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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越南有信心 国脚主动请缨

国足期待12强赛首胜

备战足协杯 津京今过招

市足协乙级联赛

总决赛开幕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由天津
市足球运动协会主办，天视体育传媒有
限责任公司协办的“我爱足球”2021年
天津市足协乙级联赛总决赛，在河西
区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举行了开幕式。
“我爱足球”2021年天津市足协乙

级联赛总决赛不仅是一次足球的盛会，
同时也是天津市“体彩杯”首届社区运
动会暨第八届市民运动会的赛事之
一。在今年的分区赛上，共有130支球
队报名3000余人参赛，经过2个月200
余场的比赛，共有16支球队晋级本次决
赛。这次总决赛将以小组单循环及淘
汰赛进行，在一个月时间内组织32场
比赛，将有450多名球员参赛。
在国庆期间组织这次比赛，不仅

全面推进了我市足球运动普及与提
高，让更多的人参与足球运动，更是天
津市足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群众
参与、人民满意为导向，深化“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赛事活动办到
群众身边的实际举措。

本报讯（记者 赵睿）北京时间明天
凌晨1时，12强赛B组第三轮赛事，中
国队坐镇沙迦“主场”迎战越南队，力争
取得本届12强赛的首胜。毫无疑问，
这场较量中国队的表现受到广泛关注，
所承受的压力要远高于对手。

本报记者了解到，中国队上下对本
场比赛获胜抱有很大信心，有队员主动
向教练组请战，希望用自己的表现帮助
队伍。而且，队员私下里也在交流与越
南队员对抗应该注意的事情，毕竟中超
球队在亚冠联赛中与越南球队的交锋
不少，一部分国脚对越南球员的特点比
较熟悉。大战当前中国队氛围还不错。

越南队的韩国籍主教练朴恒绪在

新闻发布会宣称中国队的体力只能坚
持三十分钟，只要顶住三十分钟，越南
队就有可能取得胜利。事实上，中国队
在过去的一个来月内通过艰苦训练，体
能方面已有很大提升，不过，考虑到越
南队员更适应炎热天气下作战的特点，
中国队在比赛中如何合理分配体能是
李铁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另外，争取早
进球也是中国队训练的一门功课。

中国队本场比赛的参赛大名单会
有调整，外界普遍认为年轻的高中锋郭
田雨会进入大名单，利用他的身高、力
量获得对手禁区的制空权。中国队教
练组在研究越南队12强赛前两轮比赛
的资料时也注意到，主场与澳大利亚队

时，面对身体高大强壮的对手，小、快、
灵的越南队整场比赛身体对抗占不到
任何便宜，这个现象或许能够带给中国
队教练组一些启发。

执法中越之战的是来自阿联酋的
裁判组合，主裁判是中国球迷所熟悉
的哈桑。12强赛第二轮比赛，哈桑曾
担任了中国队与日本队比赛的VAR
裁判。哈桑曾执法2016年 12强赛中
国队客场2：3负于韩国队的比赛，2019
年阿联酋亚洲杯，中国队小组赛2：1击
败吉尔吉斯斯坦队；1/8决赛2：1击败
泰国队均由他执法。哈桑还多次执法
亚冠中国球队的比赛，国脚们对他并
不陌生。

本报讯（记者 顾颖 摄影 刘欣）
国庆假期中持续的降雨，昨天再一次
改变了津门虎队的训练安排，球队又
被“逼”进了健身房。再有一周的时
间，足协杯赛就将拉开战幕，因为天气
原因，最近几天球队只能比较多地安
排健身房里的力量训练，这对备战多
少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从联赛第一阶
段结束后，几乎最早结束假期开始备
战，到国庆节也只放了一天假，津门虎
队最近一直在“尽力而为”，是包括球
迷在内，大家都能看到的。今天中午，
球队将出发前往北京，与国安队进行
一场热身赛，这是足协杯赛开始前，球
队进行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9月29日在上海，与申花队进行

第二场热身赛前，津门虎队获悉足协
杯抽签，他们落位下半区的大连赛区，
第一轮将与北体大队交锋。尽管10
月13日至20日，在长春、济南、大连、
梅州4个赛区，本赛季足协杯赛将通
过两轮单败淘汰的比赛产生八强，不
过截至昨天，津门虎队所在的大连赛
区，还没有公布具体赛程及相关细则，
所以，除了已经提交报名参赛的名单

之外，包括出发前的核酸检测，以及行程
安排等，队伍只能先行计划，等待通知再
确认推进。
考虑到最近持续降雨、气温骤降，

这几天津门虎队的微信群里，教练组
也在反复提醒队员们注意增添衣物和

训练后的保暖，避免受凉生病。对于
这一点，外援马格诺深有体会，上个月
底，他就是因为对天津深秋时节昼夜
温差增大的天气特点还不了解、不适
应，训练之后受凉，错过了随队前往上
海热身。

WTA和ATP最新排名揭晓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的
创刊号封面上，以正中间的人物
肖像为中心，右侧用大红色的美
术字体醒目地标有《青年杂志》竖
排刊名；正下方为“上海群益书社
印行”字样。整个封面运用红、
黑、绿三种颜色，构图既显得庄重大
方，又不失明朗活泼。
相比之下，《新青年》的封面设计变

得较为简洁，减少了图片和色彩的运
用，重点突出“新青年”三个大字。从第
二卷第一号开始，封面正中间最醒目部
分，用盾牌形线条框起本期要目，更便
于读者直观地了解刊物的内容。整个
封面仅使用红、黑两种颜色，显得更加
端庄稳重。从第七卷第一号开始，《新
青年》的封面内容再次简化，只设计了
一个“井”字黑框，正中竖排写有“新青
年”三字，两侧是刊号和出版单位。从
第八卷第一号开始，《新青年》的封面又
有所变化，中间设计成了一个地球形状
的图案，上有两只紧握的手，图案上方
写有“新青年”，下方是刊号和出版单
位。之后出版的《新青年》除第八卷第
二号以罗素照片为封面外，一直沿用地
球形状的图案，只是更换色彩而已。
作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创

办初期的《青年杂志》及其更名后的
《新青年》，将主要精力放在青年的思
想启蒙和民族觉醒方面，它如春雷初
动一般，唤醒青年一代冲破封建思想
的牢笼，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文化

知识分子的群体意志，在传播新文化、启
迪新思想方面贡献卓著，逐渐成为新文
化运动中的主要宣传阵地。后期的《新
青年》开始大量地介绍马列主义著作和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成为传
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刊物，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了思想
先导的作用，也为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马
克思主义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保证。

伴随《青年杂志》的出版而揭开序幕
的新文化运动，以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
封建礼教、文学革命为主要内容，既是一
场文化运动，也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
的政治运动。它是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
建思想文化进行的一次猛烈的扫荡，是
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在政
治上和思想上给专制主义以空前沉重的
打击，动摇了传统礼教的思想统治地
位。五四运动后，它转变为由马克思主
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
《青年杂志》及其更名后的《新青年》，

在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向新民主
主义革命转变的年代，指引了时代前进的
步伐，为新文化运动成为影响深远的思想
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对历史的发展和社
会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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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椿蕃 遗著

思想先导的作用

无论是风声、海浪声，还是
马啸、鸟鸣，王莘都理解为作曲家
心境的流露；无论中国话、外国
话，他都认为“音乐来自语言”。
他有一种博闻强识的本领，对在
中央音乐学院学过的东西，无不
记忆犹新；对交响乐，能做到边聆听，
边看总谱；一些有特色的地方则反复
聆听，并在总谱上写下密密麻麻的心
得笔记。有时，王斌心疼妻子，想下楼
帮妻子做饭，父亲总是阻拦他：“不不
不，坐下，听咱的音乐！”对音乐的痴迷之
情，溢于言表。

在王莘的六个儿女中，王斌和大妹
妹王辉、二妹妹王军，最理想的职业都是
当兵，而且都如愿以偿。王辉是与父亲
的《歌唱祖国》同一天诞生的，“文革”中，
按照条件，她本可留城的，但王莘动员她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这个广阔的
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这种历练对人的
一生都有好处。王辉听从了父亲的话，
到自然环境恶劣的河北省围场地区塞罕
坝插队落户。该地与王斌驻防的丰宁相
毗邻，王斌曾前往探望，为其生活条件的
艰苦而心疼落泪。后来，部队招收文艺
兵，她穿上军装，圆了当兵的梦想。王军
小时候是个大脸盘，长得胖嘟
嘟的，歌舞剧院的人都笑称她
“丘吉尔”。她与父亲最亲，是
父亲的“跟屁虫”。若问她“你
是谁生的？”“爸爸生的！”“你吃
谁的奶长大的？”“爸爸的奶！”

最爱唱的歌是“一个兔子一条腿儿”。长大
后，她入伍从军，成为一名军医。王莘的外
甥女朱雪芬，长袖善舞，是歌舞剧院舞蹈队
队长。受她的影响，小五、小六加入了歌舞
剧院学员班，后来都成为剧院舞蹈演员。
特别是小六王玉惠，表演的双人舞《孔雀之
恋》、独舞《长甲舞》，在全国舞蹈大赛中获
奖。两个女儿经常在家跳舞，也刺激了
父亲用绘画表现舞蹈的欲望。一天，他
不知从哪儿弄来几只鹅蛋，用注射的针
管将蛋液抽出，然后用狼毫笔蘸上最普
通的水彩画颜料，画出了《红色娘子军》
中的黎族姑娘，迷人的脸蛋，红黑的小短
裙，可爱极了。又画了娘子军双人舞、
《白毛女》中的喜儿，个个活灵活现，栩栩
如生，堪称精美的艺术品！不但女儿爱
不释手，王斌看了也怦然心动，乘机偷走
一枚，送给部队首长。首长煞是喜欢，当
即便问：“这个跳舞的小姑娘，应该是一
对吧？”“对呀，是一对。您批准我休假，我

就回家给您取另外一枚去！”
当时，王斌还在部队工作，

很难请假，有了这个理由，他就
可以多回家几趟，多看看老父
亲了。但父亲却不主张他用这
种“拍马屁”的办法回家探亲。

112 重拾画艺

大娟妈最关心的是明天的驳
盐。田儿说：“苗瑞祥说了，应该
怎么出船，明天就怎么出船，千万
不要自己胆怯。他还说，游击队
留下了一部分人，如果能够夹杂
在驳盐船上，那就更有利了。”大
娟妈仰面思谋一会儿，然后对儿子说：
“吃完饭，你去找苗瑞祥，说咱们船上
可以来个人，咱的人也可到别的船上
去，跟他商量一下。”田儿高兴地说：
“对，咱们都听他的调遣。”大娟听见妈
妈这样安排，她忙着揭饽饽，心里说：
“这样可好了，可以把同志们隐蔽好，
还能保住乡亲们不受敌人的气。”
夜间，三星刚到头顶，大娟妈就把

大娟和田儿叫醒了。娘儿仨穿好衣服，
带着工具和干粮出得门来，又把门轻轻
地关好，这才奔往坨地外边的盐沟，去
找自己家租的那对船，好去滩地驳盐。
从济公祠那儿开始，到停放空船的坨地
外边的盐沟，要经过盐警队三道岗卡，
每过一道岗卡都要经过仔细盘查，等这
母子三人来到停放空船地点时，有的空
船已经开始行动了。田儿按照昨天下
晚的约会，在指定地点找到了苗瑞祥等
人，根据苗瑞祥的安排，把几对船的人
员调换了，留在三水镇里的盐民游击队
队员，也夹杂在驳盐的船队里出发了。
雨后的夜，显得星星特别密，那银河

的方位正和这盐沟的方位相同。洒满露
水的纤道湿漉漉的，拉纤的人走在这光
滑的纤道上，一步一用力，好在还是空

船，走得稍微省劲些。这些空船一个挨着
一个，在盐沟里鱼贯地走着，撞着盐沟里的
水，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大娟站在船
后扶着大橹，船一直在盐沟的档中行驶。
别看驶船的人都默默无声，却掩盖不住他
们内心的高兴。这马架子一拆，真是去了
工人们的一块心病啊！再看李大麻子和苗
万贯那个狼狈劲儿，哪个工人不感到痛快
呀！虽然说雷紫剑还那么张牙舞爪的，但
有盐民游击队在，这小子也是秋后的“盐
茬”，晃荡不了几天了，早晚得给他刷了
“茬”。就算他们的头子蒋介石来了，也只
是干起沫子不长盐啊，因为节气到了。
这些都是人们的心里话，别看在这空

旷的盐滩上，也不能随便说出来。因为盐
滩现在仍在敌人的手里，各处都有盐警队
的岗卡，随时都会有便衣特务盯梢，即使是
这盐滩的黑夜，也不能有半点麻痹。大娟
妈坐在船后的一块舱板上，借着星光，瞧了
瞧纤道上拉纤的这位同志，他是跟田儿换
的个儿，说是姓陈，个子不算太高，那纤绳
拉得却非常有力，心说：“这些小伙子多好
啊，干啥像啥，谁能说他们是扛枪打仗的，
不是盐工啊？”想到这里，她偷偷地乐了，“人
家本来就是盐工嘛，要不为啥叫盐民游击
队呢？”

90 队员跟船

一批主旋律题材动画片不断涌现 独特方式“俘获”大小观众

优秀动画片又“燃”又好看
■本报记者 张帆

近日，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
理负责人表示，支持符合条件的互联
网视听节目服务机构依法依规制作、
引进、播出内容健康向上、弘扬真善美
的优秀动画片，坚决抵制含有暴力血
腥、低俗色情等不良情节和画面的动
画片上网播出。近来，《血与火：新中
国是这样炼成的》《那年那兔那些事
儿》等一批优秀的主旋律题材动画片
不断涌现，摒弃了空洞说教的叙事方
式，用大量考究的细节处理和有趣的
呈现方式“俘获”大小观众，让动画片
成为传承红色精神、彰显家国情怀的
影像表达。
《血与火：新中国是这样炼成

的》从中共一大的筹备讲起，在每集
三分钟的时长里，浓缩了从中国共
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代表
性事件，为青年观众重现了那段历
史。“儿常怨身体小弱，心思愚昧，口
无化世之能，身无治事之才，前路亦
茫茫多乖变，恐难成望。只以人生
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

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
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
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
功。”这是任弼时赴俄留学前夕写下的
家书，也是历史动画片《星火传承》中
为许多观众津津乐道的一段独白。传
记动画《大鸾——周恩来童年读书的
故事》中，周恩来喊出了那句“为中华
之崛起而读书”，一呼百应。这些历
史人物的铮铮铁骨和思想光辉通过动
画片的形式展现传递，在观众心中播
下信仰的火种，思想之光更令人久久
难忘。
根据中国近代史改编的动画《那年

那兔那些事儿》如今已播出五季，故事从
一群动物瓜分种花家（谐音“中华家”）开
始，兔子们开始为了实现大国梦而努力
奋斗，诸多感人故事也让这部系列动画
收获了各年龄段的观众。每集的片尾，
该片会打开一本尘封的相册，与观众共
同翻阅来自历史长河的影像。传记历史
动画《中国唱诗班》围绕“中国风”进行创
作，让不同国度、不同年龄的观众在视听
中感悟中国文化。在第五话《夜思》中，
主创采用插叙手法，回忆了中国外交官

顾维钧与国际联盟调查团一同深入东北
调查伪满洲国的过程，更展现了他对祖
国的浓浓深情。
扶贫主题也诞生了不少优秀作品，

涌现出《大王日记》《幸福路上》《下姜村
的绿水青山梦》等脱贫攻坚题材动画
片。这些动画将教育扶贫、旅游兴村、
电商帮扶等方面作为创作切入口，向观
众生动描绘人民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上的努力奋斗，立体阐释了动画背后的
现实意义。其中，动画片《大王日记》采
用清新亮丽的水彩画风格，主创团队注
重实地采风，仅场景绘制工作量就有
2000余张。《下姜村的绿水青山梦》呈现
的下姜村委会旧址、思源亭、沼气池等
场地，全是实景实名，通过模拟旅游观
光，从视听上最大限度展示了村落的自
然风光。
无论是日新月异的“种花家”，还是

青山绿水的“下姜村”，这些动画作品最
大程度地用技术和细节构建出符合当下
意境的叙事场景，运用年轻化的表达方
式，表现了大量经典的历史瞬间和感人
故事，让动画片不再“低龄”，陪伴大小观
众一起重温历史，感悟初心。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

生）天津京剧院国庆系列演出昨日在滨
湖剧院精彩继续。今年恰逢京剧大师马
连良诞辰120周年，该院也特别推出经
典剧目《赵氏孤儿》，受到戏迷欢迎。
京剧《赵氏孤儿》是一部凝聚着前辈

大师艺术精髓的剧目，讲述了一段可歌可
泣的忠义传奇，剧中舍生取义的献身情
怀令人钦佩。昨天的演出阵容颇具看点，
程婴一角由老艺术家、马连良弟子张克让
携赵华饰演，庄姬公主由王艳饰演，魏绛
由刘嘉欣饰演，屠岸贾由王嘉庆饰演，韩
阙由黄齐峰饰演，赵武由焦鹏飞饰演。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日前，我市
学校“美育实践课堂管乐展演”在潮白
河畔举办。
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

工作，推动我市中小学校园乐队建设
与发展，“美育实践课堂管乐展演”平
台应运而生。
此次活动共有来自红星职专、

市四十五中、市九中等学校的18支
学生管乐团参与，学生们演奏了经
典红色曲目为新中国成立 72 周年
献礼。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11月12
日至14日，由著名戏剧导演孟京辉
执导，著名演员梅婷与孟京辉戏剧
工作室共同演出的名著戏剧《红与
黑》将在天津大剧院上演。届时，观
众将通过极具孟京辉个人风格的戏
剧语言，再度感受司汤达笔下震撼
人心的故事。
作为当代戏剧艺术家，孟京辉

一直充当着实验践行者的角色，他
执导的《恋爱的犀牛》《琥珀》《思
凡》等作品均是当代戏剧舞台的经
典之作。在戏剧导演的群体中，即
使对于同样的故事，孟京辉也屡
屡在作品中倾注他独到的视角和
理解，给观众带来很多惊喜。
1997年成立的孟京辉戏剧工作室
以多元化、先锋性为创作原则，创
意制作了大量先锋戏剧作品，演出
剧目达40多部，巡演足迹遍布世
界各地。
此次来津，孟京辉带着对经典

著作的敬畏和热爱，将《红与黑》搬上戏
剧舞台，为天津观众讲述了一个生与死
的角逐、爱与恨的纠葛、尊严与名利的取
舍等二元对立的故事。《红与黑》原著自
1830年问世以来影响着世界范围内一
代又一代的读者，它不仅是法国批判现
实主义杰作，更是开创了“意识流小说”
“心理小说”的先河，塑造的于连、德·瑞
纳夫人等经典人物形象广为流传。该作
讲述了出身底层社会的主人公于连，因
其卑微的身份而被上层贵族所鄙视，他
为了尊严而追求名利却一步一步走向深
渊、在临死前
恍悟的故事。
一 个 是

近两百年世
界传诵的文
学名著，一个
是集先锋、创

造、讽刺、幽默等标签于一身的当代
导演，孟京辉版戏剧《红与黑》将呈现
出怎样的舞台面貌令戏剧观众期待
已久。此外，该剧的演员阵容也是一
大特色，梅婷将在剧中出演德·瑞纳夫
人，对于曾主演过《狂人日记》《我爱桃
花》等话剧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推
拿》等影视剧的她，德·瑞纳夫人是戏
剧舞台上具有突破意义的全新尝试。
张弌铖出演于连并率孟京辉戏剧工
作室演出经历最丰富的“空花组”团
队共同奉献佳作。

《红与黑》以新视角再现经典故事

天津京剧院演出马派经典剧目
校园乐队

潮白河畔奏佳音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WTA官网公
布了最新一期“通往总决赛”排行榜，“津
花”张帅/斯托瑟以2911分排第四。最
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张帅上升一位至第
48名，是Top50中的唯一中国金花。
“通往总决赛”排行榜中，克雷吉茨

科娃/西尼亚科娃、青山修子/柴原瑛菜
已经确定入围年终双打阵容，张帅/斯托
瑟2911分仍列第四。最新世界排名中，
穆古鲁扎上升三位至第六，巴蒂、萨巴伦
卡和普利斯科娃依然占据前三。大坂直

美跌出前十至12位。张帅第48位，王蔷
下跌至第86位，郑赛赛下滑至第89位，
王欣瑜创个人历史新高列第117位。
ATP 官网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

名，德约科维奇、梅德韦杰夫和西西帕
斯依然占据前三。纳达尔和费德勒分列
第六和第九。印第安维尔斯赛后，费德
勒极可能退出前十。张之臻下跌31位
至第 240位，李喆提升两位后列第298
位。16岁的商竣程进入榜单，目前排名
第104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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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1114期七乐彩开奖公告

奖池累计：3787202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0注
8注

255注
658注
7328注
11210注
79565注

0元
28332元
1777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全国投注总额：6682718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265期3D开奖公告

700
天津投注总额：760812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三
140注
702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