧对天津队。感觉还是自
己最后一个关键环节犯错了，当时心里有点
着急，导致输掉了这场关键的比赛。”

这场决赛耗时很长，不过陈飞并不认为
自己的体能出现了问题。“其实我觉得年龄和
体能还好，我在队伍中练得比较系统，体能上
不存在任何问题，技术上也没有，只是心理上
出现了变化。”

尽管陈飞自己不愿意承认，但这有可能
是她最后一次全运会经历。说到这里，陈飞
哭了，“如果说这次是我最后一届全运会的
话，这场决赛给自己留下了遗憾，一辈子的
遗憾。”

本报记者 申炜 摄影 孙震

（本报韩城9月18日电）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第十四届全运
会女足成年组进行了第二轮的较量。在比分
落后的情况下，奥运联合队最终2：1逆转江
苏队，顺利杀入了四强。

这场比赛对于奥运联合队来说相当困
难，一方面在雨中进行，另外一方面比分在上
半时就处于落后的局面。第64分钟，奥运联
合队获得点球良机，王霜主罚命中，将比分扳
平。第85分钟，奥运联合队获前场任意球机
会，同样是王霜主罚，皮球在门前被王珊珊挡
至身后，随后肖裕仪抢点推射得手。最终，奥
运联合队2：1赢下了这场比赛。

赛后，主帅水庆霞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在谈到球队的时候，水庆霞这样认为：“全运
会参加了很多次，这次作为联合队教练还是
无上光荣。既然联合队选择了我，我会义不
容辞尽自己最大努力把细节做好。至于将来
怎么样，没考虑这么多，完成这次比赛任务，
希望所有人都开心。”

女足联合队杀入四强

本报西安9月18日电（记者 苏娅辉）今
天进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组乒乓球女子
60—69岁组比赛中，天津三商食品队选手陈
宝英以3：2力克上海选手李敏，一举夺得单打
冠军。60岁的陈宝英说，这一刻圆了儿时的
全运会冠军梦。魏冉获得女子25—39岁组单
打亚军。
七八岁时，陈宝英开始练习乒乓球，当年

曾经入选河东区体校、天津市体校。“到20来岁
就不打球了，上班后参加过天津市工人乒乓球
比赛，1984年夺得过单打和团体冠军。1985年
结婚之后就再没打过球。”这一放就是30多年，
直到去年她才重拾球拍。“退休了没事干，就琢
磨着锻炼一下。打乒乓球毕竟是我的特长，就
重新开始打球了。”2021年中国乒协会员联赛
青岛分站赛，她和队友出战团体赛夺冠。
5月底，天津市“我要上全运”乒乓球比赛

中，陈宝英夺冠获得代表天津参加北方赛区预
赛的资格。7月中下旬的北区预赛中，她一举
夺冠挺进陕西决赛圈。陈宝英一路过关斩将
打进决赛，最终以3：2力克上海选手李敏，夺得
单打冠军。“之前对夺冠真是不敢想，一步步打
到现在，特别感谢我们这个团队，大家支持我、
给我鼓劲，在最后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咬住了。”

陈飞：这枚银牌 有憾无悔

这是天津女子花剑选手张赫男的第五
届全运会，从当初刚进专业队的小队员，所
有人口中的“男妹”，到如今成为全运会击
剑赛场上年龄最大的女选手，37岁的她被
大家尊称为“男姐”。16年的时光白驹过
隙，她最美好的青春时光，都留在了14米
长的剑道上。
采访张赫男时，她正在看第十四届全

运会开幕式直播。出战五届全运会，她却
从来未曾参加过开幕式。“以往每次击剑
比赛都是开幕式之前进行，这次好不容易
是开幕式后进行，比赛又不在西安举行。”
2005年，年轻的张赫男以交流选手身份代
表黑龙江队出战，那是她第一次参加全运
会。“当时刚进专业队，对比赛的概念还是
少年赛、青年赛之类的，对全运会完全没

有概念，不知道这项赛事有多盛大、多重
要。”之后，一打这么多年，张赫男的胸前一
直写着“天津”。五战全运会，她追平了自己
的教练张建秋的纪录。
天津全运会后，所有人都以为张赫男会

退役，但由于队伍的需要，她选择了坚守。“这
应该是我的最后一届全运会了，之前拿过团
体金银铜牌，个人银牌，有些小遗憾。这次就
是尽力而为，自己有多大能力就发挥出来，希
望不给自己留遗憾。”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第十四届全运会
女子花剑个人赛将于今天开赛，天津女花老
将张赫男、金莎莎将携手向奖牌甚至金牌发
起冲击。两位老将的坚守，是天津女花精神
的传承。
天津全运会后，原以为张赫男和金莎

莎都会退役，没想到姐俩一起复出了。今
年已经37岁的张赫男很想要宝宝，但在作
出复出再打一届全运会的决定那一刻，她

便忍痛搁置要宝宝的计划。选择坚持，是
因为不想看到自己不打了，年轻队员顶不
上的青黄不接局面。于是，她迎来了自己
的第五届全运会。今年31岁的金莎莎已经
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二宝刚刚九个月时，她
就复出归队了。坚持的理由很简单：“我是
上一届阵容中最年轻的，觉得自己还能继
续打，就想带着年轻队员再拼一下。”她的
第四届全运会就要开始了。

两位老将的坚守，让天津女花主教练齐
山全深受感动。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和体
能下降都无法避免，复出过程中的艰辛可想
而知。伤病，是两位老将最大的困扰，也是最
让齐山全心疼和担心的。“张赫男从最初的右
膝积水，到如今两条腿都有伤病，金莎莎受跟
腱伤病困扰，而且二人都有网球肘。都三十
多岁了，确实不容易。每天训练结束，两个人
就是治疗，都是在咬牙坚持。平时给她们安
排一些体能训练，以保持肌肉弹性和力量。
老队员这种永不放弃的坚守和付出，是年轻
队员的榜样，是天津女花的精神旗帜。”

本报西安9月18日电（记者 梁斌）第十四届全运会
女排成年组决赛阶段循环赛今天结束第三轮争夺，天津
女排充分发挥发球带动拦防战术，3：0战胜实力不俗的
山东女排，赢得两连胜，循环赛排名第三，三局比分为
26：24、25：22和 25：16。天津女排明天对阵此前状态出
色的上海女排。
天津女排此战变阵，接应于鋆炜首发登场，但她在进

攻端并没有出色的发挥，首局比分落后时，天津女排主教
练王宝泉用后排保障技术出色的杨艺替换其出场，杨艺
上场后立竿见影，天津女排很快展现出防反优势，后程发
力以26：24逆转赢下首局。随后两局，天津女排加快进攻
速度，令山东女排在攻防两端顾此失彼，又连胜两局获得
整场胜利。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女排小将陈博雅最后一
局登场，攻防两端都有不俗表现。
王宝泉认为于鋆炜首局表现失常，主要是自身天赋

所致，拦防移动下手速度偏慢，还是技术不过硬导致的，
山东女排此役发球主要攻击她这一点，正因为其一传质
量不高，导致队伍首局非常被动，所以才会换上后排保障
能力更强的杨艺出战，杨艺确实稳固了后排，球队也开始
有起色，逆转获得首局胜利。后两局全队发接发环节做
得更好，抓防反优势也充分体现出来，才能连赢三局。此
战不是山东女排实力体现，这场胜利也反映出球队一些
问题，队员要把心态摆正，尤其是遇到困难要团结一致，
发扬天津女排精神。

天津女排完胜山东

全运会女排青年组落幕

天津队屈居亚军

本报西安9月18日电（记者 梁斌 摄影 崔跃勇）第十
四届全运会女排青年组决赛阶段今天在陕西省商洛市体育
馆落幕。整体身高偏低的天津青年女排没有发挥出实力，
决赛1：3不敌整体实力更强的江苏青年女排，屈居亚军，四
局比分为15：25、14：25、27：25和12：25。
之前循环赛，天津青年女排曾鏖战五局不敌江苏青年

女排。决赛再次面对对手，天津青年女排身高处于劣势，前
两局一传出现明显波动，发球也没给对手造成冲击，而江苏
青年女排高拦网有效遏制天津青年女排头号攻手刘美君的
进攻，以较大分差赢下前两局。第三局，天津青年女排积极
调整，与对手一路战至25平，关键时刻连得两分扳回一
局。第四局，江苏青年女排没有给天津青年女排机会，以
25：12获胜。天津青年女排主教练刘仁德认为青年队比赛
关键看临场发挥，有起伏很正常，此战队伍发接发环节发挥
得不好，导致很难抓住防反机会得分。反观江苏青年女排
打得积极主动，一传、发球、进攻、拦防都有发挥，自身高度
优势也充分体现。
结束本届全运会征程，这支天津青年女排也将解散，

有潜力队员会上调至天津女排成年队。首次带队参加全
运会的刘仁德认为队伍从开始组建到如今站在全运会领
奖台上，他与教练组、队员一同努力，虽然没能夺冠，但队
员付出了努力，这次决赛失利对她们今后成长有很大帮
助，希望队员能在排球之路上走得更远，为天津排球事业
发展作出新贡献。

五战全运 张赫男不留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