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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轻取北体大队 新外援表现中规中矩

津门虎晋级足协杯十六强

客场不敌沙特 位列小组第五

国足归来 期待主场翻身仗

天津女排外援抵津投入训练

希望助力球队联赛夺冠

梁靖崑孙颖莎获世乒赛单打资格

本赛季乒超联赛落幕

本报讯 10月 10日是世界精神健康
日，“健康中国 体育力量”2021全国十英
里文化体育系列活动在天津萨马兰奇纪念
馆举行。本次活动由天津市体育竞赛表演
服务业商会、天津十英里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主办，天津高手会体育集团有限公司、大体
舞（山东）体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活动得到
了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健康管理与健康服
务工作委员会等合作方的大力支持。

十英里项目旨在通过文化体育活动的

形式，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动广大青少年
在精神领域健康成长，项目丰富多彩，除了
为中国路跑产业开辟一条新赛道之外，还包
括其他文化体育板块，如舞动你的城市、高
手会跆拳道、棋类运动、奥林匹克文化传播
等。截至目前已在天津、广州、西安等地举
办了该活动，今年还将落地东营、曲阜、成
都、广州、江门等地。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本赛季足协
杯赛正赛的首轮比赛，在济南、梅州、长春、
大连4个赛区同时开战，并进行完了总共16
场“32进16”比赛中的8场。凭借苏缘杰的
梅开二度和马格诺的点球，天津津门虎队
3:0战胜了年轻的中甲球队北京北体大，顺
利晋级十六强，将与大连队争夺八强席位。
昨天津门虎队排出了以老带新的阵容，

最受关注的是联赛间歇期正式加盟的荷兰
籍外援维吉诺维奇首发登场，反观北体大
队，则场上绝大多数都是23岁以下球员。开
场后不久，王嘉楠和钱宇淼就先后助攻苏缘

杰取得进球，加上对手作战能力并不强，因
而昨天的比赛，津门虎队赢得比较顺利，第
82分钟，替补登场的马格诺创造点球良机，
并自己主罚命中，将比分锁定为3:0，是锦上
添花的进球。
不过，也有意外发生，比赛进行到将近

20分钟的时候，北体大队9号高中锋田玉达
接队友传球后，向津门虎队禁区内突破，和
出击扑球的津门虎队守门员方镜淇相撞，方
镜淇的右脚踝在冲撞中受伤，导致津门虎队
被动换人，由滕尚坤登场。虽然赛后教练组
和队医与方镜淇本人沟通，得出了不急于就

医，可以休息观察两天的结论，但是鉴于津门
虎队此次出征大连，只带了方镜淇和滕尚坤两
名守门员，昨晚球队已经紧急安排在津的年轻
门将胡皓然到大连驰援，以避免出现18日的“16
进8”之战，球队没有替补门将的问题。
顺利晋级后，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表

示，这是球队间歇期之后的第一场比赛，队员
们总体发挥不错，希望通过比赛来锻炼队伍，
一场一场打，力争好成绩。至于维吉诺维奇，
球迷们普遍感觉他初登场的表现，没有之前
马格诺初登场时那么亮眼，于根伟也解释说，
维吉诺维奇几个月没打正式比赛，还需要适

应，另外他的身体并没达到最佳状态。
赛后回到酒店，津门虎队的教练和队员

们晚上也全程关注了大连人队与U20国家队的
比赛，最终，大连人队2:1逆转战胜U20国家队
晋级，他们将在18日15:30与津门虎队进行第二
轮比赛，争夺一个足协杯八强席位。
纵观昨天进行完的8场比赛，最大的波

澜，或者说意外，是广州队首轮出局，0:1不敌
中乙球队青岛青春岛队，这一战，广州队全部
派上了23岁以下球员，还出现了替补门将郭
嘉宇上场，首发门将张健智换了衣服改踢中
锋的令人匪夷所思一幕。

本报讯（记者 赵睿）12强赛第四轮，中
国队客场2:3不敌沙特队，四场战罢积3分
列小组第五，争取小组第三名的难度已相
当大。当地时间昨天中国队启程回国休
整，中国足协全力推进11月份两个主场比
赛放在国内进行的工作。另据了解，中国
队回到苏州后可能仅调整2天就将重新投

入到新一轮的备战，由此不难判断，李铁教练
团队带队工作是按部就班地进行。

与沙特队一战，中国队上半场排出532
阵型，意在稳固防守，但踢得很被动，尤其
对沙特队新更换的16号球员萨米缺少针对
性限制，被其分别在14分钟和38分钟破门，
武磊在34分钟的单刀射门被门将化解，张

玉宁外围再射偏出。下半场李铁变阵442，
派上阿兰、洛国富两名入籍前锋，后者登场
不到30秒就在禁区左侧踢出一记世界波，
皮球直接钻进沙特队球门后角。扳回一球
的中国队士气大振，围攻对手，但不久后沙
特队利用反击再进一球。第87分钟吴曦禁
区外劲射导致沙特队替补门将接球脱手，
皮球滚进门内。最终中国队还是没能打进
扳平比分之球。

本组另外两场比赛，日本队主场2:1力
挫澳大利亚队；阿曼队主场3:1击败越南
队，两队同为6分，阿曼队因为净胜球多暂
排小组第三。沙特队积12分暂居小组第
一；澳大利亚队积9分暂列第二。中国队11
月份两场比赛分别是主场对阵阿曼队、澳
大利亚队，李铁赛后呼吁：“我们想要击败
更强大的对手，需要更努力和利用好主场
优势。”

上届12强赛中国队4战1分，本届拿到一
场胜利，总体优于上届同期，目前虽然处境艰
难，但还没有失去晋级可能。如果能够利用
好两个主场，积分最大限度接近小组第一梯
队，中国队就能把争取获得小组第三、打附加
赛的希望保留到12强赛第二阶段。

本报讯（记者 张璐

璐 摄影 谢晨）帅气的
短发、灿烂的笑容，天津
女排为备战新赛季排超
联赛引进的土耳其外援
巴尔加斯昨天与球队会
合，她在结束了入境中
国后的“14+7”隔离观
察后正式亮相津门，并
迅速投入到训练中。即
将年满22岁的她信心
十足地说：“我就是来帮
助天津女排夺取联赛冠
军的！”

昨天10时左右，巴
尔加斯到达复康路排球

训练馆，热情地和大家打着招呼，同时与天津女排主帅王宝泉
率先见面。王宝泉向她介绍了天津女排的历史，随后安排她回
宿舍休息。15时，巴尔加斯和天津女排其他球员一同抵达训练
馆，随即开启了加入天津女排后的首次训练。虽然语言不通，
但巴尔加斯看着其他球员的热身动作，也很快跟上了球队的训
练节奏，还与二传手陈馨彤结伴进行了两人打防训练。由于此
前20多天没有进行系统训练，巴尔加斯在短暂的有球练习结
束后，便独自前往健身房展开了肌肉力量训练，“之前有近一个
月没有系统训练，在隔离酒店的房间内只能通过一对哑铃和一
些弹力带保持身体力量，所以我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恢复身体状
态。我知道天津女排队中有很多国手，我会尽快融入球队，帮
助天津队最终夺得联赛冠军。”巴尔加斯表示。
天津女排本周日将与联赛新军深圳女排在津进行热身赛，

巴尔加斯届时有望首次身披天津女排战袍正式亮相赛场。

天津男篮负北控差在篮板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经过10天
的激烈角逐，2021年中国乒乓球俱乐
部超级联赛在山东威海落幕。山东
魏桥和山东鲁能分别夺得男团和女
团冠军，位列积分榜男、女第一名的
梁靖崑和孙颖莎双双获得世乒赛单打
参赛资格。

中国乒协将乒超成绩与休斯敦
世乒赛参赛资格挂钩，位列积分榜
男、女第一名的选手获得世乒赛单打
参赛资格。孙颖莎位列女子第一名，
收获世乒赛女单入场券。此前，东京
奥运会女单冠军陈梦和全运会女单
冠军王曼昱均收获世乒赛单打资
格。这样，东京奥运会女团冠军成员
全部进入国乒的世乒赛单打参赛阵
容。中国队最多可以派出5名队员参
加世乒赛女单，剩下的两个参赛席位
尚未确定如何产生。积分榜男子第
一名梁靖崑获得世乒赛男单参赛资
格，此前樊振东已经通过选拔获得参
赛资格。这样，马龙等人将争夺其余
三席。

随着联赛落幕，国乒将开启新一
轮封闭集训。10月 17日开始，包括马
龙、樊振东、许昕、陈梦、孙颖莎、王曼
昱在内的男、女各32名队员将在温州
集结，备战11月在美国休斯敦开打的
世乒赛单项赛。届时，乒超联赛期间
休息的刘诗雯也将归队。

全国十英里文化体育系列活动在津举行

精心打磨后再亮相 舞台风格平实写意

《革命家庭》传递信仰力量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

昨日，由市委宣传部、北方演艺集团重点打
造，天津评剧院创排的评剧《革命家庭》在
天津大剧院演出两场。全剧洋溢着浓厚的
革命正气，传递出信仰的力量。
评剧《革命家庭》是根据“革命母亲”陶

承的口述自传《我的一家》改编而成，出品
人、领衔主演曾昭娟，文学指导盛和煜，编
剧徐新华，导演张曼君，天津评剧院实力演
员以及剧院学员班学员共同出演。

今年年初该剧在津成功首演，并入选
由中宣部、文旅部、中国文联共同举办的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
作品展演，于今年6月进京演出，向建党百
年献礼。后又在津演出多场，不仅为观众
带来艺术上的享受，更以戏曲形式进行生
动的党史学习教育。

该剧边演出边打磨，积极听取来自专
家学者等多方面的建议，昨日演出也是以
新面貌亮相。故事以剧中女主人公方承的
回忆展开，方承与江梅清新婚之夜，丈夫笃

定的一句“你不是江方氏，你是方承”一下触
动了乡村姑娘，令她的思想解放与革命理想

生发于相濡以沫之间。后江梅清惨遭杀害，方
承妻承夫志，怀着悲痛携儿女寻找组织，寻找

已投身革命的长子江立安。一家大小在不同
阵线为革命出力，特别是方承，逐步接受革命
理想，并逐步成长为一个意志坚定的革命者。
面对敌人的威逼，为了保住党的秘密，重逢不
久的方承母子毅然选择生死之别……

剧中跌宕的故事，也展现出这一家人承
载的价值追求，呈现出一种有信仰的人生境
界。全剧尾声，方承的思绪再次回到1949年
上海解放之日，当她再次抚看那张唯一的全
家福照片，也令人随之感叹奋斗历程的艰苦
卓绝、革命先辈精神的伟大，更感慨当下美好
生活的来之不易。
全剧在舞台呈现上具有平实又写意的

风格，结构流畅，节奏明快。剧中场景歌舞
并重，舞台设置和多媒体技术等手段带来视
觉冲击。领衔主演曾昭娟以其精湛的艺术
功底，声情并茂演绎了一位忍辱负重的妻
子、母亲、革命者，情感充沛的唱念做表触动
人心，特别是剧中高潮处，唱得如泣如诉，极
具感染力。
据悉，该剧今日将再演一场。

本报讯（记者 张帆）由天津医科大学
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李家森工作室联合摄
制的大型传记类纪录片《医之大者朱宪彝》
于今日21:20在天津卫视首播，并于10月15
日新闻频道14:00、10月16日科教频道22:
10、10月19日都市频道15:50重播。

朱宪彝是中国临床内分泌学的创始
人和奠基人，被国际上尊称为“世界当代
钙磷代谢知识之父”。朱宪彝也是杰出的
医学教育家。1951年，他创建了新中国的
第一所高等医学院校——天津医学院（现
为天津医科大学）。朱宪彝的命运轨迹与
时代同行，与国家并进。他的求学志向、
医学成就、教育理念、奉献精神，是永不褪
色的瑰丽遗产。纪录片共分两集，每集
30分钟，采用最先进的高清摄影、3D动
画、情景再现等电视技术手段，重新发现
和阐释医学大家朱宪彝的传奇一生和时
代意义。

《医之大者朱宪彝》集思想性、文献性、艺
术性于一体，片中不仅出现了钟南山、王辰、
吴咸中、郝希山、顾瑛共5位院士的访谈，主
创团队还采访了30多位朱宪彝生前的同事、
学生、亲友等故事亲历者，还沿着朱宪彝的人

生轨迹奔赴北京、海南、贵州等地采访拍摄。
整部纪录片通过生动的故事、翔实的文献、珍
贵的口述历史，直抵朱宪彝的精神实质，彰显
信仰之美、奋斗之美、奉献之美，引领后人走
近大师，心怀家国，笃行奋进。

重新发现和阐释朱宪彝传奇一生和时代意义

《医之大者朱宪彝》今晚开播

■本报记者 翟志鹏

由毓钺编剧、陈佩斯导演的《戏台》是近年来戏剧舞
台上的一大“爆款”，每次来津都引发观众的热情追捧。
作为“戏台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两人联手打造的《惊梦》
将于12月30日、31日登陆天津大剧院，为天津观众带来一
出耐人寻味的岁末大戏。
对观众而言，著名编剧毓钺参与创作的许多作品都

是耳熟能详的佳作，如电视剧《李卫当官》《重案六组》《非
常公民》、京剧《宰相刘罗锅》等。2015年，毓钺创作了舞
台剧本《戏台》，将自己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和谙熟的老
北京风情、梨园行故事融入其中，打造成一部广受赞誉的
力作。与《戏台》中的京剧元素不同，《惊梦》则聚焦在古
老的昆曲上，这也展示出毓钺多方面的艺术才华。
导演、演员陈佩斯是家喻户晓的著名艺术家，自1984

年通过小品《吃面条》为大众所熟知起，他在近40年间推
出了一系列优秀小品、影视剧、戏剧作品，形成了独特的
“陈氏喜剧”风格。“陈氏喜剧”塑造的不同时期的小人物
形象活灵活现，在身处窘境时，这些小人物运用各种方式
试图脱困，由此抖响一连串的“包袱儿”。而在笑声背后，
陈佩斯也往往注入深切的人文关怀，让喜剧拥有了震撼
人心的艺术力量。
据了解，《惊梦》延续了将传统文化与战乱时空相结

合的故事架构，讲述了一个昆曲戏班在大的时代与战争
背景下艰难求生的故事，在理想与信仰、求生与赴死、清
歌与战火、长情与无情的碰撞里，展现了一幅关于生命与
生存的画卷。曾在《戏台》中出演京剧班主侯喜亭的陈佩
斯，将在《惊梦》中“挂帅”和春社，出演班主童孝璋，为观
众演绎乱世小人物尝试脱离困境的努力与无奈。刘天
池、巫刚、何瑜及陈佩斯之子陈大愚等优秀演员在剧中出
演角色。剧中，昆曲表演将发挥重要作用，而昆曲与喜剧
的结合也将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艺术感受。

大戏《惊梦》岁末上演

文庙博物馆将闭馆修缮

天津歌舞剧院获捐王莘资料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
昨日，一场简朴而感人的捐赠仪式在天津
歌舞剧院举办，社会有关人士向该院捐赠
了图书《歌唱祖国：王莘传》与王莘资料长
卷，使人民音乐家王莘以另一种形式“回
归”到他奋斗半生的剧院。

王莘是天津歌舞剧院原院长，为该院及
天津的艺术事业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近期面世的《歌唱祖国：王莘传》是第一部王
莘的传记作品，由王莘之子王斌与我市资深
媒体人杜仲华创作，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仪式上捐赠的另一件物品是王莘资
料长卷。这是由我市资深剪报收集家、82岁
高龄的王洪生老人利用近30年时间制作的。

本报讯（记者 刘茵）日前，记者获悉，天津文庙博物馆因
建筑修缮将于10月18日起暂停对外开放。
天津文庙主要建筑有过街牌坊、万仞宫墙、泮池、棂星门、

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等，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约3000平方米，是天津市区保存完整、规模宏大的明清建
筑群。闭馆期间，天津文庙博物馆将对文物建筑进行整体维
修和科学保护，以确保展出效果和良好的参观环境。
据悉，此次闭馆时间暂定为一年，修缮后将以新的面貌重

新开放。

本报诸暨10月13日电（记者 苏娅辉）2021—2022赛季
CBA联赛季前热身赛今天展开第二轮争夺，篮板球上27：49的
巨大差距，使得天津先行者男篮最终以75：86负于北控男篮。
天津队首节14：27落后，这个巨大的“坑”，也为整场比赛

埋下了隐患。天津队逐渐调整并顽强追赶，第三节甚至单节
23：17领先。第四节开局，随着韩博林两次得手一度将比分
追至57：60。北控男篮凭借多点开花的三分球再度拉开比
分。孟子凯、韩博林、林庭谦合力将比分追至71：75，但最后2
分45秒天津队未能顶住，最终以75：86告负。
本场比赛，天津队篮板球以27：49落后，这直接影响了比

赛走势。主教练凯撒也很无奈：“本来我们可以掌控比赛，但
篮板球没保护住。不过总体来说，今天的表现好于上一场。”
韩博林砍下全队最高的 20分，这是他连续第二场爆

发。此外，林庭谦也迎来了新赛季首秀，比赛中拼到左手指
缝裂开出血，在场上简单包扎处理后，继续上场作战。“正在
慢慢熟悉，昨天才第一次正式和球队合练对抗。现在身体
还没有恢复到100%，今天在场上主要还是体能吃力，配合上
比想象要好。”林庭谦说。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芝麻胡同》第46、
47集 小黑子向严振声问
起让牧春花改嫁的事，说
为了严谢，严振声也应该
让春花嫁给丁团长。但说
来说去，小黑子还是为了
他那投在沁芳居的钱。严
振声回到家，说不想耽误
春花，只要她想离开严家，
他绝不拦着……

天津卫视19:30

■《人活一张脸》第
35集 宝文锅炉被骗一
事，大家都想法帮宝文凑
12万元。连赵剃头都把1
万元退回来了，白芸也拿
出了辛苦积攒的2万元，
潘凤霞打算把房子卖掉帮
宝文还债，而这时栾书杰
怒气冲冲地找宝武问为什
么不帮她的忙，却让别的
锅炉安装上了，宝武完全
不知道情况……

天视2套18:25

■《彩虹》第1、2集
县里举办陶艺大赛，胜负
直接决定民俗村改造资格
花落哪村。振东村的刘家
窑凭借王彩虹顶尖的制陶
手艺，对奖项势在必得。
结果出炉却令众人大跌眼
镜，刘家窑落败。彩虹无
论如何没想到对手竟是丈
夫赵春雷。公公赵喜财更
趁老窑重启之机让彩虹回
赵家帮忙，将彩虹推入两
难境地……

天视2套19:00

■《真情无限之养
母·生母》第11、12集 家
辉在关局长的陪同下来到
了医院，见到的却是明
远。家辉一下子联想到需
要他捐献骨髓的人是欣
妍，精神近乎崩溃。健恒
带着诺诺随正梅去医院看
望欣妍，夏蓉被蒙在鼓里，
到处寻找健恒和诺诺。五
妹去找儿子，却得知家辉
跟关局长去了医院，顿觉
大事不妙……

天视4套21:00

■《鱼龙百戏》《鱼龙
百戏》原创微型曲艺剧《海
河大院》第四部《海河大院
庆重阳》，今晚与观众见面，
为大家送上一份特别热闹
且温馨的节日祝福。此次
第四部剧，是为广大老年朋
友们庆祝重阳佳节专门创
作的，各路曲艺行家化身邻
家百姓，各方矛盾纠缠，同
台碰撞火花，包罗万象实属
精彩，非常适合全家老少一
起观看。

天视2套20:45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芝麻胡
同（46、47）

天视2套（103）

18:25剧场:人活一张
脸（35）彩虹（1 、2）20:45
鱼龙百戏

天视3套（104）

17:50 剧场：海边女
人（19—21）19:20 剧场：
殊死七日(2—5)22:15 剧
场:回马枪(29、30)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真情无
限之养母·生母（11、12）

天视5套（106）

20:05 2021 足协杯
第一轮上海申花VS四川
民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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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少儿（108）

19:30 多派玩儿动画
《萌鸡小队》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