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年女
篮亚洲杯昨天继续在约旦首都安曼进
行，中国女篮继首战以143：52横扫菲律
宾队后，昨天又以124：50轻松战胜中
国台北女篮，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结束东京奥运会征程后，中国女

篮在全运会赛场上收获冠军。之后，
队伍赶赴约旦首都安曼。出于年龄、
伤病等原因的考虑，中国女篮并没有
将邵婷、孙梦然两位老将带到亚洲杯
赛场，李梦也因故未能随队出征。与
奥运会时相比，本届亚洲杯11人阵容
并不完整，且更加年轻。
面对巴黎奥运周期的首项洲际赛

事，主帅许利民表示：“国家队把本次比
赛当作非常重要的锻炼队伍的平台，努
力解决在东京奥运会上暴露出的问题，
同时给年轻队员提供更多锻炼和成长
的机会。中国女篮要打好每一场比赛，
把我们平时训练的内容体现出来，这是

我们最大的目标。”
小组赛首战，中国队

狂胜菲律宾队。杨力维砍
下全场最高的21分，李月
汝、韩旭两位内线队员分
别贡献18分、17分，张茹、
李缘、李一凡、杨衡瑜、王
思雨等5人也得分上双。
中国女篮与菲律宾队、中国台北

队、澳大利亚队同处一个小组，按照赛
制安排，取得小组第一的队伍将直接
进入半决赛，排名小组第二、第三的队
伍与另一个小组的二、三名争夺剩余
的半决赛席位。
自1976年首次亮相女篮亚锦赛

（亚洲杯前身）以来，中国女篮先后11
次夺得冠军，但上次夺冠还要追溯至
2011年。2013年至今的4届亚洲杯，
中国女篮夺得2次亚军、2次季军，而
日本队则实现四连冠。

亚洲杯首轮横扫菲律宾 次轮大胜中国台北

中国女篮提前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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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睿）亚足联昨天
公布世预赛12强赛第三轮、第四轮比
赛时间，B组中国队与越南队的比赛将
于北京时间10月7日23时开球，地点
在沙迦；客场对阵沙特队是北京时间
10月12日23：00开球，地点在吉达。
中国队已经在西亚驻扎满一个

月，经过比赛、总结差距、统一思想、训
练提高这个循环之后，用队内人士的
话说，“无论信心还是战术打法方面都
有一定提升，有信心打好后面的比
赛”。另据了解，由于教练组这段时间
训练“上了大量”，个别队员身体有些
反应，保障团队每天都向主教练汇报

队员身体机能的监测数据，球员出身
的李铁当然清楚哪些伤病该如何应
对。同时队医、理疗师们每天也在满
负荷运转，让队员在训练之后得到治
疗和放松，转天有饱满状态迎接训练。
中国队将在当地时间明天与到访

的叙利亚队进行一场热身赛，虽然有
消息称由于叙利亚队人员不整，这场
比赛的“含金量”可能会大打折扣，但
据了解中国队上下对于这场热身赛是
寄予期望。毕竟这场国家队之间的较
量虽不在国际足联国家队比赛日内进
行，但双方肯定都不想大战前“添堵”，
尤其是叙利亚队肯定不是大老远跑到

沙迦就为了输球，所以这样的比赛要远
比国足队内分组对抗赛更具练兵意义。
中国队的看点在于经过20多天训练，体
能、配合上是否有明显长进。
另据消息，越南队头号射手、“越南

梅西”阮公凤在经历了长达三个月的康
复期之后迅速恢复状态，在前不久的热
身赛中有进球。目前越南足球人气最高
的是中场组织者阮光海，另一名前锋阮
进灵也颇具威胁，越南队的“阮氏三雄”
将会成为中国队重点研究对象。沙特队
昨天公布了10月份两场12强赛的25人
大名单，队长法拉吉领衔，主力攻击手阿
尔多萨里缺席。

埋头苦练20余天 且看是否有长进

国足明日与叙利亚热身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日前，平昌冬
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米铜牌得主高亭
宇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2021—2022
中国杯速度滑冰精英联赛暨全国速度滑
冰锦标赛中，以33秒83的成绩刷新了
自己保持的速度滑冰男子500米全国纪
录，创造了本赛季目前为止该项目的世
界最好成绩，这一成绩是速度滑冰男子
500米项目的世界第三好成绩，距世界纪录

仅差0.22秒。由此，高亭宇也成为北京冬奥
会最值得期待的中国运动员之一。
平昌冬奥会男子速滑500米角逐

中，高亭宇以34秒65的成绩获得铜牌，
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唯一在冬奥会上获
得速滑奖牌的男子运动员，当时冠军获
得者滑出了34秒41。本次速滑全锦
赛，高亭宇展现了非凡的竞争力和统治
力，最终实现突破，他此番的成绩已经超

越了平昌冬奥会冠军的成绩。目前该项
目的世界纪录是俄罗斯选手帕维尔·库
里日尼科夫创造的33秒61。
实际上，早在平昌冬奥会夺牌之前，

高亭宇已经是中国男子速滑500米项目
上的领军者。他在2016年进入国家队后
进步明显，很快崭露头角。2017年12月，
高亭宇在盐湖城滑出了34秒34的个人
最好成绩，创造了全国纪录。如今，24岁
的高亭宇迈入自己的巅峰时刻，虽然速滑
项目新赛季尚未全面展开，但高亭宇这一
打破全国纪录的好成绩还是给备战2022北
京冬奥会的冰雪健儿开了一个好头，也给
中国速度滑冰项目实现突破带来了希望。

创造本赛季速度滑冰男子500米世界最好成绩

高亭宇为中国再添冬奥夺金点

昨天，中国队以124：50轻松战胜中

国台北队。

我市作品入选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追随》唱响信仰与梦想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天塔
建成开放 30 周年系列活动的重
头戏——巨型蛋糕灯光秀，将于10
月1日晚在天塔上演。届时，两百
多米高的巨型蛋糕影像投影在天
塔塔身，以缤纷色彩营造喜庆氛
围，伴随市民欢度国庆。

此次灯光秀画面内容分为两
部分，一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2周年，一是庆祝天塔建成开放
30周年。其中最具特色的一幅画
面就是，通过7台大型投影灯投影
在天塔塔身的巨型蛋糕影像，寓意
祝福的多层蛋糕影像总高度达240
米。此次灯光秀还将通过互动抽
奖方式送出一万份心意礼物，届
时，市民只需扫描灯光秀画面中出
现的神秘二维码，即可参与抽奖。

天塔建成开放30周年系列活
动中的“城市幻想”艺术作品展将
随后推出。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王倩）
在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2周年和第72
个少先队建队日之际，昨日，天津市少
年儿童活动中心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
举办了“强国有我”迎国庆音乐会，少年
儿童们用精彩的节目发出“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的时代强音。

本场音乐会通过恢弘大气的舞
台效果、庄重磅礴的音乐形式和经典
艺术作品，充分发挥少年宫、青少年
活动中心等校外活动场所在课后服
务中的作用，激励新时代团员青年和
少先队员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己任，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音乐会上，交响乐《江山如画》表

现了少年儿童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热切期盼。钢琴协奏曲
《保卫黄河》、器乐合奏《九儿》等展现
了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代代相传。交响
乐《我的祖国》、打击乐合奏《新龙舞》
等，生动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祖国蒸蒸日上的气象。童声合唱
《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唱支山歌给
党听》《在灿烂阳光下》等歌曲以稚嫩
的歌声唱出新一代对党和祖国的赤子
之情。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近日，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
作歌曲遴选工作完成，由中国文联、
中国音协、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共同
报送参选的歌曲《追随》成功入选，为
我市音乐创作争得了又一项荣誉。
近年来，我市音乐创作中涌现出一批
弘扬主旋律、传唱度高的佳作，彰显
了新时代我市音乐工作者把握时代
精神、观照现实生活的工作风貌。

为了讴歌中国梦、唱响中国梦，
凝聚各方面智慧和力量，激励人们
积极投身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
大事业，中宣部等从 2013年开始开
展“中国梦”主题歌曲创作推广活
动。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
曲共遴选出 24 首优秀歌曲。歌曲
《追随》由姚伟作词、孟文豪作曲，艺
术地展现了中华儿女紧紧跟随中国
共产党追梦、筑梦的生动场景和精
神风貌，对于凝聚矢志复兴、接续奋
斗的精神力量具有积极的社会宣传
引领作用。这也是该歌曲继中国音
协举办中国当代歌曲创作精品工程

“听见中国听见你”获选后取得的又
一项荣誉。目前，歌曲《追随》MV已
制作完成，取景地包括平津战役纪
念馆、天津觉悟社纪念馆、海河等，
近日将通过央视有关平台与全国观
众见面。

在主旋律歌曲的创作上，《追随》
展现出了创新之处。歌词大量采用
了类比手法，以“树根追着土生长”
“波浪追着帆远航”等自然景象，比喻
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紧紧追随着党，
用优美的意象和诗意的语句表现坚
定的信仰，歌词最后也有“你是我的
觉悟，我是你的守护”等直抒胸臆又
充满深情的表达。在音乐上，作品采
用了“流行音乐+管弦乐队”的表现风
格，既朗朗上口又磅礴大气。该曲作
曲者孟文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作品的歌词像诗歌优美、含蓄，没
有明显的主副歌之分，因而在音乐上
要作一些相应的调整，为此，他为作
品安排了男女对唱的形式，使歌曲的
呈现形式更加丰富。孟文豪表示，主
旋律歌曲创作不能空喊口号，要关注
时代、关注青年审美，用大家喜欢的

语言创作音乐，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会受
到观众欢迎。

近年来，我市音乐工作者牢记使
命担当，以精品意识积极参与主题创
作，涌现出一批优秀音乐作品和优秀
音乐工作者。市音协秘书长宋茂斌向
本报记者介绍，2020年，我市音乐工作
者纷纷以音乐战“疫”，推出了《拥抱在
凯旋》等一系列歌颂白衣战士、鼓舞战
“疫”士气的优秀作品；围绕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涌现出《永
恒的星》《扬帆百年》《问红船》等广受
赞誉的作品，在中国音协开展的“百年
百首”全国优秀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中
我市有4首作品入围、2首作品最终入
选。这些作品展现了天津音乐工作者
坚定不移地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
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态度，也展
现出源源不竭的创作动力。宋茂斌介
绍，目前市音协正在开展天津市精品创
作歌曲征集活动，围绕“歌颂党的百年丰
功伟业”“奋进新时代 阔步新征程”“弘
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国
梦”等十大主题征集优秀作品，为人民群
众奉献更多精品力作。

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举办迎国庆音乐会

津门少儿唱响“强国有我”
天塔建成开放30周年
系列活动重头戏

巨型蛋糕灯光秀
国庆上演

■《芝麻胡同》第16、
17集严振声突然回到家，
全院儿人又惊又喜。一进
门，严振声看到被绑起来的
林翠卿心疼不已，让宝翔立
刻给太太买烟去。林翠卿
纳闷丈夫怎么又被“无罪释
放”了，严振声说，还不是
你把钱花对了地方……林
翠卿说，专管你的案子的
人叫吴友仁，我拿着钱托到
了他的弟弟吴友义，但他没
要这笔钱。严振声虽暂时
想不明白，但知道这里面肯
定有问题……

天津卫视19:30

■《一马换三羊》第
36—38集 大为重新给小
红开了一间饭店，秦方作证
开店的钱都是干净的，小
红这才签字接受。另一
边，就在志军和艳华准备
散伙时，大为突然来了。
大为决定重新出手，与高
波斗到底。小红的饭店正
式开张，但大为却当着街
坊邻居的面宣布，自己欠
小红的都还清了，以后与
小红再无关系。说完上了
艳华的车……

天视2套18:25

■《湄公河大案》第
15、16集 缅甸警察吉海
带领几名特警与莫雄、于
慧等人一起包围了地下制
毒工厂，禄巴手持炸弹遥控
器，想要鱼死网破。莫雄冷
静地走进工厂，与禄巴对
峙。枪声响起，禄巴被击
毙，卢山为了保护高野身重
数枪而亡，高野重伤。昂敏
交代是禄巴指示自己陷害
孟东，并说禄巴的上线是苏
沃，不过他并未藏身于基
洛，他回忆起苏沃的情妇
来湄在老挝……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原告小
陈称自己在珠宝商城完成
了细孔取金条的挑战，成功
之后，珠宝商城的人员却不
让他将金条拿走。小陈认
为商城出尔反尔，一看有人
完成了挑战，就不认账了，
于是将珠宝商城告上了法
庭，给自己讨个说法。

天视6套18:00

■《模唱大师秀》本
期节目为评剧专场的第二
场比拼，上场的是红花评
剧团和爱白派评剧团。天
津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夏
冬、天津评剧院国家一级
演员王秀丽、天津评剧院
优秀青年演员李宣捷以及
来自海河传媒中心的田
翔、裴冬组成本场观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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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

天视2套（103）

18:25剧场:一马换三羊
（36—38）20:45模唱大师秀

天视3套（104）

17:50剧场：金婚风雨
情（24—26）19:20剧场：燃
烧大地(23—26)22:15 剧
场:都市记忆(5、6)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湄公河
大案（15、16）

天视5套（106）

19:30全运会女排小
组赛天津VS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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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说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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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老人经常见面，谈古论今，
陈省身又笑着对陈受鸟说：“老姐姐，过
两天你再来我家吃饭，好不好！”

陈老说：“我在天津生活得很
好，大家对我很关心，市里对我也
很好，上个月28日我生日那天，
书记、市长都派人送来了芳香的鲜花，
我心里很感动。如今，我耳不聋，眼不
花，除了腿脚差一些以外，身体蛮好，
我要看到中国在新世纪成为世界数学
大国的那一天。”

由于中国数学界和中国政府的努
力,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顺利结束，
获得国内外数学同行的一致好评。陈
省身作为积极的筹备者之一，终于了
却了一桩大的心愿。会议期间，陈省
身出席会议并讲话，接受采访，和新老
朋友见面，握手言欢，对于92岁高龄
的陈省身来说，不免感到疲乏。回到
天津，就住进了医院，好在只是有点感
冒，不久也就好了。遗憾的是，没有能
够出席大会的闭幕式。

2003年(农历羊年)大年初一一大
早，天津市委书记就来到南开大学
“宁园”，给陈省身拜年，互致新春的
问候。天津市的市长也曾在2001年
的除夕来看望陈省身。闲谈中，作为
天津科技馆名誉馆长的陈省身说，天
津科技馆的设施具有世界水平，但听
说参观科技馆人数有点下降。市长
说：“是的，展品需要不断更新。例
如，最近手机很流行，它的科学原理

就需要介绍。”在陈省身指导下，天津科
技馆特设了数学馆。陈省身也对市长
说：“天津要创名牌，也要恢复过去的名
牌。比如，现在的糖炒栗子，就没我小时
候的好吃。”

晚年的陈省身社会活动不少。许多
人慕名来见，或签字，或合影。只要不过
分，他都尽量满足。

早一点的题词是为了庆贺北京大学
数学系成立80周年。1992年10月,他的
题词是：“北大数学系是中国现代数学的
先锋祝永为主力”。

1999年,在嘉兴学院筹建之际，他受聘
为学校名誉院长。2001年题写了“明日嘉兴
大学”的祝愿。2004年7月21日，他应邀为
学校题写了“方正为人，勤慎治学”的校训。

陈省身作为天津市民，应天津各方
邀请的题字很多。

2001年4月底，杨振宁造访南开大
学，为南开学子就“物理与美”开设专题
讲座。在对此事的采访过程中，天津日
报记者萌生了请陈省身先生为《天津日
报》题词的想法。在陈先生的寓所宁园，
九十高龄的他接过记者递上的纸笔，略
作沉思，即写下“廿一世纪的大国”几个
大字，在旁的杨振宁先生也署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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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出版社

陈省身传

张奠宙 王善平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歌唱祖国

王莘传
王斌 杜仲华

盐民游击队
（下部）

崔椿蕃 遗著

社会活动不少

一个音乐家的行动，居然有
这么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一时
传为佳话。
结束演出返津时，有一次路过

一个村庄，王莘见路边有一个残破
的辘轳，可能是发大水时冲到这里
的，便对随行的儿子王斌说：“把这个
装到车上去！”王斌感到莫名其妙，很
不情愿地说：“拉个破辘轳干嘛，头儿
都断了，脏兮兮的，装到车上，后备厢
都盖不上了，还得用绳子拴上。要拉
也得拉个好的呀！”王莘情绪有些激动
地说：“你不要小看这只辘轳，当年日
本鬼子到村里扫荡，到处搜捕共产党
和八路军，我们十来个武工队员和村
干部藏到一口井里。鬼子撤退后，我们
被人用辘轳摇上来，躲过了一劫。你别
看它现在被丢弃路边，它可是革命的功
臣，不应该受到冷落啊！”王莘把辘轳运
到天津后，在自家院子里做了一口假
井，将它安装在井旁，来了个“情景再
现”，以表达对当年战争生活的怀念。
2003年，“非典”疫情突如其来，看到

电视屏幕上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抗击疫
情，“白衣天使”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抢救
生命的画面，王莘不禁热泪盈眶，心潮起
伏，一个新的设想在他头脑中
萌发了。他当即让王惠芬打电
话给石瑞生。很快，石瑞生出
现在王莘面前：“老师，您又有
新歌了，是不是抗击‘非典’
的？”“小石呀，算你聪明！不

过不是他写，而是动员大家都来写。”王惠
芬替丈夫答道。“都动员谁呢？”“当然是我
们熟悉的老作者。你告诉他们，要在最短
时间里，创作十首抗击‘非典’的歌曲，我们
要出版一个专辑，献给战斗在一线的白衣
战士们！”石瑞生“得令”后，火速将王莘的
计划传达给万卯义、胡玉兰、冯国林、刘宝
海、朱胜民等词曲作者。
这些作者真的很给力，不到半个月

时间，便写出19首新歌。其中，有从正面
歌颂抗击“非典”疫情的独唱歌曲《春风激
荡爱在身边》：“随风飘来的不是战争的硝
烟，一片乌云遮住了阳光和笑脸。这是人
类与大自然无声的战斗，这是生命在维
护自己的尊严……”也有通过孩子的视
角，歌颂白衣战士的《我哭了又笑了》：
“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穿白大褂。日夜
治SARS,好久没回家。爸妈抽空打电
话，夸我是勇敢的小红花……”

不料，歌曲只录了五首，便“卡壳”
了。原因是，录制专辑的全部
费用，都是王莘自掏腰包，而进
棚录音、请歌手演唱及后期制
作都需要经费。现在，前期费
用已经花完，不得不通过媒体，
寻求社会的支持。

104 写歌抗疫

雷紫剑的喊声刚落，刘副官
睡眼蒙眬地走了进来，他抖了抖
雨衣上的水珠，站在了雷紫剑面
前。雷紫剑马上命令：“派个人去
请苗万贯，让他快一点儿来。”他
掏出怀表看了看，“一定让他三点
钟以前赶到我这里。”刘副官答应了
一声：“是。”转身退了出去。

雨仍在下着，雷紫剑又在屋里来回
地踱着，内心打着如意算盘：只要苗万
贯赶到，交通警察和盐警队联合行动一
开始，我就把三水镇搜它个底儿朝天，
严志诚要是真的在这里，一定要将他拿
获。到那时，“哈哈哈”，雷紫剑发出一阵
狂笑。就在雷紫剑得意的时候，在李镇长
家门前，停着一辆马拉胶轮的轿车，两名
警察扶着镇长李大麻子从大门里走了出
来，慢慢地爬了上去，一个警察又把那轿
车的门帘放下，三个人一同坐进轿车里，
跟着就是一个盐警军官，披一件雨衣，和
一个穿着蓑衣手提鞭子的赶车人，从左右
两边跨上车辕。那赶车人把鞭子向空中
一甩，“啪”的一声响，那拉车的大青马，就
在这泥水的道路上飞奔起来，胶轮轱辘轧
在泥水里，溅得泥水四外迸射。

镇长家的这辆马拉轿车，经过了几
道卡子，因为是镇长家的车，车上又有盐
警的军官跟着，赶车的又是镇长家的长
工，所以通行无阻。马拉轿车走到前面一
个拐角，路口一片通明，这是盐警大队
部炮楼上的探照灯，平常日子这灯是不
开的，今天因为是雨夜，才开了这个探

照灯。车到路口，发现前面不远处的马路
上，正走着一个人。车把式朝着那外手坐
着的盐警军官看了一眼，好像是在请示怎
么办。盐警军官把身子往那边一歪，压低
声音在车把式耳边说了一个字：“闯！”

赶车人点头，但没有摇鞭子，也没有
呼喊，而是举起了手掌，朝着这大青马的
屁股推了两下，大青马的四蹄便像飞起
来一般。在前面行走的那个人，听见后
边的大车响，忙向路旁躲闪，同时侧目往
这辆马拉轿车看去，不由得“啊”了一声，
两眼死死地盯住坐在车辕外手的那个盐
警军官。此时，那个盐警军官的目光也
射向他这里，两人目光正好碰在一起，站在
路边的那个人，身不由己地往后退了一
步。盐警军官朝着车把式一摆手，说了声
“停”，跟着便一扶车辕跳下了大车，手枪朝
着那人一指：“姓苗的，上车！”车把式一拉手
中缰绳，随之将车闸一扳，马车发出“吱”的
一声，正好停在了苗万贯的跟前。苗万贯
浑身颤抖，他张了两下嘴：“你是严……”严
志诚用手枪顶在苗万贯的身上：“少废话，
上车！”苗万贯吓得往前一迈步，差一点儿
滑倒在地上。严志诚顺势上前，一把将苗
万贯提到车上，车帘一挑，推进了车里，这
大车又飞快地跑了起来。

82 神秘劫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