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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讲述方式 党史节目热播

《党课开讲啦》赢赞誉
■ 本报记者 张帆

“这堂党课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
事、一次次生动的对话，充分展示了中
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
富起来、强起来的光辉历程，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从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史中
汲取前行的勇气、精神、智慧和力
量”……近期，由中组部、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联合录制的《党课开讲啦》在央
视综合频道播出引发热烈反响，据统
计，三期节目电视端观众规模达6549
万人，年轻观众的收视率显著提升，其
中25岁至34岁观众收视率涨幅最高，
达到118%。
《党课开讲啦》邀请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谢春涛，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黄
一兵，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
究院执行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杨凤城与观众一起，回顾党的光辉历
程，体会伟大的建党精神。

节目中，党史专家用感人的鲜活
事迹和丰富的历史细节勾勒出建党
百年风云激荡的历史现场，观众纷纷
点赞《党课开讲啦》的节目内容。截
至前日，三期节目视频播放量超过
270万次，互动量超过39万次，视频
内容备受喜爱，仅“渡江战役时解放
军炮轰闯入中国内河的英国军舰”视
频点赞数接近40万。在微博上，《党
课开讲啦》节目主话题阅读量达4203
万次，网友纷纷留言为老师在节目中
精彩的讲解点赞，表示这样的党课多

多益善。
除《党课开讲啦》外，百集特别节目

《美术经典中的党史》也正在热播，节目
用“以画为体，以史为魂”的结构方式，从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创作的美术作品
中，遴选出100件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
作，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100年来波澜壮
阔的光辉历程。通过将党史内容和美术
经典巧妙结合，融党史题材和艺术之美于
一体，创新拓展重大主题表达空间。网友
在看过节目后表示：“从一条小船到人民
大会堂，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间完成了难以
想象的发展征程”“（红军过雪山）这一段
历史很有意义，可以想象当时红军们所承
受的艰辛”“好看，既欣赏了好的美术作
品，又了解了诗画中的党史”。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文并摄

儿童文学作家郁雨君的“辫子姐
姐非凡成长”系列和“盛开的少年”系
列新书，作为“小百花”文学版块的开
山之作，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辫
子姐姐”郁雨君日前专程来津，在四天
时间里走进书店、校园、社区和直播
间，与天津读者零距离交流。

百花文艺出版社曾出版了大量适
合青少年阅读的文学著作。如今，该社
把“小百花”列入图书出版重点版块，确
定了儿童文学、少年科幻、少儿美育、少
儿绘本四大主攻方向。“辫子姐姐非凡
成长系列”共6册，分别对应6个与成长
相关的主题词：坚强、自信、美丽、珍爱、
善良、热爱，都是郁雨君的经典短篇小
说；“盛开的少年”系列共4册，讲述了男
孩杰潘邂逅、帮助不同女孩，彼此互相
影响、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

在津读书苑举行的“遇见故事男
孩，遇见故事女孩”主题新书首发会
上，两位小读者朗读了“盛开的少年”

系列之《四个哥哥的城堡》中的章节。
郁雨君说，鉴别书的好坏有一个很古
老的方法——朗读，“故事会在朗读中
被激活。”随后，同为儿童文学作家的
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伍美珍与郁雨
君展开了精彩对谈。
“辫子姐姐”郁雨君和“阳光姐姐”伍

美珍都出自国内第一个青春文学组合
“花衣裳”，她们的友谊也是文坛佳话。
对谈中，在提到作品想要传达的理念时，
郁雨君说，“故事是一个种子，在不同的
孩子心中会开出不同的花朵，希望通过
这两套新书传递温暖、美好，让孩子们接

受方方面面成长的熏陶。”伍美珍认为，最
好的写作技巧就是“我要写”，“当孩子有了
创作的冲动时，才能写出好的文章。”她鼓
励小读者去感受生活、发现生活，爱上阅
读，“成为终身的阅读爱好者”。

郁雨君还先后走进天津小学、天津
经济广播《妈咪宝贝》节目直播间和西青
区大寺镇镇政府，为孩子和家长们讲述
自己的创作灵感、写作思路等有趣故事，
还分享了写作小秘籍，并为孩子们解答
写作困惑，解读青春成长难题，从而激发
创作与阅读兴趣，给予孩子们成长能量。

此次天津之行，郁雨君在接受采访时
分享了与天津的缘分：童年时，她常与父
亲收听天津相声，这种来自远方的幽默快
乐气息感染着她，时刻鼓舞着她对生活充
满希望，这次与百花文艺出版社合作，让
她“心里乐开了花”。谈及为什么热爱写
作时，她说，故事里“辫子姐姐”可以变成
各种人物，体验她想象中的世界，把美好
的故事带给孩子们，“希望孩子们都变成
爱阅读的孩子，希望孩子们和书在一起永
远不分开。”

“小百花”文学板块推出开山之作

“辫子姐姐”郁雨君来津讲述天津缘分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日前，由市
作协文学院举办的高林有报告文学
《他和他的十八个妈妈》改稿会在西青
区“英雄母亲之家”举行。

该作品以我市退役军人王贵武为
原型，再现道德模范感人事迹，是中国
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市作协将其作为
重点创作选题深入抓、扎实抓。

改稿会上，高林有介绍了作品的
创作背景和情况。王贵武讲述了认养
17位烈士母亲的初衷以及多年来与
烈士母亲们相处、生活的点滴，表达了
做大“英雄母亲之家”，使妈妈们没有

后顾之忧的愿望。
与会评论家从主题呈现、人物塑造、

节奏把控和技巧运用等角度对作品进行
把脉，在指出作品亮点的同时，诊出问
题、发现不足，并提出修改意见。

报告文学《他和他的十八个妈妈》改稿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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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睿）昨天下午进
行的足协杯半决赛首回合的一场比
赛，山东泰山1：0小胜河南嵩山龙门，
德尔加多打进全场唯一进球。今天进
行另外一场半决赛，对阵双方是上海
海港和上海申花。
比赛第 34分钟，河南队发动反

击，多拉多分球，马兴煜送出直塞，卡
兰加劲射被山东队门将韩镕泽扑住。
半场结束前，河南队图雷半场吊射被
韩镕泽快速回追后化解。半场结束，
双方互交白卷。第57分钟，多拉多前
场反抢断球后分到左路，图雷得球后
起球传中，中路卡兰加头球攻门被韩
镕泽飞身扑出底线。

屡屡错失良机的河南队受到了惩
罚，第75分钟山东队的莫伊塞斯禁区前
沿脚后跟磕球到禁区，德尔加多插上领
球后左脚搓射打进。此后两队均未能再
创造出特别有威胁的进攻，山东队一球
小胜，在两回合较量中占得先机，次回合
交锋将于6日下午进行。根据规程，如
果两回合180分钟比赛后总进球数相同
（客场进球多获胜原则不适用），采取互
罚点球的方式决出胜者。
“沪上德比”历来不缺少名场面，昨

天有上海媒体撰文表示：“当中国足球遭
遇密集利空时，一直被誉为中国最精彩、
最激烈对抗的‘上海滩足球德比’，能否
带来些许亮色？”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在距离新
赛季全国女排超级联赛还有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里，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基本
完成了阵容配置，随着外援巴尔加斯，
内援刘晏含、张世琦的加盟，全队开始
全力冲刺排超联赛。“这一届天津女排
阵容较为整齐，实力强一些，而且主力
队员大多都非常年轻，我们还是很有
信心的。”主教练王宝泉表示。
从天津女排新组建的这套阵容

年龄构成看，主力队员平均年龄不到
25岁，其中的李盈莹、王媛媛、王艺
竹、杨艺等球员都是“95后”，正因如
此，全队在引援方面也选中了 1999
年出生的巴尔加斯、小将刘世琦和

中坚力量刘晏含，她们在整体状态
上与天津女排相得益彰。在近日的
训练中，天津女排逐渐加大训练强
度，刘晏含刚刚入队就开始进行力
量训练，张世琦已经随队合练了三
四天，外援巴尔加斯也已经逐渐适
应了在天津的生活与训练，竞技状态
有所提升。训练中，王宝泉经常从细
节着手，手把手向张世琦等队员传
授如何更好地完成技术动作，他对
球员们充满了信心，“队员都比较年
轻，一方面提升空间比较大，另一方
面在训练上可以接受较大的强度，
这对于提高她们的技战术很有帮
助。这两天我们单项练得多一些，

后面开始大组配合。”
新赛季，天津女排在争冠之路上的

对手依然强大，除了老牌劲旅江苏队
外，上海队来势汹汹，引进了韩国女排
队长金软景和美国女排队长拉尔森。
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天津女排年轻
的姑娘们能否再次在联赛上刮起“青
春风暴”，机遇与挑战并存。王宝泉表
示：“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场，取胜
的前提是多锻炼，大家还是要做足迎
战困难的准备。上海队、江苏队实力很
强，我们关键是不能大意，现在虽然人员
充足，实力均衡，但是相对来讲，网口高
度有了，防守、小球困难会多一些，这一
点还是要在训练中多做准备。”

本报诸暨11月2日电（记者 苏

娅辉）相持住了上半场，却未能顶住下
半场，在篮板球以35：49落后的情况
下，天津先行者男篮以81：104负于浙
江队。就像主教练张德贵所说的，篮
板球就是生命线，需要进一步加强。
相较于双方首回合的较量，此番天

津队打得更为积极。在开局3：12落后

的情况下，随着林庭谦的替补出场，一度
以16：15反超，他单节得到11分，同时也
激活了全队在进攻端的手感。上半场天
津仅以41：44落后，失误控制在6次。第
三节成为比赛的拐点，天津队内线的劣势
开始显现，张兆旭、李佳益、时德帅、孟子
凯均无法限制对手。而浙江队找回了进
攻手感，比分瞬间拉开。
“今天我们上半时打得不错，攻防跟

对方咬得比较紧。今天主要输在篮板
上，其中有个回合就让他们抢了5个，这
方面我们确实很欠缺，回去后加强训
练。”张德贵表示，“按理说应该是内线抢
篮板，但我们是外线在抢篮板，今天金鑫
6个，何思雨5个，输四川队就是输在篮
板球，这个需要加强。”本场比赛的一个
好消息是，张兆旭出场近10分钟，正在
逐渐适应，为后面的比赛做准备。

全运会后，天津渤海银行女排
队长、主二传姚迪迎来了一段较长
时间的假期，她近日已经正式归队
展开备战训练，而几名新面孔的出
现也让姚迪倍感兴奋。“我们的人员
配置完整了，下一步就是磨合，最近
几天我和巴尔加斯配合得比较多，
我发现她要的球还是很高的。”巴尔
加斯则表示：“虽然和姚迪配合时间
不长，但是感觉已经有了一些默契，
我需要高点球的时候，会给她一个
手势，她就全明白了。”
对于刚刚入队的外援，姚迪说自

己似乎一见如故，“巴尔加斯总是让我
想起以前的南希，我感觉格外亲切。”
古巴外援南希·卡里罗曾在 2015—
2016赛季效力于天津女排。“在和巴
尔加斯的配合中，我发现她还是希望
我把球立得高一些，把她的高点打出
来，攻击力更强一点，这些是我们要磨
合的。”
一头金色短发的巴尔加斯加入天

津队后总是洋溢着笑容，在训练间歇
里，她的表情和状态都是轻松愉悦的，
热情地和记者打起招呼。而训练中的
她则更加凶猛，每次扣球都掷地有声，
她的球落地时的声音都比其他队员响
亮，洒脱和冲劲儿是巴尔加斯的重要
标志。“这个团队很友好，很团结。通
过这段时间的训练，我觉得自己在速
度和小球配合上有所提高。”而让巴尔
加斯最开心的是，她和姚迪之间逐渐
有了默契，“她是一个很好的二传，很
专业，我们配合得挺好，在场上也有一
些沟通，如果我需要她把球传得高一
些时，就会做一个向上的手势，这样她
就明白了。” 本报记者 张璐璐

青春与实力并存 阵容配备完成

天女全力冲刺新赛季

天津男篮负于浙江队姚迪与外援

有了小默契

足协杯半决赛 山东队先胜一场

荧屏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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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人（39—41）19:20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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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绝地防线(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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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剧场：木兰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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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眼大律师 20:10 百医
百顺21:00 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19:55 多派玩儿动
画《萌鸡小队》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流金岁月》第3、4
集南孙拜访董教授，教授
叫来了王永正，指示南孙
有什么问题问王永正就可
以了。王永正还记着上次
的仇，把南孙当苦力替自
己搬材料，摆明报复她。
南孙向章安仁抱怨，章安
仁劝她忍耐，南孙忍不了，
她另有打算……

天津卫视19:30

■《不能没有家》第
1、2集 海员陆大宽终于
结束了三年海上漂泊的生
活，满怀喜悦地走下了飞
机。陆大宽可谓衣锦还
乡，豪情万丈。孰不料，一
下飞机的陆大宽很快就把
一切都演砸了：出于正义
但没问青红皂白，把便衣
警察霍雷当流氓打了，却
放跑了漂亮的女骗子刘美
子；事出有因但情绪失控，
把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所有
证件和三年所有积蓄转眼
丢失……

天视2套18:25

■《木兰妈妈》第26、
27集陈艳丽为赶小月，明
知小月受过伤，故意加强训
练。可无论腿伤多严重，小
月都能咬牙坚持。木兰要
送小月去医院，可小月却倔
强地推开了木兰。木兰只
好求助郑博洋，希望他能帮
自己劝回小月。郑博洋对
小月讲了当年木兰的事迹，
小月虽然有所感动，却仍然
不愿意离开亲妈……

天视4套21:00

■《模唱大师秀》本
期节目为京剧专场的比
拼，登场的两个票房分别
是聚贤京剧社和华程京剧
社。第一轮比拼“小试牛
刀”。华程京剧社由刘俊英
带来京剧《锁麟囊》选段，聚
贤京剧社由张桂珠带来京
剧《钓金龟》选段。第二轮
比拼“谁与争锋”。华程京
剧社由郑秀珍带来京剧《春
闺梦》选段，聚贤京剧社由
杨宝华带来京剧《状元媒》
选段。第三轮比拼为巅峰
对决。聚贤京剧社由陈景
琦、祝淑涵带来京剧《武家
坡》选段。华程京剧社由
张月华、郑静寰带来京剧
《三娘教子》选段。

天视2套21:00

■《今日开庭》甜言
蜜语山盟海誓之后，原被
告因性格不合分道扬镳。
当初的不分你我，大方买
单，演变成对簿公堂。恋
爱期间为对方花的钱，到
底能不能要回？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