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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晨）天津马术嘉年华暨天津环亚腾云马
术邀请赛日前在我市环亚马球会举行，本次活动不仅有精彩
的马术比赛上演，还有马车巡游、幼儿马术体验、二手市集、露
营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同步举行，为津门市民的假期生活
提供了一个好去处。

为期两天的本次活动由天津市体育产业协会、天津市体
育文化促进会（筹）、天津天马腾云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天津爱
马者联盟共同主办。其中，马术邀请赛设置了地杆赛、亲子趣
味赛等五项精彩有趣的比赛项目。而嘉年华的部分则设置有
马车巡游、幼儿马术体验等丰富活动，这些与小马近距离接触
的活动最受小朋友的喜欢。露营区内还有众多市民搭起了帐
篷，感受在假日亲近自然、享受户外的畅快体验。而二手市集
则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互通有无的平台，小朋友们通过交换物
品也收获了快乐。

本报讯（记者 赵睿）北京时间昨天，本报
记者连线正在阿联酋沙迦备战12强赛第三轮、
第四轮赛事的中国队，相关人士表示，中国队
目前一切正常，正在为即将到来的与越南队
的比赛做精心准备。武磊火速与队伍会合，
今明两天的训练对于中国队至关重要。
有消息称，中国队后防线屡遭伤病困

扰，最新的一名伤员是年轻的中卫朱辰杰，
他在与叙利亚队比赛中脚部受伤，缺席过
去几天的训练，边后卫高准翼则因为肌肉

问题3日没有前往训练场。此前受伤的张
琳芃和李磊都已恢复合练，但能不能赶上
与越南队的比赛是个未知数。

该相关人士表示，虽然队内有伤病情
况，但全队的目标一致，“都清楚这场比赛
的重要性，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中国队上
下对胜利的渴望不会减弱半分，力拼3分
没有商量。”教练组对越南队做了详细研
究，包括该队队员的特点、习惯动作等等，
这些信息中国队队员人手一份。

上周日，西甲联赛西班牙人2：1击败皇
马的比赛结束后，武磊来不及与球队分享胜
利的喜悦，星夜赶往阿联酋驰援中国队。当
地时间昨天抵达沙迦后武磊按规定接受核酸
检测，随着“核武7”的归队，中国队战术演练
更加完整。据悉，中越之战中国队战术思路
是寻求攻守平衡，不排除在前锋线上起用“秘
密武器”的可能，前两轮没有进入比赛23人
大名单的巴顿、郭田雨等进攻端的队员近期
的训练也很出色，他们能不能得到登场机会，

一方面是看状态是否符合比赛要求，另一方
面也要看李铁的胆量和决心。
越南队抵达沙迦之后的训练安排显示出

他们欲与中国队“掰手腕”的决心，训练的保
密工作做得不错。越南队教练组中有一位
“中国足球通”——曾两度执教中超球队的朴
忠钧。目前中国队的这批队员在中超赛场很
多人都和朴忠钧执教的中超球队有过交锋，
因此他熟悉中国队员的特点，这一点对于中
国队是不利的。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昨天，“相约北
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2021下半年测试赛
和测试活动新闻发布会在首钢园召开，自
今日起至12月31日，北京冬奥组委将在北
京、延庆、张家口3个赛区的8个竞赛场馆
举办10项国际赛事、3个国际训练周和2
项国内测试活动。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前组

织一系列测试赛，是国际奥委会和国际
残奥委会的要求和惯例。此次测试赛中
的许多比赛是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的
赛历赛事，其中还包括资格赛、积分赛，
将采用北京冬奥会赛时的计时记分系
统。与今年上半年冰雪项目测试赛和活
动相比，下半年测试赛的主要特点是赛
事规格高、规模大。
从今日起，北京冬奥组委将在国家速滑馆

举办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在国家雪车雪橇
中心举办雪车和钢架雪车国际训练周和计
时赛；在首都体育馆分别举办亚洲花样滑
冰公开赛和短道速滑世界杯；在国家游泳
中心先后举办冰壶国内测试活动和轮椅冰
壶世界锦标赛。自11月3日起，雪橇国际
训练周和世界杯比赛将在国家雪车雪橇中
心举行；冰球国内测试活动在五棵松体育
中心和国家体育馆举行；国际雪联单板滑雪
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在云顶滑雪
公园举办。

本报讯（记者 申炜）北京时间昨天凌
晨，欧洲豪门球队集体“翻车”：皇马输给了
西班牙人，拜仁不敌法兰克福，巴黎圣日耳
曼也被雷恩击败。
本轮欧洲五大联赛，一个冷门接一个冷

门，网友这样评价：“仁仰马翻，大巴黎开翻了
航母。”拜仁新赛季开局5胜1平，而法兰克福
还没有取胜纪录。当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
场走过场的比赛，而法兰克福的发挥却让人
刮目相看。虽然戈雷茨卡率先破门，但法兰
克福却顽强地2：1逆转，终结了连续30个德
甲客场无法击败拜仁的尴尬纪录。
拜仁将士赛后相当失望，穆勒表示：

“我们非常生气，我们本不应当失利。我还
没看相关比赛数据，但感觉我们有很多机

会。如果我们能把握住机会，那我们本应该
大比分取胜，所有的人会再次大吼‘超级拜
仁’，我们必须在赛后分析所有的情况。”
如果说拜仁的失利是有些大意，甚至有

运气的因素，而皇马输给西班牙人却并不意
外。西班牙人依靠德托马斯和比达尔的进
球，取得了两球领先优势，本泽马虽然扳回一
球，但最终还是1：2输掉了比赛。赛后主帅
安切洛蒂说：“球队踢得不好，理应输球。应
当利用接下来的休赛期反省一下，想想为什
么球队的状态会在一周内有这么大的变化。”
巴黎圣日耳曼“开翻航母”的原因则是因

为球员的态度，同样的阵容可以在欧冠赛场上
击败曼城，而回到法甲赛场却输给了雷恩。赛
后，“大巴黎”的所有球员打分都不及格。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北京时间10月3日晚，在卡塔尔多
哈举行的亚洲乒乓球联盟代表大会上，卡塔尔乒协主席卡里
尔·阿尔·默罕纳迪当选为亚乒联盟主席，中国运动员许昕以
及韩国教练员金泽洙当选为亚乒联盟副主席。许昕昨天表
示，将尽快熟悉亚乒联盟的工作流程，同时站在现役运动员的
角度提出专业的意见和建议，为运动员争取更多的权益。
许昕以现役球员身份进入国际组织任职，是中国乒协向国

际乒坛释放出的大胆培养年轻而有影响力冠军球员的信号。许
昕表示：“很荣幸能够当选，感谢中国乒协和球队多年来对我的
培养。我将尽快熟悉亚乒联盟的工作流程，同时站在现役运动
员的角度提出专业的意见和建议，为运动员争取更多的权益。”
WTT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主席、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

表示：“这将成为冠军球员职业生涯的延伸，许昕的当选只是
一个开始，未来希望更多的冠军球员能够加入到国际组织的
工作当中，成为世界乒坛的中坚力量。”

结束14天集中隔离观察，天津男篮球
员林庭谦于9月30日“解封”。他将在上海
继续7天“居家观察”，一切顺利的话，将于
10月9日前往诸暨赛区与球队会合。已经
一个月未系统训练的他，需要尽快恢复体
能，新赛季体测是他最先要闯过的关卡。
结束亚预赛征程后，林庭谦回到中国台

北，先接受了14天隔离。随后两天在家里处
理相关出行事宜，于9月16日飞抵上海，进

入“14+7”隔离模式。两次隔离下来，林庭谦已
一个月没有系统训练了，这是他运动生涯中从
未有过的。“从来没有这么久不能训练，开始时
非常着急，想赶紧恢复正常训练节奏。但从另
一个角度想，我也有了很多时间可以思考自己
的问题，这段时间就多看比赛录像、多看书。”
从时间角度考虑，俱乐部本来要将新赛

季体测唯一免测名额留给林庭谦，但由于李
佳益意外伤到脚部，免测名额临时“易主”。

这样一来，林庭谦“出关”就要“闯（体测）
关”。“我会把体测想成是好事，这样可以逼着
自己尽快调整到可以正常比赛的状态，免得
受伤。”一切顺利的话，林庭谦将于10月9日
直接从上海前往诸暨与球队会合。新赛季，
林庭谦期待帮助球队赢得更多胜利。
季前赛期间，未参加体测球员可以进行补测。

但上赛季CBA联赛的隔离政策是“14+7+7”，即
满28天才可以进赛区。如果这样的话，林庭
谦将错过季前赛及补测时间。这样，他只
能等到联赛五轮过后再补测。目前，他正在
等待最终通知。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武磊星夜驰援 对手虎视眈眈

国足力拼越南队没商量
许昕当选亚乒联盟副主席

五大联赛 豪门球队接连失利

林庭谦“出关”需先闯体测关

北京冬奥会国际测试赛

今日拉开大幕
本报讯（记者 谢晨）2021年天津市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

示大赛第二站日前在我市环亚马球会隆重举行，来自我市15个
行政区的多支健身队伍现场展示武术、可乐球、空竹、腰鼓等健
身运动，在国庆假期内引领了天津市全民健身的新风尚。

本次活动由天津市体育竞赛和社会体育事务中心主办，
天津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承办，比赛分为五站进行，优秀健
身队伍还将入围年终总决赛。在本次第二站的技能展示大赛
中，有多支健身队伍全新亮相，包括全部由老年男性组成的舞
蹈队以及青少年组成的武术队等，一个个精彩的健身运动项
目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欣赏。

市社体指导员环亚展技能

天津马术嘉年华举行

国庆假期我市演出市场好戏连台

文旅融合洋溢浓浓“津味儿”

天塔建成开放30周年系列活动

“红色记忆”展回首那些年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10月3日18
时至10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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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18时至10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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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例，普通型9例）。

第34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0月4日复查胸CT显示右
肺下叶较前新出现小片状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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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18时至10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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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10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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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10月3日18时至10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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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刘茵 摄影 姚文生

每逢节假日，多姿多彩的演出市场都是
津门一道亮丽风景。这个国庆假期，戏曲、
曲艺、话剧、亲子剧等数百场演出轮番在津
上演，文旅融合洋溢着浓浓“津味儿”特色。

演出大餐丰富多样

天津京剧院于昨日开启国庆系列演出，
率先与观众见面的名家名段演唱会上，该院
几代演员同台献艺，杨乃彭、李经文、康万生
等老艺术家携优秀中青年演员，带来《伍子
胥》《穆桂英挂帅》《敬德装疯》等选段，陈熙
凯、汤振刚等数位优秀鼓师、琴师亦是走马
换将、烘云托月，令戏迷直呼过瘾。
天津人艺于1日—5日演出经典话剧

《雷雨》。这部作品与天津渊源颇深，天津
人艺也多次排演。此次演出的版本由钟海
担任艺术总监，导演方沉，复排导演丁小
平、钟海，且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合作，由
北京人艺演员吴珊珊饰演蘩漪。
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于4日在海河剧

院演出《红珊瑚》青春版。白派剧团演出版
本对剧本作了加工整理，并由青年演员领
衔，青春靓丽。5日，该团将继续演出评剧
名剧《刘巧儿》，由新派传人施立红主演。
昆曲经典作品《牡丹亭》于3日在津上

演，此次演出由京昆教育家、市非遗传人渠
天凰担任艺术总监并策划与导演，诸多优
秀演员与津门曲友等协作演出，包括游园、
惊梦、拾画、叫画等折目。

沉浸感受津沽文化

由北方演艺集团推出的沉浸式实景演
绎互动体验《北洋歇洛克》，今明两日将连

续在范竹斋故居上演。该项目将名人故居打
造成沉浸剧场，由演职员与观众共同“演出”，
自今年8月推出以来已经演出多场。而后，
主创团队又对实景剧场展示空间进行升级，
意在更好地还原百年前天津街景，故事内容
也进行了丰富，道具更多样，生活细节更真
实，出品方希望通过《北洋歇洛克》的沉浸体
验让更多人了解、感受天津城市历史。
位于和平区鞍山道的张园，承载着新中

国成立初期津沽大地的红色记忆，“《奠基岁
月》──天津市军管会和中共天津市委在张
园”主题展览在这里持续展出，在接待参观游
人的同时，张园剧场也有演出上演。10月4
日—6日，张园剧场推出“什样杂耍儿”国庆
专场，快板、相声、京韵大鼓、评书、戏法等多
种艺术形式荟萃，既有传承也有创新，意在让
观众走进历史名园感受历史，并以沉浸式演
出传递津沽文化。

曲艺小剧场笑迎宾客

津门曲艺小剧场是津沽演艺市场一大特
色。位于和平区颇具历史的中华曲苑于9月
29日重装开业，在舞台功能设置和观众席配
置上有了大幅度提升，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
接观众。到10月5日,这里均有天津市曲艺
团带来的相声专场上演，10月2日还奉献了
老艺术家鼓曲专场，由该团老一辈鼓曲艺术
家登台献艺。
名流茶馆是天津相声回归小剧场演出的

先驱,经过长年发展,成为许多游人青睐的津
门文化场所,还入选了国家文化旅游演出重
点项目。今年是名流茶馆成立30周年，于4
日在津湾大剧院上演的“天津相声就是哏儿”
相声专场，名家新秀会聚一堂，奉献了一场津
味儿十足的相声大会。国庆假期期间，名流
茶馆三家店铺也均连续演出，笑迎宾客。

昨日，天津京剧院在滨湖剧院举行大

型京剧演唱会，该团老中青表演艺术家齐

集一堂，为观众带来丰富多彩、流派纷呈的

演出。

国庆假期，在民族文化宫举行的《光风霁

月》主题书画展，除了展出来自我市青年书画艺

术家的百余幅主题书画作品外，还展出了爱新

觉罗·溥佐、范曾、宁书伦等书画大师们的真迹。

本报讯（记者 姜凝）10月2日，在天津
大学迎来建校126周年之际，由该校1977
级、1978级校友集思广益并捐资兴建的纪
念亭在天大卫津路校区青年湖畔落成，为
天大增添了一处颇具古典韵味的人文景

观，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新地标。
该纪念亭由两个单檐攒尖六角亭套合而

成，其有分有合的设计寓意“春华秋实”。纪
念亭的建筑遵循“清式营造则例”古例，部分
画梁借鉴了著名书画家、天大研究生院艺术

研究所前所长、教授王学仲先生的校园画作，
更加突出了纪念亭的天大特色。此外，天大
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著名作家、画
家、文化学者冯骥才先生和1977级建筑学校
友覃力为纪念亭的两个入口题写了“龙门复
启春秋榜，国运重兴风雨楼”“云飞天大高弥
小，水入北洋深且平”两副佳联以及“桃李逢
时”“巍巍学府”两块匾额。

本报讯 截至2021年10月4日，我市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转办
群众信访举报件13508件。其中：滨海新区
2410件、和平区391件、河东区791件、河西区
785件、南开区903件、河北区623件、红桥区
325件、东丽区687件、西青区829件、津南区
874件、北辰区972件、武清区808件、宝坻区
889件、宁河区594件、静海区911件、蓟州区
662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局6件、市
城市管理委6件、市交通运输委2件、市国资
委1件、市生态环境局3件。群众信访举报具
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天津
日报》《今晚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北方
网、天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每天8：00—18：0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
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今年10月1日是天塔建成开放30
周年纪念日，当晚上演的天塔巨型蛋糕投影灯光表演吸引了
不少市民拍照打卡、参与抽奖，也在网上引发热议，唤起市民
共同回忆。

巨型蛋糕投影灯光表演，以暖心话语和精彩画面致敬天
塔建设者和30年来的天塔“守护者”，同时为现场参与抽奖的
幸运市民送上福利，瞬间成为线上线下热议话题，曾在天塔工
作过的员工、曾登过天塔的游客以及众多热爱天津的网友纷
纷为天塔送上祝福。本次展览结合津城实景，便于观者更直
观形象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先辈们及优秀海河儿
女的英雄事迹。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由市全民阅读办、天津广播电视台
少儿频道、天津美术馆共同举办的“书香颂百年 永远跟党走”
之“我的书屋书吧·我的梦”主题书画作品展，日前在天津美术
馆开展，展期将至10月10日。
该活动自2019年举办以来，累计10万名少年儿童参与，

覆盖全市各年龄段儿童。本次主题展展出作品包含绘画、书
法、手抄报等，孩子们通过参加活动，收获自信、勇气和欢乐。

天大校园再添新地标

“我的书屋书吧·我的梦”

主题书画作品展举办

■本报记者 苏晓梅

“中午1：00到达滨海国际机场，接送
43名由哈尔滨、厦门等中高风险地区抵津
人员，运送至隔离酒店。”10月1日7：30，驾
驶员张文建收到当日工作分配信息。
检查车辆、清洁消毒、开门窗通风、与

医护人员核对运送人员名单，和日常没什
么两样，张文建做好基础准备，穿上防护

服、戴上护目镜和手套，开始了一天工作。
在这个国庆节，市公交集团公务租赁公

司驾驶员张文建依旧身披白色“战袍”，坚守
在运送隔离人员的第一线，这也是他在隔离
车厢度过的第二个国庆节。从2020年新冠
疫情暴发，42岁的张文建就一直服务于河北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运送隔离人员。
11：00，张文建已驾车提前到达滨海国际

机场，再次与医护人员核对运送人员名单，随

后开车门进行全面通风。
12：20，由中高风险地区抵津人员陆续到

达，张文建逐人进行测温、登记、检查健康码，并
帮助乘车人员摆放行李，随后发动车子运送43
名乘车人员前往指定医院进行核酸检测。
18：30，全部人员核酸检测完毕，张文建再次

驾车将乘车人员分别送往酒店进行隔离观察。
20：30，华灯璀璨，最后一名中高风险地

区人员被送达指定隔离酒店。
“师傅谢谢您了，节日快乐！”乘客下车

时，和他挥手道别。
“国庆节快乐！”他笑着回应。

我在隔离车厢庆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