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
合团体赛昨天展开半决赛争夺，由于变阵使得出场顺序发
生变化的中国队，凭借混双王懿律/黄东萍、男单石宇奇和
女单陈雨菲的胜利，以 3：0 横扫韩国队，第 14 次挺进决
赛，距离第12冠仅差最后一步。
在男双接连输掉首阵后，国羽不得不考虑变阵，由王

懿律/刘成取代何济霆/周昊东。由于王懿律要兼项，此前
一直被安排在最后一场的混双被排在了第一场。 中国队
的半决赛名单是王懿律/黄东萍、石宇奇、陈雨菲、刘成/王
懿律和陈清晨/贾一凡。 第一场混双，王懿律/黄东萍以
21：15、21：15战胜徐承宰/申昇瓒。
第二场男单，此前连续失利的石宇奇终于有所调整，

以 17：21、21：9、21：11 逆转许光熙，赢得二人的首次交
锋。第三场女单，陈雨菲以14：21、21：15、21：15逆转天才
少女安洗莹，保持了对对手的六连胜。

本报讯（记者 李蓓）女篮亚洲杯半决赛昨天开打，中
国队对阵老对手韩国队，第一节就以 23：9霸气开场，最
终毫无悬念地以 93：69 的巨大优势赢下比赛，昂首挺进
决赛。她们将在今晚的决赛中对阵日本队。
虽然在女篮亚洲杯的历史上，韩国队获得冠军的次

数最多，但近 8年以来她们的水平呈下降趋势。而中国
队在此次亚洲杯的小组赛中，则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了
三连胜，三场比赛狂胜对手 183分，大有冲冠之势。本场
比赛，中国队凭借篮下统治性优势一再扩大比分，上半
场结束就以 50：25 遥遥领先。虽然下半场发挥一般，但
仍牢牢控制局面，最终轻松大比分获胜。
本场比赛，中国双塔发挥出色，李月汝得到 20 分 12

个篮板，韩旭贡献10分 8个篮板，此外黄思静得到16分 5
个篮板，杨力维有11分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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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茵 文并摄

金秋十月，微风送爽。国庆期间，我
市各大文博场馆在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措施的前提下，结合自身实际，充分挖掘
文化内涵，发挥特色优势，推出了一系列
特色主题展览和文化体验活动，让广大市
民和游客更加便捷地畅享“文化大餐”，过
一个文化味浓郁的节日。

特色主题展览“上新”受欢迎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2周年，由市文明
办、北辰区委宣传部主办，金亭沙画文化
产业基地和平津战役纪念馆共同承办的
“伟大的征程——红色沙画艺术展”日前
在平津馆二楼临时展厅开展。展览围绕
“传承红色文化，砥砺奋进初心”主题，通
过72幅沙画艺术作品讲述了百年大党的
奋斗故事，抒发了“感党恩、听党话、跟党
走”的炽热情怀。

10月1日上午，金亭沙画文化产业基
地负责人、沙画艺术家王金亭在平津馆现
场创作沙画作品《祖国您好》，吸引了很多

游客驻足观看。谈及创作此次沙画展，王
金亭告诉记者：“我怀着对祖国的感恩之
心，舞沙成画，创作出了这些寓意深远、主
题鲜明的沙画作品，也是希望在平津馆这
个党史学习教育的平台，让更多观众感悟
红色文化的传承和手工创造的魅力。”

国庆假期第一天上午，记者又来到自
然博物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在出示预约
码和健康码后，有序进馆参观。该馆于9
月30日推出的“笔间飞羽——卢济珍鸟类
科学绘画展”吸引了众多游客。展览介绍
了卢济珍女士及她与天津自然博物馆的
渊源，展出了《鸟谱》中的线描插图和《中
国鸟类百态》中的彩色画稿60余幅及40余
年出版或参编的著作。来自天大的学生
张新硕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鸟类
科学画这种类型的展览我还是第一次见，
画作中的鸟类姿态自然，栩栩如生，画面
清新雅致，让观者赏心悦目。”

线下体验展现传统文化魅力

天津博物馆“耀世奇珍——馆藏文
物精品陈列”和“中华百年看天津”展厅

经过两个多月的升级改造，赶在“十一”假
期前恢复对外开放。除了常设展览以外，
国庆长假期间，天博还推出了国庆主题的
体验活动，辅以精彩的文物讲解，吸引很多
家庭报名参加。

昨日，记者也来到天博体验活动现场。
一只素球、一把剪刀、一盘珠针、红黄色棉
线，这些就是制作手鞠球的材料。在老师指
导下，小朋友们手执针线，在素球上细密地
编织、缠绕出五星红旗图案，一颗精美的手
鞠球就诞生了。

接下来的两天，小朋友们将继续在艺术
旅程中，体验古代艺术至现代艺术的转变，
将祖国的万里河山与天博馆藏文物相结合，
将创意绘于纸上。天博宣教部工作人员郭
颖告诉记者：“这个系列活动激发了大家的
创作热情，也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艺术的
独特魅力。”

适逢“世界动物日”到来之际，李叔
同故居纪念馆将于 10 月 7日举办“‘猫部
有约’雅集”活动，届时市民可以带上自
己的爱猫到故居一聚，分享养猫的乐趣
和经验，还可以动手体验猫咪热缩片的
制作。

线上“不打烊”活动也精彩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请党放
心，强国有我。”在一声声慷慨激昂的献词中，
青年学子表达了对党的爱戴和立志报国的决
心。这是觉悟社纪念馆和天津大学团委于
10月1日开展的“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全校
主题团日线上直播活动，浏览量达三万人
次。觉悟社纪念馆馆长马媛表示，该馆将继
续发挥传承红色基因和典型示范作用，不断
创新推出形式多样的党史学习教育“特色
餐”，向新中国72周年华诞献礼。

为了表达对祖国的歌颂与热爱，满足市
民体验文物修复工作的文化需求，元明清天
妃宫遗址博物馆在国庆假期期间，通过视频
录制的方式开展“缤纷秋日·欢度国庆”系列
主题文化活动。10月1日的视频中，天妃宫
遗址博物馆的老师教小朋友们手工制作天安
门“衍纸”画。10月6日，该馆将通过视频教
学的方式，以“文物修复”为主题，让小朋友们
尝试将有残缺的文物（模型），甚至凌乱的碎
片细心拼接成完整精美的器物成品，并完好
地呈现出来。

本报讯（记者 张钢）据灯塔数据统计，10月1日当天
电影市场票房达6.29亿元，观影总人次1348.67万，总场
次36.37万场。其中，《长津湖》票房4.09亿元，不仅占据
整体市场65%的份额，而且超过去年国庆档首日单日冠
军《姜子牙》3.63亿元和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3.88亿元
的成绩，打破影史国庆档影片单日票房纪录。截至10月
2日21时，该片票房突破10亿元，以10.29亿元的成绩暂
居国庆档票房首位。此外，《我和我的父辈》票房获得
1.82亿元，《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票房941.6万
元，分列当日票房排行榜二、三位。

记者当日来到天津中影泰合影城实地探访，晚7时
后，前来影城观影的观众达到高峰。与以往年轻人为主
打观影群体不同，当日来影城观影的大多是以家庭为单
位，父母带着孩子来看片的多是选择《大耳朵图图》《萌
鸡小队》等动画片，中年人则选择《我和我的父辈》，最特
别的是，老中青三代举家前来，他们的选择是《长津湖》。

■ 本报记者 王睿

国庆假期，滨城各景区、场馆推出既
具观赏性又具参与性的“文旅盛宴”，突出
“歌颂祖国”“爱我中华”等主题，与游客一
起热热闹闹欢度国庆。假期首日，滨海新
区公共文化场馆和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
客40531人次。

在泰达航母主题公园的声呐广场“爱
国礼赞”主题互动区，游客们纷纷与国旗
“同框”；来到“基辅号”航母甲板，直播正在
进行，现场工作人员和游客共同唱响对祖
国的礼赞欢歌。进入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
园表演场，国歌响起，全场涌动“中国红”。

到了晚上，天津方特欢乐世界的大型
无人机光影秀拉开帷幕，数百架霓虹闪动
的无人机拼组出五星红旗、神舟十二号载
人飞船等图案。

假期里，滨城还策划了集合展览、科
技、曲艺等在内的文化与艺术“大餐”，吸引
不少游客专程来“打卡”。

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开放《滨城红
潮——滨海新区党的革命历程》《海上国门》《家
和万事兴》主题展，并邀游客免费观看3D影片
《沽口悲歌》。滨海文化中心在中央大厅办
起了国庆主题廊桥文化市集，滨海演艺中心
同样好戏连连，《相声大会》持续“登陆”，家
庭喜剧秀《气球狂想曲》也同期上演。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昨日是国庆假期第二天，蓟州区盘山景
区，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大早，游
客就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在经过扫码、测
温、出示健康码后，有序进入售票大厅。

在登山的路上，很多游客手中举着小国
旗，形成一片红色海洋，满山苍翠的松柏和
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红旗如海，绿如潮，景
色非常美丽，游客们纷纷驻足拍照。游客张
涛说，国庆假期带着家人出来游玩，特别开
心，我们由衷祝福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为丰富旅游项目，盘山景区推出了大型
实景古装演出“盘山北少林”，以真实历史背

景为主线，再现乾隆盛世的民间故事，展示中
华北少林武术，全剧以武打动作为演出亮点，
让广大游客在游览盘山美景的同时欣赏一场
酣畅淋漓的“视觉盛宴”。景区负责人荣祖成
介绍，国庆假期前两天，盘山景区共接待游客
6万人次，同比增长53.79%。

蓟州区文旅局工作人员介绍，为做好国
庆假期旅游接待工作，让游客满意在蓟州，他
们提前筹划，精心安排，确保疫情防控安全，
确保旅游质量稳步提升。国庆节长假前两
天，蓟州区19家景区、33家旅游饭店、1959户
农家院等旅游接待场所，共接待游客38.9万
人次，旅游直接收入4762.2万元，旅游综合收
入2.38亿元，均比去年有较大幅度增加。

■ 本报记者 王睿

心之所向，一往无前。完玛措吉现在
就是这个状态。

完玛措吉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
仁市年都乎乡郭么日村人，我市结对认亲
户——存姐的女儿。对于他们一家的生
活，天津的“家里人”一直很牵挂。最近，存
姐家有啥新消息？这个国庆节打算怎么过？

10月1日，记者拨打完玛措吉的电话，起
初并未接通。没多久，完玛措吉给记者回了一
条微信：“我正在医院值班，现在有点忙，稍等。”
“这阵子一直在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实习，快4个月了，去过3个科室，前两天刚

到儿科，事情多，抽空跟你说几句话……”当
完玛措吉的电话打来，言语间记者感到，这
个姑娘多了几分成熟和坚定。“长假不能回
家了，不过阿妈很支持，因为对我来说，这是
最有意义的国庆节。”

完玛措吉坦言，实习期间，她先后在急
诊和妇科轮岗，体会到了一名医护人员的职
责与艰辛，而且无论是专业知识、操作技能，
还是医患沟通、应变能力，都有了质的飞
跃。“只要上夜班，也就能睡3个小时；刚开始
打针、抽血，我手忙脚乱，现在熟练多了，可
以一边操作，一边安慰病人，让他们不要紧
张。”更让完玛措吉颇有成就感的是，藏族病
人来看病，往往听不懂普通话，她会主动翻

译，在医生和病人之间架起顺畅交流的桥梁，
“他们很感激我，总是不停地说谢谢。病人和
家属的一个微笑、一句感谢，都是对我的肯
定，让我更有动力！”

有收获、有心得，要及时向党组织汇报。
这是完玛措吉对自己的要求。在国庆节到来
之际，完玛措吉提交了一篇思想汇报，她这样
写道：“我无比珍惜这次实习机会，一定不负
所望，多学多干，磨炼自己。假如我能被批准
入党，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定会更加严格要
求自己，自觉接受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倘若党
组织认为我还有不足之处，我会诚恳地接受
建议，努力改进。”

通话中，完玛措吉说，她觉得自己和阿妈
是幸运的。因为有这么多人帮助、关心他们，
让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她才能心无旁骛、满
怀信心地去追梦：“我想向天津的亲人们说一
句‘感谢’！我现在的每一天，都是朝着梦想
前进，我会一步一个脚印，全力以赴，用实际
行动回报你们的恩情。”

■ 本报记者 王音

“老乐，今儿过节，咱吃捞面！尝尝我
打的三鲜卤，你准爱吃。”10月1日中午，家
住北辰区普东街秋怡家园社区的宗德霞
阿姨像往常一样，拎着热腾腾的饭菜来到
邻居孙全乐家。一进门，两人便亲切地聊
起来。

秋怡家园是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混
搭”的保障房社区，居住在这里的老年人
和困难群体较多。61岁的孙全乐就是独
居老人，邻居们都称他“老乐”。因为脑梗

留下后遗症，老乐行动十分困难。用他自己
的话说：“下楼买份烩饼，别人用不了10分钟
的路，自己得磨蹭一个多小时。”为了解决老
乐的吃饭难题，热心邻居宗德霞和老伴儿张
文彩主动提出让老乐在自己家“入伙”。
“我年轻时在饭馆干过，平时就爱捣鼓

吃的。反正自己也得做，就是多做一口、多
双筷子的事。看他有困难，邻里间能帮就多
帮一把。”73岁的张文彩说得实在。就这样，
每天早、晚两顿饭，老两口一人做、一人送，
“入伙”的日子一过就是一年多，真正成了
“吃在一锅里”的半个家人。

老乐爱吃馅儿，老两口就隔三差五蒸包
子、包饺子。眼下，正是吃海货的季节，张文
彩特意到市场买来新鲜的“小豪根”鱼跟着小
虾一起炖，再配上自己贴的饽饽和粘卷子。

一说起饭菜，老乐笑逐颜开：“大哥大姐
变着样儿给我做，顿顿有菜有汤、天天不重
样。我是低保户，每个月象征性地给些伙食
费，不仅吃得饱、吃得好，更主要的是心里暖
和。网格员、志愿者也总上门帮衬着，在社区
大家庭里，有咱党组织、有好邻居，我这日子
不孤单。”
“十一”长假，老两口想着多做些好吃的，

添添过节的喜气。假日里免不了走亲访友、
参加聚会，老两口更是提前做好了计划，不能
耽误了老乐的吃喝。“既然咱担下这活儿，就
是一份责任，一定要安顿好了才能出门。都
说远亲不如近邻，现在老乐就像家里的一口
人，走到哪儿都惦记着。”宗德霞说。

来滨海打卡“文旅盛宴” 蓟州已接待游客38.9万人次

国庆节回访我市结对认亲户

不负好时光 朝着梦想前进

走进秋怡家园保障房社区

吃在一锅里 共叙邻里情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根据最新气象
监测信息分析，昨天夜间开始到6日，津城
将出现一次稳定性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
短时强降雨及6到8级短时大风。节日后
期，气温降幅明显。受降雨及冷空气共同
影响，5日开始我市气温明显下降，降温幅
度6℃到10℃，最高气温将降至14℃左右，
最低气温降至11℃到12℃。

国庆期间，天津师范大学

举行“不忘初心报家国，薪火

相传育桃李——天津师范大

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2周年主题教育活动”。师生

们组成“百年征程”“百年初

心”“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我爱师大”“祖

国万岁”等图案，全场齐声高

呼：“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强国有我

市民在自然博物馆观看“笔间飞羽——卢济珍鸟类

科学绘画展”。

沙画艺术家王金亭在平津馆给观众讲述“伟大的征

程——红色沙画艺术展”创作历程。

天博体验活动——手工制作手鞠球。

国羽挺进苏杯决赛

女篮距登顶亚洲一步之遥

《长津湖》打破
国庆档单日票房纪录

■ 本报记者 余强

“看得过瘾、玩得尽兴、吃得痛快！”一
场本年度北方地区规模最大、品牌最齐全
的国际汽车展览会——2021中国（天津）
国际汽车展览会，让津城玩出不一样感觉。

国庆假期，2021中国（天津）国际汽车
展览会成了津城新的网红地。有新车首
发、有智能模拟对决、有越野模型车挑战、
有动态演示、有美食，丰富的活动吸引了大
量的观众。集赞换礼、抽盲盒等项目更是
给观众带来惊喜。10月1日，首个假期观
众日，进场观众达15万人次。10月2日，
预计观众也超过10余万人次。

专程从北京来的赵先生一家，兴奋地
告诉记者，看天津车展、逛津城、吃津菜，是
他们一家国庆假期的旅游安排，首项活动
看天津车展不虚此行，车展很棒。
为落实疫情防控、提升观展体验，主办

方提示：外省市观众需提供48小时内核酸
检测证明；如自驾出行，请按指示牌先进停
车场，后搭乘免费接驳车进馆。

天津车展
玩出不一样感觉

津城将迎大风降温

我市文博场馆推出一系列特色主题展览和互动体验活动

市民畅享“假日文博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