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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运会圆满落幕 天津健儿完成预期目标

面向未来再求新突破
天津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精心烹制节日文化大餐

精彩视听 乐享国庆

本报讯（记者 顾颖）就在关注国
内足球动态的球迷们，以及有足协杯
参赛资格的32支来自四级联赛的队
伍都在等待本月底足协杯赛抽签仪式
及结果时，昨天，大家却先等来了中国
足协另一个稍显意外的官宣——9月
29日至10月 12日，中国足协将为足
协杯赛增设临时转会窗口。

中国足协在这份定义为“足协杯
正赛阶段竞赛规程补充通知”的官
方发布中表示，为了确保足协杯赛

事的正常进行，增设了相关补充条
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开启两周
的临时转会窗口，有被国足征召球
员的俱乐部，可以在此窗口完成球
员租借、转会和足协杯赛补报名，补
报名的球员人数，不得超过被国足
征召的球员人数。另外中国足协还
表示，被国足征召了U23 球员的俱
乐部，可以在足协杯赛上不执行U23
球员政策。

由于上述补充条款仅限于足协

杯赛事，并不适用于12月开始的中超联
赛第二阶段比赛，因此可以非常简单地
理解为，一旦有俱乐部利用明天开启的
这两周转会窗口引进了球员，那么所引
进的球员，只能在足协杯赛中登场，联赛
12月开始争冠组、保级组争夺的时候，
他们并不具备参赛资格，只能作壁上
观。虽然津门虎队过去一段时间一直都
有试训球员在队中，但是俱乐部是否会
利用这次“开窗”的机会，而为某一名球
员进行足协杯赛注册，目前还未可知，至
于足协的这一纸官宣，会引发后续怎样
的动态，又会有哪些俱乐部积极操作，需
要进一步观察。

第十四届全运会今天在西安落
幕。天津体育代表团在竞技体育项
目比赛中取得了18枚金牌、10枚银
牌、16枚铜牌的成绩，其中有很多亮
点和成绩上的突破。天津体育代表
团相关负责人对代表团的整体表现
进行了总结。

整体表现逆风飞扬

在本届全运会的比赛中，天津体
育代表团最终取得的成绩，基本上达
到了预期的目标。这是一次竞争非
常激烈的全运会，特别是在新冠疫情
防控和天气的影响下，天津运动员发
扬了顽强拼搏、永争第一的体育精
神，展现出了良好的精神风貌。

东京奥运会结束后，短暂隔离后
的运动员们全情投入到了全运会赛
场上，无论体能恢复还是运动康复都
相当仓促。37岁的吕小军腰伤复发，
还有状态尚未恢复的朱雪莹，他们都
和奖牌失之交臂。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天津运动员
们在后期的比赛中奋起直追，最终取
得了18枚金牌的好成绩。事实证明，
天津的竞技体育队伍经得起考验，在
激烈比赛中扛住了压力，展现了天津
体育健儿的风采，为天津这座城市争
得了荣誉。

特别是天津女排在比赛中表现
出勇往直前、永不服输、奋勇拼搏的
城市精神，在女排决赛中打出了士气
与风采，让所有观看比赛的球迷无不
为女排姑娘们感到自豪和振奋。天
津女排第四次获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为“排球之城”增添了光彩。

本届全运会天津体育代表团的
优势项目依然是女排、网球、自行车
和击剑等，特别是在共设有5个项目
的网球比赛中，天津运动员拿到了4
个项目的金牌。此外，公路自行车男
子个人赛是在雨中进行的。张长晟
拼尽全力拿到冠军后，很多人都现场

落泪，为运动员感到骄傲。
本届全运会，天津体育代表团取

得了很多历史性突破。例如在射箭
混合团体比赛中，龙晓清和张春鸿战
胜奥运联合队夺冠，在从未拿过金牌
的这一项目中，为天津军团实现了零
的突破。空手道运动员刘帅和跆拳
道运动员左菊均帮助各自项目取得
冠军成绩，这在以往是没有过的。

老中青选手实力与活力并存

本届全运会上，天津体育代表团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一张张年
轻的面孔。19岁的王长浩获得了男
子100米蝶泳的冠军，获得马拉松游
泳男子10公里亚军的唐浩洋只有16
岁，此外高尔夫项目的丁文一、殷小
雯等人也只有十几岁，这些运动员未
来可期。接下来，天津体育部门也会
努力将这些运动员输送到国家队，加
速他们的成长。

本次天津体育代表团在游泳项目
的出色发挥，得益于“澎湃计划”的实
施。这个计划实施的几年时间里，所
选拔出来的许多孩子都在全国比赛中
取得了好成绩，为天津游泳运动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

小将发挥抢眼，而老将依旧神勇，
35岁的网球老将李喆，取得了两金一
银的成绩，为天津体育作出了重要贡
献。由于赛程原因，李喆同时报名参加
了多个项目，最后依靠顽强的意志力拿
到了奖牌，为年轻队员树立了榜样。

此外，中国女足队长王珊珊自东
京奥运会归来后，马上投入到全运会
的比赛中，她发挥出了“老将定盘星”
的作用，最终奥运联合队取得了冠军，
她为天津贡献了一枚宝贵的金牌。

由老中青三代运动员构成的天津
体育代表团，既有稳健的实力，又具备了
努力拼搏的活力。本届全运会，这支队
伍朝气蓬勃，富有活力，为天津征战充满
着不畏艰险、努力拼搏的信心和决心，天

津体育代表团是一支充满力量的队伍。

打好基础 谋划未来

天津体育在本届全运会上享受着丰
硕的成果，还是源于四年前的规划。在
第十三届全运会结束后，决策者敏锐地
发现了一些可持续发展的运动项目，提
早为第十四届全运会打下基础，因此本
届全运会的表现可谓顺理成章的事情。

天津体育正在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必
须扩大青少年的培养力度，让更多的优秀
人才脱颖而出，才能确保天津军团的优势
项目始终保持在全国领先位置。特别是
需要用国际化的视野来引进优势项目，不
仅仅在国内保持一流，还要在国际赛场上
取得优异成绩。

目前，天津体育部门有意向与教育
部门进行合作，推动青少年后备人才的
培养，让更多的青少年学生从事体育锻
炼。此外同样需要调动教练员选拔人才
的积极性，当年王宝泉挖掘李盈莹时，后
者只有八九岁。其他教练也需要具备这
样的魄力，在运动员相对比较年轻时将
其挖掘出来。

天津体育部门将从体教融合选拔人
才方面着手，下足功夫，努力实现将更多
的优秀后备体育人才充实到竞技体育各
线队伍中来。为夯实竞技体育的基础，
必须做好基础性的工作。

本届全运会，山东、广东、江苏等体
育大省表现相当抢眼。天津体育要奋起
直追，学习这些大省在竞技体育发展上
的思路和创新手法。在全运会结束后，
天津体育代表团将进行认真总结，针对
短板和问题找准找实，拿出切实可行的
措施和方案，争取每一个项目都能朝着
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而奋进。

第十四届全运会结束后，天津体育即
将迎来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周期，也面临着
下届全运会的艰巨任务。天津体育代表团
将制定出为巴黎奥运会和下届全运会努力
征战的攻坚布局，为实现目标不懈奋斗。
本报记者 申炜（本报西安9月27日电）

本报讯（记者 张钢）作为第十一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活动之一，京津冀
艺术电影联盟启动仪式暨“京津冀艺
联”高峰论坛日前在中国电影博物馆
举行。

京津冀艺术电影联盟以北京市
长期打造的艺术影片放映平台——
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简称“首艺
联”)为基础和纽带，将三地优质的文
化资源特别是电影文化资源有效整
合，搭建覆盖三地的“电影+”新生
态，以满足三地观众精神文化需求，
打造三地电影文化消费圈。除北京

50余家“首艺联”影院外，我市有5家
影院及韵河影坞园区、河北省有 25
家影院加入联盟。联盟今年将开展
“电影党课”“戏曲电影惠民放映”
“一带一路”国际影展等主题放映活
动，同时通过主题策划，将更多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的不同题材、类型、
风格的影片，呈现在三地观众面
前。据了解，京津冀艺术电影联盟
将在有效整合资源后，向除影片放
映之外的电影投资、制片、发行等其
他领域扩展。

启动仪式上，北京演艺集团、天

津北方电影集团、河北影视集团、中国电
影博物馆四家承办单位签订了《“京津冀
艺术电影联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今
后除了举办放映活动外，还将通过论坛、
主创交流、展览等文化活动，引导大众提
升审美、温润心灵，坚定文化自信。京津
冀艺术电影联盟还以“京津冀三地未来
影视资源融合发展展望”为主题举办了
高峰论坛。行业专家及承办单位负责
人，从产业的上游制片、发行，到产业下
游放映等角度，探讨了如何将艺术电影
作为渠道、载体，提升电影行业的文化属
性等问题。

打造三地电影文化消费圈

京津冀艺术电影联盟在京启动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作为天塔
建成开放 30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遇见猫馆长”电梯 AR 增强现实体
验项目近日上线，卡通猫馆长乘坐
火箭等穿梭时空之门与人互动的奇
妙体验，令人期待。

新上线的“遇见猫馆长”电梯AR
增强现实体验项目，补全了 8月上线
的“遇见猫馆长”天塔西岸书斋·知道
吧体验部分，使得天塔猫馆长的AR体
验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带给游客更
加完善的“云吸猫”体验。

在电梯外，游客使用提前下载的
“遇见猫馆长”App扫描电梯门外的识
别图，即可看到环绕在三维立体卡通
天塔周围云朵里出没着姿态各异的
卡通猫馆长，并可与其互动。进入电
梯后，使用App扫描电梯厢体上方的
识别图，即可链接“喵界异时空”——
各位卡通猫馆长乘坐火箭、荷叶、可
乐瓶等穿梭时空之门，伴随游客前往
257米高处的天塔西岸书斋·知道吧。

■ 本报记者 张帆

国庆假期将至，天津广播电视台
各频道、频率精心筹划准备了丰富的
视听内容，经典相声、特色曲艺等节
目点亮荧屏；精品广播剧及系列微剧
满足听众节日文化需求，还有“国庆
七天乐，答题更快乐”党史、新中国史
专题节目全新上线。

荧屏节目津味儿浓

津味儿相声享誉全国，节日里，
天视文艺频道将于 10月 1日、10月
6 日的《相声大会》推出“辉煌百年
路，乐享新生活”新作品展演第二
季，相声导师刘俊杰、赵伟洲、王佩
元、赵宇、李治邦推荐的 10 组青年
相声演员将为观众带来精心打磨
的优秀新作。

天津“曲艺之乡”人才辈出，老
牌栏目《鱼龙百戏》依托自身的曲艺
资源，发挥“鱼龙百戏人才计划”队
伍的优势，成立公益演出团，助推新

时代文明实践点，10 月 7日将播出
公益演出团电视展演季的终极比
拼。展演中还有很多致敬传统经
典、赞颂美好生活的原创及编创曲
艺节目。

经过多年打磨，《模唱大师秀》节
目已经成为广大戏迷票友展示风采
的绝佳舞台。国庆期间，节目开启津
门票房争霸赛赛季，邀请京评梆等剧
种的票友一展风采；《牛妞嗨起来》特
别策划“国庆假期：在天津能吃到哪
些全国特色小吃”，足不出户吃遍全
国；《最美文化人》邀请著名演员王璐
瑶做客节目，为观众带来精彩表演并
一展歌喉；《艺苑现场》开启七天的纯
享体验，评剧《革命家庭》、京剧《楝树
花》、《国乐悠扬——经典民乐演奏
会》、话剧《钗头凤》、交响乐《伟大的
祖国》等高品质演出将在节目中逐一
上演。
《红色情怀 百年荣光》国庆特别

节目，通过展现报纸、连环画等红色
收藏，表达无尽的红色情怀。节目组
还赶赴蓟州的退伍老兵纪念馆，拍摄

老战士的藏品，采访老兵代表，重温光辉
岁月。

电波传递红色力量

国庆假期期间，天津文艺广播将播
出广播剧《马三立入党记》，展现相声艺
术大师马三立对党的忠诚和对艺术的
执着；广播连续剧《觉悟》讲述觉悟社成
立前后天津的革命故事，以真实党史人
物和历史事件为原型，展现天津这座城
市在党的创立时期以及发展进程中的
重要历史地位；系列微剧《我的名字叫
中国》，带领听众走近那些为中国的和
平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

主题节目方面，“看看影视剧，轻
松学党史”主题节目通过解析热播影
视剧分享党史知识；“深切体悟党史，
赓续红色血脉，汇聚奋进力量”文博之
旅专题走进文博场馆，感受红色力量；
延续“建党百年”主题，播出“氍毹上的
红戏荟”专题节目。此外，文艺广播还
将制作天津电视台专题纪录片《曙光》
广播版节目。

本报讯（记者 张钢）近日，娄
烨执导的《兰心大剧院》发布影片
海报，宣布定档10月 15日全国公
映，该片同时被选为第十一届北京
国际电影节闭幕式影片。

该片改编自虹影的小说《上海
之死》和横光利一的小说《上海》，由
巩俐、赵又廷、王传君、张颂文等主
演。影片讲述了1941年，电影明星
于堇为了出演她的旧爱谭呐执导的
话剧《礼拜六小说》而回到上海，却

引起各方势力对她动向的密切关
注，想要打探出她此行的真正目
的。一个女人的命运被时代紧紧牵
引，戏里戏外敌我难分，暗流涌动下
她迎来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抉择。

巩俐担任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评委会主席，片方特意在电影节期间
举办“巩俐作品回顾展”，放映她主演
的《红高粱》等11部影片。作为她的
最新作品，《兰心大剧院》成为电影节
闭幕式影片，率先与观众见面。

天塔建成开放30周年
系列活动精彩不断

“遇见猫馆长”

电梯AR项目上线《兰心大剧院》定档

昨日，天津京剧院参加第九届中

国京剧艺术节的参演剧目——原创

现实题材京剧《楝树花》在滨湖剧院

再上演。 本报记者 姚文生 摄

足协杯赛增开转会窗口

第十四届全运会昨天在西安落幕，图为闭幕式现场。2025年第十五届全运会将由广东、香港和澳门联合承办，这将是香

港和澳门首次参与承办全国运动会，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首次作为一个整体承办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 新华社发

《
兰
心
大
剧
院
》
海
报

津耀三秦

京剧《楝树花》再上演

■《芝麻胡同》第14、
15集 春花和严振声二人
婚事在即，牧老爷欲顶替
严振声入狱。严振声丝
毫不乱，布置好家里和沁
芳居里里外外的事。众
人眼睁睁看着严郭二人
被带走，林翠卿昏倒在
地。春花和宝凤轮流照
顾身体虚弱的林翠卿。
宝翔从外面回来，交给
春花150块现大洋和卖房
的手续，春花把钱交给林
翠卿……

天津卫视 19:30

■《一马换三羊》第
33—35集 根据志军的调
查，宁州万花街道最多值
34万元，超过就会赔。招
标会上，高波与艳华互相
抬价，最终艳华以40万元
拍下。结束后，高波趾高
气扬地嘲讽艳华，但艳华
丝毫没有悔意……

天视2套 18:25
■《湄公河大案》第

13、14集 江海峰严审古
丰，古丰交代出坎里拉确
实不是“10·5”案的真凶，
并说从赌场老板赛耶佩那
儿得知基洛有一个秘密制
毒工厂。貌昂建议缉拿蒙
洪，让警察进入基洛彻底
搜查。江海峰再次选择相
信蒙洪，说服了貌昂等人，
为了不引起大规模流血事
件，最好的办法就是放蒙
洪回去，用巧妙的方法揪
出幕后黑手。高野收到情
报，与卢山一起截住了追
杀赛耶佩的杀手，赛耶佩
被郭大旗等人巧妙拦截逮
捕，赛耶佩交代出蒙洪营
地地下制毒工厂的具体位
置，并交代昂敏就是主要
负责人……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五楼

住户雇保洁员擦玻璃，保
洁员意外坠楼身亡。保洁
员家属上法庭讨说法，家
政公司和雇主谁来赔偿？

天视6套 18:00

■《艺品藏拍》朱先
生带来的藏品是其朋友家
的“鱼缸”，“鱼缸”器型硕
大，画工繁复，用它养鱼是
不是太奢侈了？相比之
下，持宝人赵先生带来的
藏品，看上去就有点儿“磕
碜”了，一把折了钉的破扇
子，还有一对没有瓤的扇
子板儿。虽然藏品品相欠
佳，持宝人的心态却是相
当平和，因为这些东西是
他捡来的。对于喜欢钱币
的朋友来说，“咸丰通宝”
并不陌生，可是您见过银
质的“咸丰通宝”吗？一枚
小小的方孔钱，居然勾起
了专家老师一段“伤心”往
事，这是为什么呢？

天视2套 20:45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剧场：芝麻胡同

（14、15）
天视2套（103）
18:25 剧 场: 一 马换

三羊（33—35）20:45艺品
藏拍

天视3套（104）
17:50剧场：金婚风雨

情（21—23）19:20剧场：燃
烧大地 (19—22)22:15 剧
场:都市记忆 (3、4)

天视4套（105）
21:00剧场：湄公河大

案（13、14）
天视5套（106）
18:55 直播: 体坛新

视野
天视6套（107）
18:30 新 说 法 19:20

法眼大律师20:10 百医百
顺21:00 二哥说事

天津少儿（108）
19:55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