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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交响乐团策划推出系列演出普及高雅艺术

“周日音乐下午茶”奏响节日乐章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

伴着优美的圆舞曲，享受着惬意的假日午
后，昨日，津城乐迷在天津音乐厅迎来了由
天津交响乐团打造的“周日音乐下午茶”系
列音乐会开幕演出——“午后圆舞曲”交响
音乐会。这也是“周日音乐下午茶”这一我
市知名艺术品牌重新打磨后的首次亮相。
作为深受观众喜爱的艺术品牌，“周日

音乐下午茶”是许多乐迷每周日下午必听
的系列演出。天津交响乐团将其重新打磨
包装，提升内涵与品质，将推出一系列高规
格、高质量的音乐会演出。天津交响乐团
团长董俊杰表示，天交依托自身艺术资源，
一方面广泛深入张园、西岸春秋剧场、全市
大中小学等基层一线举办“红色文艺轻骑
兵”演出；一方面坚持艺术与市场探索，打
造出一批优秀音乐品牌，新的“周日音乐下
午茶”在火热庆祝新中国成立72周年之际
推出，也是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全新打
造的。

据了解，新的“周日音乐下午茶”在曲
目上选取老百姓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中
外经典曲目，结合交响乐、西洋室内乐、民

族管弦乐、声乐、讲座等多种演出形式，满
足不同观众的艺术品位和欣赏需求。该品
牌还将通过低票价惠民措施，吸引更多观

众走进音乐厅观看演出，以一种常态化的演
出模式为观众普及高雅艺术。此外，“周日音
乐下午茶”还将搭乘文旅融合的东风，与有关

方面合作，邀请来津旅游观光的四海游客走
进天津音乐厅，感受天津浓厚的艺术氛围。

昨日秋雨来袭，但观众们的热情依旧
将天津音乐厅烤得火热。这场演出是“周
日音乐下午茶”系列音乐会的子品牌“午后
圆舞曲”交响音乐会，由董俊杰执棒，精选
了风靡世界各地的经典圆舞曲作品及其他
舞曲作品，具有鲜明的节日风格。音乐会
上，观众们欣赏到了格林卡《鲁斯兰与柳德
米拉序曲》、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组曲、伊
万诺维奇《多瑙河之波圆舞曲》、小约翰·施
特劳斯《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等经典作品，
在优美流畅的乐声中感受音乐艺术的魅力
和“十一”长假的惬意。
“周日音乐下午茶”将持续与观众见面，

于每周日下午15:00推出一台主题演出。10
月10日，由天交首席、小提琴演奏家雷声与
钢琴家张乐领衔演出“梁祝·黄河”小提琴钢
琴独奏音乐会；10月17日，天交“弦乐首席室
内乐团”将献上一台风格多元的“龙猫遇上鳟
鱼”音乐会；10月24日，天交“乐高”木管五重
奏组将以一台“我和我的祖国”木管重奏独奏
音乐会献给知音。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
心获悉，10月2日18时至10月3日18时，
我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
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47例，其中男性82例，
女性65例；治愈出院144例，病亡3例。

10月2日18时至10月3日18时，我市
无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
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43例（中国籍305

例、菲律宾籍10例、美国籍4例、乌克兰籍3
例、波兰籍3例、法国籍2例、意大利籍2例、
委内瑞拉籍2例、韩国籍2例、乌兹别克斯坦
籍1例、俄罗斯籍1例、哈萨克斯坦籍1例、立
陶宛籍1例、日本籍1例、西班牙籍1例、新加
坡籍1例、印度尼西亚籍1例、马来西亚籍1
例、突尼斯籍1例），治愈出院332例，在院11
例（其中轻型3例、普通型8例）。

第33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0月2日
复查胸CT示左肺下叶可见新发斑片、树芽
影。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患者新冠肺炎
分型由轻型更改为普通型。

10月2日18时至10月3日18时，我市
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
者353例（境外输入348例），尚在医学观察9
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297例、转
为确诊病例47例。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342例无症状感染
者、第343例无症状感染者于昨日从海河医
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10月3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
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5682人，尚有276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10月2日18时至10月3日18时

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日前从市委
网信办、市大数据管理中心获悉，由市委
网信办、市大数据管理中心打造的“银
发”智能服务平台作为天津案例入选国
家首批运用智能技术服务老年人示范案
例。据悉，这是从全国推荐的89个案例
中评选出的 14 个地方案例之一。作为
我市运用智能技术服务老年人的示范案
例，“科技赋能 智慧适老——天津市打
造银发智能服务平台和智慧康养社区”
通过科技赋能、智慧适老，强调创新供给
和提升能力相结合，为老年人居家社区

养老提供高效解决方案。
据市委网信办、市大数据管理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银发”智能服务平台，搭建了数据
分析关爱体系，汇集重点关爱人群家庭日常
用电、用水、用气的情况，通过建模分析，监测
使用量突变情况进行预判，及时发布预警信
息。还搭建了物联网关爱体系，配套相应感
知设备，实施全天候关爱保障，搭建了人工智
能关爱体系，智能语音呼叫系统协助及时掌
握并确认老人当前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况，避
免意外发生。同时，平台形成提升智能语音
和大数据分析两项核心能力，服务于老人的

情感关怀、健康咨询、生活服务等方面，并为
服务管理执行部门提供数据决策支撑，提高
服务管理质效，整体打造立体化的综合养老
服务体系。

自“银发”智能服务平台在我市试点以
来，已完成与天津市一体化社会治理信息化
平台“津治通”平台对接，形成事件处置全闭
环。截至目前，市级平台已覆盖滨海新区、红
桥区、南开区、河北区、武清区、西青区、东丽
区等区的近1.8万户老年群体，共处置告警事
件5000余起，显著提升了重点关爱人群服务
的质量和效率。

我市“银发”智能服务平台成国家范例
市级平台已覆盖近1.8万户老年群体

“防蓄结合”做好汛末蓄水

全市地表蓄水15.93亿立方米

本报讯（记者 王音）记者从市水务局获悉，市水务部门坚
持“防蓄结合”，抢抓有利时机，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前提下，适
时调整调度措施，加强汛后期雨洪资源拦蓄利用。截至9月
30日，全市地表蓄水15.93亿立方米，是近年来最多的年份，
为我市城市供水及农业生产提供充足水源保障。

积极增加水库水源储备，合理拦蓄于桥水库上游来水。
在保障防汛安全的前提下，适时减少水库放水量，尽可能多存
蓄雨洪资源，为城市供水增加水源储备。截至目前，于桥水库
总蓄水量4.3亿立方米，较汛前多蓄水2.5亿立方米。加大对
河道雨洪资源拦蓄。在合理分析汛后期上游入境水量情况的
前提下，适时调整河道闸坝调度措施，适当抬高河道水位，增
加北部河系、南部大清河系河道蓄水，储备农业水源，一、二级
河道累计蓄水6亿立方米。

在湿地水源补充方面，我市利用雨洪资源经州河、蓟运河、
潮白新河等河道，为七里海、大黄堡、团泊洼、北大港湿地实施生
态补水，累计利用雨洪资源向四大湿地生态补水1.52亿立方
米。在统筹利用雨洪资源方面，我市利用潮白新河里自沽节制
闸放水12.19亿立方米，统筹联合调度，在保障防汛安全的同时，
为宁河区、滨海新区等地区增加农业和生态水源储备。

本报讯（记者 曲晴 刘国栋 高立红）
近日，许多居民反映小区内、马路旁有许多
正在蠕动的毛毛虫，给生活带来很大的影
响。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委获悉，市民看见
的毛毛虫是美国白蛾幼虫。目前，美国白
蛾消杀工作正在积极开展，已释放美国白
蛾天敌——白蛾周氏啮小蜂4亿头，实现
“以虫治虫”。

美国白蛾是一种国际检疫性害虫，
一年发生三代，其中第三代的危害期发
生在8月底至 10月上旬，具有全年危害
最重、危害时间长、蔓延速度快、易造成
大爆发等特点。“由于今年我市降雨频次
增多、降雨量大，造成园林树木出现虫
害，以美国白蛾危害较为严重。它不仅
影响园林树木景观效果，还会危害树木
的正常生长。”市城市管理委园林养护管
理处处长王和祥说。

城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对市辖区内
主次干路行道树美国白蛾虫情普查发
现，各区主干道防控情况基本较好，但部
分次要路段、偏远路段第三代美国白蛾
幼虫网幕数较一、二代明显增多，较往年
也有所增多。
我市已释放美国白蛾天敌——白蛾周

氏啮小蜂 4亿头，达到“以虫治虫”的目
的。工程技术人员表示，他们主要通过在
树干上固定柞蚕蛹的方式释放白蛾周氏啮
小蜂，这种小蜂没有蜂针，不会对市民安全
造成威胁，请大家不要将其蚕蛹取下，以免
影响生态治虫效果。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在宁河经济开发区南方汇通有限公司再
生水车间里，一整套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正开足马力、全速运转，每
日生产的再生水全部用于新天钢联合特钢有限公司生产运行。
过去，宁河区生活污水经过处理厂达标处理后，直接排入

蓟运河，造成水资源浪费。为此，宁河经济开发区帮助相关企
业建成日产5万吨的再生水工厂，给园区耗水企业大户供
水。据了解，再生水被输送到新天钢联合特钢有限公司动力
厂二次加压泵站内，再通过管道分别输送到各条生产线，用于
锅炉补水、设备冷却等。副总经理吴俊国介绍，再生水每吨水
价5.56元，原先车间里使用的全部是自来水公司供应的自来
水，每吨水价7.9元，一年可节约水费支出940万元。

宁河开发区建成再生水工厂

日产5万吨 节省自来水

我市开展美国白蛾除治工作

4亿头周氏啮小蜂上岗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记者获悉，10月1日起，南港港铁
物流专用线正式进入试运营阶段。
南港港铁物流专用线由天津铁路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和泰达南港集团合资建设，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南港工
业区港北路南侧，是天津市加快“公转铁”，打通港区铁运“最
后一公里”，促进滨城运输结构调整的重要铁路线。

打通港区铁运“最后一公里”

南港港铁物流专用线试运营

国庆假期，许多市民来到“城市书房”看书学习，乐享假

日美好时光。 本报记者 孙立伟 摄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在昨晚进行的
2021 年女篮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
73：78 负于日本队，眼睁睁看着对手实
现五连冠。澳大利亚队以88：58大胜韩
国队，获得季军。过去10年间，日本队一
直统治着亚洲女子篮坛。这一次，中国
队原本志在夺回亚洲霸主地位，遗憾的是

她们依旧没能成功。
决赛前，势如破竹的中国队场均净胜对

手51.75分。207分，这是中国队前4场净胜
分。然而到了决赛，再也没有这么轻松的时
刻。在亚洲杯赛场上，日本队一直是中国队
的“苦主”——2013年小组赛、2015年小组赛
和决赛、2017年半决赛、2019年决赛，中国队

从未赢过日本队。
战胜日本队，是中国队最大的目标。

然而，现实很残酷。又一次在亚洲杯决赛
中面对老对手，缺少邵婷、孙梦然、李梦等
主力队员的中国队，依旧没能捅破那层窗
户纸，再次与冠军奖杯失之交臂。不过，最
近 5届亚洲杯都能站上领奖台，年轻的中
国队配得上掌声。本场比赛，黄思静18分
7篮板、李月汝16分 11篮板。日本队宫崎
早织得到全场最高的26分，奥克耶桃仁花
得到21分。

本报讯（记者 申炜）日前，由天津市足
球运动协会和天津市校园足球办公室联合

主办的天津市青少年足球精英赛，在我市河
西区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拉开帷幕。

本次青少年足球精英赛是2021年度天津
市第三项青少年赛事，分为河西区青少年足球
训练基地和河北区体育中心两个赛区。共设
置13个年龄组别，来自全市各青训基地、青训
机构、学校的152支队伍、2234名队员参加。

中国女篮无缘亚洲杯冠军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2022赛季CBA联赛将于2021
年10月16日正式开赛，揭幕战将由卫冕冠军广东男篮对阵深
圳男篮。天津先行者男篮将于10月9日前往诸暨赛区，季前
赛分别于11日和13日对阵同曦男篮和北控男篮，常规赛首战
则是17日迎战上海男篮，目标仍是全力冲击季后赛。

新赛季CBA常规赛38轮。第一阶段于10月16日至11月14
日在浙江诸暨以赛会制方式进行，共安排13轮。全明星周末拟于
2022年3月26日、27日举行。季后赛计划于2022年4月24日开
始，最晚于5月20日结束。

由于外援政策刚刚下发，留给各队准备的时间非常仓
促。这样一来，天津男篮第一阶段将以全华班出战。目前，俱
乐部方面正在积极联系外援，为第二阶段做准备。据悉，天津
队拥有优先续约权的泰勒·罗切斯特回归的几率非常大。虽
然大外援托多洛维奇已经签约其他联赛，但并不排除天津队
为他买断合同重新招至队中的可能。而考虑到外援将缺席第
一阶段联赛，这样一来，他们能打的常规赛将只剩下25场，球
队也将根据对方要价考虑性价比问题。同时，也在积极联系
其他外援人选。

第一阶段全华班出战

天津男篮9日兵发诸暨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日前，由天
津市体育局、天津市体育总会主办，天
津市体育竞赛和社会体育事务中心、
天津市人民体育馆承办，天津市公园
健身协会负责执行的“国庆健身新民
俗”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天津市人民
体育馆举行。
本届“国庆健身新民俗”系列活动形

式新颖、参与性强，以“倡导国庆新民俗，
打造爱国活动周”为主题，囊括了全国百
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展示暨天津市健身
气功站点联赛、京津冀风筝邀请赛、天津
青少年桥牌公开锦标赛、天津青年桥牌
团体赛、天津市桥牌等级赛等市级示范
性活动。该系列活动以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昨天，由中体健(天津)体育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主办，灵动(天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
协办的2021“超级鹰”障碍挑战赛（光合谷站）在天津市静
海区光合谷旅游度假区落下帷幕，天津希望工程“爱心大
使”、奥运冠军佟文现身并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户外运动，
拥抱阳光。
本次挑战赛为期三天，选手年龄分为4至6岁、7至10岁

和11至15岁三个组别。10月1日的部分场次比赛为公益专
场，组委会邀请了诸多渴望融入社会、需要关爱的孩子，困境
中的青少年，抗疫一线工作者及其家属的小朋友们前来参加
公益专场比赛。10月2日和3日的比赛全部为挑战赛，全程3
公里，根据不同年龄分组设置不同障碍等级，共设置了11项
国际标准大型户外关卡。比赛要求小选手独立完成，按照规
定完成比赛。小选手们在比赛过程中不断突破自我，磨炼了
意志。

天津市青少年足球精英赛开幕

“国庆健身新民俗”活动启动 “超级鹰”障碍挑战赛光合谷站落幕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年苏迪
曼杯决赛昨天上演，这是中日两队连续
两届以及过去四届中第三次在决赛中交
手。此役国羽男线表现更为出色，在陈
雨菲失利的情况下，中国队以3：1力克
对手，成功卫冕并第12次捧杯。
国羽在半决赛中“雪藏”何济霆/周

昊东，给了二人调整状态、收拾此前连续
失利心情的时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
也是出于对二人的保护。决赛对阵日本
队，何济霆/周昊东再次为国羽打头阵。
这一次二人不辱使命，以21：17、14：21、
21：16力克小林优吾/保木卓朗，为国羽
打响头炮。兴奋的何济霆脱下球衣庆祝

胜利，也是对此前压抑情绪的宣泄。
在男双终于缓过来的时刻，不承想近来

一度让人放心的女单却出了问题。奥运会、
全运会、苏杯赛一路作战，陈雨菲的体能明显
吃紧，最终以19：21、16：21负于山口茜。男单
焦点战在石宇奇和世界排名第一的桃田贤斗
之间上演，虽然此前双方六次交手石宇奇只
赢过两次，但此番关键一战，石宇奇顶住压力，
以21：13、8：21、21：12力克对手，连续两届苏
杯决赛击败桃田贤斗。
第四场女双，陈清晨/贾一凡以21：17、

21：16战胜临时组对的松本麻佑/松友美佐
纪，帮助中国队以3：1击败日本队，为国羽成
功卫冕锁定最后一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