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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部协作排球明星公益赛本周日在津揭幕

磨合阵容 天津女排为全锦赛热身
创意环节欢乐多

天津男篮拍摄宣传照

“双减”政策落地以来，这所学校非遗公开课愈发抢手

小小传承人 快乐学非遗
专家学者把脉评剧《革命家庭》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第二届“津诚所
至·协作同甘”东西部协作女排明星公益赛
暨消费电商直播活动将于本周日在天津市
人民体育馆开幕，届时天津渤海银行女排
将与排超联赛新军深圳中塞女排展开对
决，在演练阵容的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全
国女排锦标赛热身。

今年备受关注的排超联赛新军深圳中塞
女排俱乐部此番将以联赛阵容出战，由名帅
包壮率领王佳敏、王思敏等球员亮相津门，
上海女排明星球员卞雨倩、张轶婵也将强力

加盟。天津渤海银行女排方面，奥运冠军、
新老世界冠军、联赛冠军球员都将以不同身
份亮相赛场，刚刚抵津的土耳其外援巴尔加
斯也将迎来她加入天津女排后的首秀。

比赛现场，中国女排40年冠军历程亲历
者、球迷非常熟悉的解说员宋世雄以及著名
解说员韩乔生、奥运冠军杨昊、前中国女排
名将李颖也将现身，并与球迷互动。天津女
排的13面联赛冠军旗帜、第十四届全运会冠
军旗帜将在比赛当天冉冉升起。

2021全国女排锦标赛将于10月20日至

28日在广东江门体育中心举行，天津女排在出
征该项赛事前迎来与深圳队的友谊赛，是一次
难得的热身机会。昨天，中国排协发布了今年
的全锦赛赛程，参赛的12支球队被分为两个小
组，A组包括辽宁、四川、天津、云南、上海和广
东，B组有浙江、福建、江苏、北京、山东和河
南。卫冕冠军天津队首战将对阵云南女排。

根据赛程，第一阶段小组赛将于10月20
日至24日进行。通过单循环较量排定座次，
获得两小组前4名的球队晋级8强。第二阶
段，上述球队进行交叉赛，而获得两小组后2

名的球队被分在C组，进行组内单循环较量，
决定9至12名的排位。第一阶段小组赛有过
交手的球队在第二阶段不再对垒，直接带入
第一阶段相互间的比赛成绩。1至4名交叉半
决赛和5至8名交叉半决赛将在10月27日展
开。10月28日决出2021女排全锦赛冠军和排
定最终名次。

上届女排全锦赛，国手大多参与了角逐，
天津、山东和江苏分获前3名。今年全锦赛安
排在全运之后、排超联赛之前举办，各队的阵
容调整情况和年轻选手的表现是主要看点。

巴顿归来想念伙伴 外援等待结束隔离

津门虎人员都在国内了
昨天午后，结束了卡塔尔世界杯亚洲

区预选赛12强赛第4轮比赛的国足，告别
了一段漫长的在外漂泊生活，乘坐包机飞
抵上海浦东机场。伴随着巴顿随队归来，
理论上说，津门虎队征战12月联赛第二阶
段保级组比赛的全体队员，在国内聚齐了，
尽管眼下大家还分散各地，但是，好歹这也
是一种踏实。

第一次入选国足的巴顿，从8月19日
向主教练李铁报到算起，已经在那个集体
中将近两个月。国足与叙利亚队的热身
赛，巴顿首发登场，但是12强赛前4轮比
赛，他都没有获得报名机会，是球队中“上
看台”的球员。联系到巴顿的时候，国足刚
刚办理完入境手续、做完核酸检测，正准备
前往苏州太湖足球训练基地。关于自己过
去这段时间的经历，巴顿说，能来国足，能

有这样一段体验，已经很不错，对于自己来
说，一切都要慢慢来。而提到归来的心情，微
信语音里都能听出巴顿的“快乐指数”拉高
了：“回家的感觉太好了，感觉什么都是香的，
空气也是香的，很想念津门虎队里的教练、队
友们，恨不得能和大家一起踢足协杯，也想回
天津吃好吃的”。

专门问了巴顿，回家了，有没有在津门
虎队的微信群里“冒个泡”？他说没有，那是
队里发通知和布置训练、比赛的工作群，不
过这段日子，队里一直在关心他，从沙特启
程回国前，他已经和教练、队友们都联系过
了，大家惦记他，他也惦记球队在足协杯赛
中的进程。

3:0战胜北京北体大队，晋级足协杯赛第
二轮，18日将与大连人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
的津门虎队，昨天下午安排上一场比赛出场

时间比较多的球员在健身房进行恢复性训
练，替补球员则冒雨进行户外训练，不过马格
诺主动要求自己也进行户外训练，理由是前
一阵自己生病了几天，现在更需要补上“户外
课”。像这样具有丰富经验的球员，教练组当
然也会充分尊重他个人的感受和选择。

另外，回国休假归来，目前身在佛山的伊
洛基，今天正好结束14天的医学观察隔离，
还要继续在那里进行7天的集中隔离才能回
津。至于先一步归来的卡达尔，本月17日就
能结束在上海“14+7”的隔离，18日返回天
津，再进行一周自我监测。外界很关心他能
否赶上参加足协杯赛，只能这么说——假如
津门虎队能够闯过第二轮进入8强，那么，理
论上说，卡达尔可以赶上两回合四分之一决
赛的第二场。

本报记者 顾颖

本报讯（记者 赵睿）结束了51天的海
外作战，中国队昨天中午回到国内。据悉，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队将在苏州隔离观察，
其间既要搞好训练，也要对前面4场比赛
作出深刻总结，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打好
11月份的两场比赛。

20多年来，相同的桥段一遍遍重演，前
些年还有兴趣置身于讨论之中，近些年已
无话可讲——国家队本土队员目前的能
力，与亚洲顶尖水平有几条街的差距，还矫
情什么呢？

据闻，中国足协暂时没有换帅的想
法。一方面是用人不疑，既然给了李铁5
年长约，契约精神是要体现的。另一方
面，现在换来不及，当年卡马乔仓促上任
的教训应当汲取。况且，中国足协和更
高层也不是没有前四轮打不好的心理准
备，虽然表现还应该再好一点。理论上
12强赛中国队还保留着希望，除了义无
反顾支持李铁之外，恐怕暂时找不出第
二个合适办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队前4场比赛
基本是处于一个试错和纠错的循环，有一
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可以理解。现在
不一样了，中国队教练组有时间把主观上
存在的问题梳理一遍，比如入籍球员使用
的问题、对手情报收集和分析是否细致详
尽、改进措施等，不要再强调客观困难，这
是包括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内大家愿
意听到的。

苏州正在全力申办中国队两个主场，
能否通过审批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据说希
望还不小。而且，计划在严格遵守疫情防
控相关要求的情况下，可能向球迷开放看
台，为中国队营造强大气场。

足协暂不打算换李铁

本报诸暨10月14日电（记者 苏娅辉）今天上午，天
津先行者男篮在诸暨耀江开元名都大酒店进行了新赛季
宣传片拍摄。在常规照之外，创意照环节的“颜值担当”
“灌篮高手”“全村的希望”等着实令人忍俊不禁。搞笑创
意，队员们互相出主意并打趣，显现出球队的轻松氛围。

结束了两场季前热身赛后，天津队的第一场常规赛
要到17日才开始。没有比赛任务，球队下午观看了上一
场对阵北控的技术录像，分析总结比赛中出现的问题，并
于当晚进行了恢复性训练，以拉伸、追抢网球等辅助训练
为主，氛围相当轻松欢乐。按照CBA联盟安排，球队上
午在入住酒店进行了新赛季官方照片拍摄。集体照、个
人常规照过后，是个人创意照环节。

队内身高最矮的后卫谷泽浴选择了“灌篮高手”，并
扛起篮筐，妥妥的“反差萌”。金鑫则早早把“颜值担当”
握在手中，被队友们打趣“你也好意思拿这个”。队长时
德帅拿起一把折扇，一看上面写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直
接说“这个应该给小谢（谢立石）”。队友们都在说，大学
生球员要多拍几张。“以前在CUBA也拍过，但非常简
单，不像这次这样，感觉挺新鲜的，但是我确实也不知道
该摆什么动作。”显然，谢立石在这方面还没经验。何思
雨展开了“三分神射手”，他期待着在场上尽快找回手
感。“全村的希望”和“拒绝拉胯”两把折扇被队友们塞到
了林庭谦的手中，这个腼腆的男孩再次露出羞涩的笑
容。内线李佳益毫不犹豫将篮筐套在脖子上，篮网罩在
头上的瞬间，他自己都笑得不行。

深圳队今天官方宣布，与阿斯起亚·布克完成续约，他
成为目前CBA官方公布的唯一一名新赛季注册外援。下
午进行的深圳对阵广厦的季前热身赛中，布克出场7分36
秒，贡献7分5助攻，但深圳最终以73：90负于广厦。

▲ 谷泽浴

▲ 金鑫 ▲ 林庭谦

▲ 李佳益

■ 本报记者 张帆

快板、相声、内画、大鼓、戏法、盘扣……
每到周三、周四下午，走进岳阳道小学教学
楼就像是进入了一座“非遗大观园”，学生们
围着非遗传承人或学或做，有的学打绳结，
有的临摹画作，有的练习绕口令“八百标兵
奔北坡”。“双减”政策落地以来，岳阳道小学
的非遗公开课愈发抢手，课程经常是刚刚上
线就被“秒杀”。

程氏服装手绘传承人程津忠在岳阳道
小学教授非遗课程已经是第二个学期了，
在他看来，让孩子们了解非遗、学习非遗，
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开眼界、长见识：“不
仅是孩子，许多成年人对我们的非遗项目

都不是很了解，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首
先需要更多人知道它们。有了这个基础，
我们才能谈传承。开设非遗课程，是希望
能培养孩子们对非遗项目的兴趣，寓教于
乐。”在程津忠看来，有了学习兴趣之后，为
孩子们提供正确的基础培训非常重要，“各
行有各行的规矩，不同的非遗项目传承方
式不尽相同。如果不是真正的非遗传承人
讲授，很难了解到这个项目应该怎么做。
每一个非遗项目都经历了上百年的传承，
了解和学习的过程其实也是接受优秀传统
文化熏陶的过程。”

传承人认真教授，孩子们学习兴趣十
分浓厚。岳阳道小学教务处主任苏蕊告
诉记者：“我们与和平区非遗保护中心开

展非遗课程教学已经有一段时间，这也与近
期‘双减’政策落地的工作思路不谋而合，取
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我们每学期的非遗
课程都是网上报名抢课，在所有课程里非遗
类课程是最抢手的，每次选课开放上线基本
都是‘秒杀’。”

除了课程抢手之外，传承人严谨认真的教
学态度也给苏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让
孩子们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各位传承人不计
回报、倾囊相授。这些传承人有的年纪已经很
大了，但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下雨下雪，他们
从无间断，总是早早就等候在教室门口，这种
精神对孩子们也是一种无声的教育。”非遗课
程好听好玩，不仅学生喜欢，很多老师也因此
迷上了非遗。学校为每位授课的传承人都配

备了一位助教老师，在这个过程中许多老师也
喜欢上了非遗项目，不仅平时能自己动手制
作，还能在课余对学生们进行辅导。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每个非遗班都会有
几位“返课生”，他们已经是连续第二个学期
选择同一门课程，成了不折不扣的“小小传承
人”。五年级学生苏一帆学习的是盘扣制作
技艺，她一边为“学弟们”讲授制作方法，一边
向记者“科普”盘扣知识：“盘扣就是古代衣服
上的扣子，一开始学编各种绳结，做手链，后
来就开始做真正的盘扣，越做越有乐趣。”六
年级学生闫昊风学习古彩戏法已经有一年多
的时间了，会变四连环、三杯球等不少戏法，
“我觉得戏法特别有趣，我平时在家每天都会
练习，爸爸妈妈非常支持我。”闫昊风说。

本报讯（记者 张钢）由潘奕霖执导，聚焦
“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的大型纪录电影
《演员》日前定档10月30日上映。该片以“新
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为切入点，历时5
年、以多种形式进行记录，讲述于蓝、秦怡、田
华、于洋、金迪、谢芳、王晓棠、祝希娟等老一
辈艺术家的从影经历和艺术成就，挖掘他们
对于演员这一职业超过半个世纪的感悟和思
考，并以他们塑造的经典电影形象向百年中
国电影致敬。

1961年，当时国内电影院显眼位置悬挂
的都是苏联电影演员的照片，周恩来总理提
出，为什么不能挂我们中国演员的照片呢？
北影厂、上影厂、长影厂和八一厂——当时
最富影响力的四大电影厂积极响应，在老、
中、青三代演员队伍中遴选提名名单，最后
选出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
秦怡、王丹凤、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
蓝、于洋、谢芳、李亚林、张圆、庞学勤、金
迪、田华、王心刚、王晓棠、祝希娟二十二人，
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电影明星。1962年春夏
之交，全国各大电影院换上“二十二大电影

明星”的巨幅照片，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最
早的“追星”风潮。
《演员》即以“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

为主要拍摄对象，记录新中国第一代电影艺
术家风采，充分展现了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
艺术与人格魅力。关于何为演员，他们言语
朴实、情真意切，令人感动。

该片导演潘奕霖在谈起创作初衷时说：
“因为常年制作《流金岁月》栏目，我接触过很
多电影从业者，也发现了一些圈里的不良现
象。一次我去片场探班，导演跟我诉苦，说饰
演男一号的‘小鲜肉’总是迟到，对方说自己
就要比女一号晚到，因为自己的名气更大。
这样没有职业道德的人，怎么能称为演员
呢？我们老一辈电影表演艺术家身上的敬业
精神哪里去了？我们采访了多位健在的‘新
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回顾他们的演艺生
涯和经典作品，请他们现身说法，挖掘他们对
于演员这一职业超过半个世纪的感悟和思
考。影片海报上，我们用了祝希娟曾说的一
句话，‘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这应
该就是新一代演员的座右铭。”

充分展现老一辈表演艺术家艺术与人格魅力

《演员》聚焦“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10月13日、14日，评
剧《革命家庭》在我市连演三场。13日晚场演出后连夜举行
座谈会，多地专家学者为之把脉。

评剧《革命家庭》是由市委宣传部、北方演艺集团重点打
造，天津评剧院创排。该剧于今年年初首演以来，听取多方意
见建议，抱着精益求精的态度边演边改，此次演出是以新面貌
亮相。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经过修改打磨后，使得情节更加精
炼流畅，更加细化丰满，演员的表演也更加老道娴熟。剧中以
亲情作为切入点，以亲情为纽带，讲述一个普通的旧中国妇女
是如何成长为一个革命者，这是此剧作为革命题材作品的一
大特点与亮点。剧目的编、导、演俱佳，全剧表现大气，带来震
撼之感。该剧还充分展示出了天津评剧院多方面的艺术实
力，剧组成员中，从剧院的中坚力量到学员班的学员，都通力
协作，体现了精品打造与人才培养的双向促进推动。该剧领
衔主演、天津评剧院院长曾昭娟从唱腔到表演均显示了演员
的艺术表现力和魅力。同时，与会专家也对此剧提出了详细
的修改建议。

天音师生重阳节送温暖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昨日是重阳节，天津音乐学院大学
生志愿者艺术团专程走进宝坻区牛家牌镇吴家牌村，为基层
干部和村民们献上了一台载歌载舞的“学史力行 情暖重阳”
文艺演出。

整场演出在民乐合奏《花好月圆》《金蛇狂舞》中拉开帷
幕。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江山》，柳琴独奏《弹起我心爱的
土琵琶》，古筝重奏《渔舟唱晚》，手风琴独奏《牧民之歌》，二胡
合奏《赛马》等精彩纷呈。由村民组成的舞蹈队带来了多个精
彩的舞蹈节目，展现了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
的精神面貌。

本报讯（记者 张帆）昨日是重
阳节，河西区文化馆为老年朋友们
打造了“孝心满天下 深深敬老情”
庆重阳曲艺专场演出，整场演出汇
集了单弦、快板、相声、河南坠子、京
东大鼓等传统曲艺节目。

演出在单弦《花木兰》中拉开序
幕，醇厚的韵味，高亢的嗓音，赢得
观众热烈掌声；快板《看升旗》、京东
大鼓《送女上大学》、河南坠子《双锁
山》、相声《智力测验》等多个节目精
彩纷呈，演出在相声《欢声笑语》幽
默欢乐的氛围中落幕。

同时，“我们的节日·情暖重
阳”——茉莉花茶非遗项目体验活
动在区文化馆非遗展厅举办，现场
邀请观众品鉴茉莉花茶，感受茶文
化。“建党百年 忆危改 谱新
篇”——北洋工房的变迁摄影展也
正在展出。

河西区文化馆打造

曲艺专场庆重阳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年汤尤杯
羽毛球赛昨天继续在丹麦奥胡斯进行，汤
杯小组赛最后一轮中，中国队以4：1战胜
印度队，小组三连胜排名第一出线。尤伯
杯淘汰赛抽签揭晓，中国队1/4决赛对阵
中国台北队。日本队和韩国队同区，1/4
决赛分别迎战印度队和丹麦队。

此前，中国队和印度队都是汤杯两连

胜，此番双方对阵结果将决定小组第一归
属。石宇奇担任第一单打，这是他在本届
汤杯赛上的首秀。21：12、21：16战胜斯里
坎特，石宇奇赢得开门红。第一男双何济
霆/周昊东以14：21、14：21负于兰基雷迪/
谢提，这也是中国队本届汤杯丢掉的第一
分。第二单打陆光祖以14：21、21：9、24：22
涉险逆转维尔玛。第二双打刘成/王懿律

以 26：24、21：19 艰难战胜阿俊/卡皮拉。
第三单打李诗沣以 21：15、21：17 战胜乔
治，帮助中国队以4：1击败印度队，拿到三
连胜后排名小组第一进入8强，印度队2胜
1负列小组第二。

尤杯小组赛，中国队凭借三个5：0，以小
组第一进入8强，丹麦队2胜1负列第二。卫
冕冠军日本队三连胜占据该小组第一，印尼
队列次席。泰国队全胜排名小组首位，印度
队第二。韩国队4：1战胜中国台北队，排名
小组第一，中国台北队列第二。淘汰赛重新
抽签，中国队进入下半区，1/4决赛对阵中国
台北队。

汤杯 胜印度小组第一晋级

尤杯 对阵中国台北争四强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芝麻胡同》第48、
49集鹤年告诉严谢，他偷
听到家里大人说老严根本
就不是严谢的亲爸爸。严
谢要跟严振声断绝所谓的
父子关系。春花生平第一
次打了儿子一个耳光，严谢
哭了，春花正欲说出严谢的
生身父亲是谁的时候，严振
声厉声制止住她……

天津卫视19:30

■《彩虹》第3、4集
彩虹理解春雷想重整旗鼓
干黑陶，拿出积蓄支持春
雷，春雷心情由阴转晴，答
应彩虹为了打架的事情去
给刘家道歉。孙桂荣在金
凤食杂店门口遇见赵喜
财，两人因为获奖的事掰
扯起来，闹得很不愉快。
彩虹去找李宝田说春雷答
应道歉，想让秀珍先回婆
家，免得弄得吉祥秀珍夫
妻不和，被李宝田冷言冷
语怼了回去。彩虹想去县
里银行给春雷取钱，平安
以为彩虹仍放不下奖项的
事情去找县领导，开车追
到了车站……

天视2套18:25

■《真情无限之养母·
生母》第13、14集 健恒连
夜带夏蓉去医院看望欣
妍，打算为欣妍捐献骨髓，
夫妻感情和好如初。欣妍
再次逃出了医院，她决定
放弃自己的生命，不再让
父母为自己着急，成为他
们的累赘。欣妍给正梅和
明远写了临终遗言，希望
父母能够复婚，这是她最
后的心愿。正梅和明远连
夜奔走在每一个可能的地
方寻找欣妍，没有任何消
息，正梅进入了精神恍惚
的状态。家辉知道了欣妍
失踪的消息，向关局长告
假去找欣妍，终于在海边
发现了欣妍……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吴女
士最近打了一场官司，是
讨要房费——房屋占有使
用费。这场官司看着挺普
通，不过这房费可不普通，
高达125万元。

天视6套18:00

■《哎呦妈呀》现在
很多家庭都是由老人帮忙
带娃，老人带娃有哪些优
点和不适？当和老人教育
理念发生冲突的时候，应
该如何巧妙化解呢？

天津少儿21:20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芝麻胡
同（48、49）

天视2套（103）

18:25剧场:彩虹（3、4）
天视3套（104）

17:50 剧场：海边女
人（22—24）19:20 剧场：
殊死七日(6—9)22:15 剧
场:回马枪(31、32)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真情无
限之养母·生母（13、14）

天视5套（106）

20:40 全运会女排半
决赛天津VS辽宁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法眼大法庭20:10 男人世
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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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