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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蕾出版社联手生态教育社区

进社区设立阅读基地

保障广大文惠卡用户切身利益

文惠卡有效期延长3个月

书香天津·书屋书吧

云课堂第五期开讲

从新闻播报到综艺、影视剧、直播带货，虚拟主播应用场景愈发广泛

科技+艺术，虚拟主播成“新蓝海”

作家流潋紫推出首部散文小说集《久悦记》

“记录下涓滴琐碎的欢悦”

天大“读书月”品读家国情怀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为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由市委
宣传部、市全民阅读办、河西区委宣传部、天津广播电视台少
儿频道主办的书香天津·书屋书吧第五期云课堂活动，日前
在新华中学图书馆举行，由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双
碳技术及人才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邴志刚为同学们带来“双
碳目标，离我们很近”主题讲座。

讲座通过多媒体结合视频的方式，形象生动地介绍了
“什么是双碳目标”“为什么要聚焦二氧化碳”“双碳目标需
要我们做什么”等知识，并提出“低碳生活”是一种态度，具
体到生活中，节约一度电，节省一升油，节流一滴水，节用一
张纸……都是在为碳减排作贡献，希望每个人都能形成绿
色的生活方式。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记者自天津演艺网获悉，文惠卡有
效期在原基础上延长3个月。

根据新冠疫情防控要求，截至记者发稿，河西区文化和旅
游局、红桥区文化和旅游局、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已相继发布
通知，区内演出场所即日起暂缓线下演出活动，恢复时间另行
通知。为保障广大文惠卡用户的切身利益，天津演艺网已将
全体用户的文惠卡有效期在原基础上延长3个月，用户可自
行登录天津演艺网个人中心查看。此外，对于近期取消或延
期举行的演出场次，天津演艺网将组织协调各演出主办单位
做好电话通知，并为有需要的观众退票。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昨日，新蕾出版社与蓟州eden春
山里生态教育国际生活示范区在蓟州区举办战略合作伙伴签
约仪式，这家少儿出版社与生态教育社区强强联合，在出版、
教育、旅游、居住等领域进行深度合作。

新蕾社位于春山里的儿童图书馆新蕾书刊展示区同时落
成，为孩子们提供涵盖科普、艺术、文学等多类别的新蕾社精
美书刊。签约仪式后，新蕾社科普编辑修立鹏为孩子们带来
天文科普讲座。

此次新蕾社携手eden春山里生态教育国际生活示范区，
设立少儿阅读合作基地，开展科学文化传播、读书分享等活
动，为社区发展提供自然科普等咨询服务，助力蓟州区乃至京
津冀生态文化社区的发展与创新。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 姜凝 摄影 仇宇

浩 姜凝 姜宝成 朱宝琳）近日，天津大学秋
季学期“读书月”活动开启。

天大自2016年以来持续推进书香校园
建设，以“读懂中国，理解世界”为主题，开展
形式多样、格调高雅的读书教育活动。今年
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全校加强读
书空间建设，提供《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
共产党的100年》等经典图书，在书院、书屋、
读书角等处积极开展师生共读，重温峥嵘岁
月，聆听时代强音。

为了创造更好的读书环境，天大将原
有自习室改造为“七星灯火”书房。抗战

期间，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西迁播
火”，学子们在七星寺分院潜心苦读，不分
昼夜，留下“七星灯火”的故事。如今，装
饰一新的“七星灯火”书房通过布置图片、
画作、实物等资料与场景，激励新时代学
子赓续家国情怀。

全校还开展了“传统文化进校园”等活
动，邀请剪纸、面塑、船模、叶雕、纸版画、风筝
等领域十位天津民间艺术家，带领学生感受
传统文化之美。此外，还加强“英华讲坛”
“北洋大讲堂”“知学”等品牌建设，持续开展
经典导读课、读书会等选修课程，积极参与书
香天津全民阅读活动，让书香满校园。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继《甄嬛传》《如懿传》之后，畅销书
作家流潋紫最新推出首部散文小说集
《久悦记》。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宋以
朗为该书作序并称“这本书是一位张爱
玲读者的反思”。

书中散文篇以灵动隽永的文字呈现一
个拥有老师、母亲、作家、编剧等多重身份的
女性的真实状态；小说篇选取了《小姨太》
《去你向往的世界》《食粥记》等九个故事，让
男女之间的热闹荒凉跃然纸上，让人性的真
实面目无暇躲藏，颇有几分张爱玲味道。

对于此次出书，流潋紫表示，“大
家一直认为我会继续创作像《甄嬛传》
和《如懿传》那样的长篇小说，但其实
我在生活里很喜欢写小散文，短篇、中
短篇的爱情故事。”《久悦记》写于新冠
疫情期间，她希望表达“无论时光中发
生多么无常、让我们措手不及的事情，
总有温暖的、甜蜜的记忆和过往让我
们觉得很欢喜很愉悦”。

不同时期的作品呈现了流潋紫对爱

情、婚姻的不同期许和思考，“《甄嬛传》写
于大学寒假时，写的更多是对爱情的期
许，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如懿传》讲
了一个曾经深爱过后来却不爱了的故事，
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有无法突破的矛
盾，更何况是宫廷里的婚姻，是非常可怜
和压抑的。《久悦记》里的小说更多展现合
则来不合则散的都市男女情感，带着很冷
的现实去面对、去描写，我觉得比较符合
现代人的爱情。”

流潋紫透露，还有新作正在酝酿和
创作中，“年轻的时候很想通过笔来表达
很多心里的感受和想法，但是随着年龄
的增长和社会阅历越来越丰富，有时候
心里的想法会很多也很矛盾，反而落笔
的冲动少了，会更多去思考。”经历过成
功后的姹紫嫣红，也品尝过人生的种种
不易，她坦言：“我们不过是一介凡人，没
有能力去抵抗时间轰隆的无常，所能做
的，不过是在长久的岁月里，记录下涓滴
琐碎的欢悦，在偶尔绵长的悲伤里让自
己记得，曾经那样快乐过，值得永远不
忘，一生不枉。”

■ 本报记者 张帆

日前，广电总局发布《广播电视和网
络视听“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提出要
“推动虚拟主播、动画手语广泛应用于新
闻播报、天气预报、综艺科教等节目生
产，创新节目形态，提高制播效率和智能
化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如今从
央媒到地方媒体，越来越多的智能形象
播报台上，虚拟主播作为人工智能技术
在播音主持行业应用的一种新形态，正
加速扩展。

2018年5月2日，央视虚拟主播“康晓
辉”正式亮相《直播长江》安徽篇；2019年
央视网络春晚，“小小撒”“朱小迅”“高小
博”“龙小洋”组成虚拟主播团，精彩表现
也成为整场晚会一大热点。近期，湖南广
电实验室自主研发的成果虚拟主播小漾，
加入升级改版后的《快乐大本营》主持家
族；江苏卫视甚至还“超前”推出了“原创
动漫形象舞台竞演节目”《2060》，将舞台中
央让位给虚拟偶像……似乎一夜之间，虚
拟主播便从传统的新闻播报蔓延到综艺
节目、影视剧、品牌营销乃至直播带货，应
用场景愈发广泛。有业内人士指出，虽然
目前虚拟主播、虚拟偶像的应用场景还停
留在初级阶段，其形式大于内容、话题性

大于实质性、象征性大于实用性，但确实有
利于推动虚拟主播更加广泛地应用。

作为一片“新蓝海”，虚拟主播、虚拟偶
像尤其受到年轻群体的欢迎，并有着快速的
市场增长。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1中国虚
拟偶像行业发展及网民调查研究报告》，
2020年中国虚拟偶像核心产业规模为34.6
亿元，同比增长70.3%，预计2021年将达到
62.2 亿元；2020年虚拟偶像带动周边市场规
模 645.6 亿元，预计 2021 年为 1074.9 亿元。
在技术持续成熟、消费者趋年轻化、多元营
销方式和变现场景等因素驱动下，这一市场
的整体规模会持续扩大。

虚拟主播是科技与艺术融合的产物，除
了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如何在“艺术”的层

面提升虚拟主播的魅力更加考验创造者的智
慧。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级经济
师郭全中认为，从目前来看，虚拟主播很难像
真人主持人一样具备表情，在新闻播报中也
很难做到重点突出，虚拟主播仅仅应用于较
为简单的、流程化的新闻播报领域，虚拟主播
的应用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浙江传媒学院教
授朱永祥则指出，随着技术发展，虚拟主播通
过深度学习，甚至已经具备了价值观、情感和
人格。“简单的播音主持工作会被人工智能取
代，但真人主持人具备出色的专业能力和人
格魅力，可以与观众实现情感的深度共鸣、价
值的深度输出、关系的深度交互以及生命的
深度体悟，从这个角度上讲，虚拟主播不可能
取代传统主持人。”

文化观察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国际滑联NHK杯花样滑冰大奖赛日前在东京落下帷幕，日
本选手展现出不俗的竞技状态，宇野昌磨和坂本花织分别赢得男女单人滑冠军。双人
滑、冰舞金牌则被俄罗斯组合包揽。

此次赛事是国际滑联大奖赛系列赛第四站，中国运动员没有参加。平昌冬奥
会银牌得主宇野昌磨在自由滑比赛中最后一个出场，拿到187.57分，加上其短节目
的出色表现，最后以总分290.15分获得冠军。两届奥运会冠军羽生结弦原本计划

在比赛中亮相，但
因为上周突然右脚
踝受伤，被迫退赛。

女子单人滑比
赛中，坂本花织表
现依旧强势，以
223.34分的成绩成
功卫冕。另外一名
日本选手、17岁的
河边爱菜以205.44
分获得第二。获得
第三名的是韩国选
手柳英，成绩是
203.60分。

本报诸暨11月14日电（记者 苏娅

辉）97：77，天津先行者男篮今天战胜江苏
队。天津队在篮板、助攻、抢断数据上全部
领先，林庭谦创造了32分8篮板8助攻5抢
断2盖帽的超级数据，成为球队获胜的最
大功臣。

这是天津队第一阶段的收官战，更是
一场必须拿下的遭遇战。“今天，我们的
防守质量和篮板球保护都很好，打得快，
打出了自己的风格。”林庭谦低调地表
示，“其实今天也有很多处理不太好的地
方，只是手风比较顺，得分新高还是要保
持平常心。第一阶段给自己打60分吧，很
多地方没有达到教练目标。休赛期继续加
强训练，外线命中率、体能、防守水平，都需
要提高。”

为了限制江苏队的内线吴冠希，赛前，
主教练张德贵给张兆旭下了“死命令”，“这
场球有伤有病也得上，回家再养着，这场球
必须拿下。”能够帮助球队获胜，张兆旭很
开心。“这段时间一直急于上场帮助球队，

教练也说这是最后一场了，要把所有能量
留在场上。今天从数据来看，吴冠希上半
场打得很好。下半场我和潘宁共同限制了
他，拉开了分差，赢球了很开心。”现在，张
兆旭最盼望的就是赶紧康复，“第一阶段
大部分时间都被腰伤占据了，每天都在好
与坏，能不能练中纠结。现在开始要好好
治疗和恢复，希望不要再出问题了。”张
德贵表示：“今天我们赢在拼防守和篮板
球，控制对方外线，攻联防。主要还是准
备充分，防守坚决，控制住了外线。我在
更衣室里和队员们说，靠防守和篮板赢
球，大家执行了，就得这么打。”接下来，球
队将放假三天。“回来继续加强体能储备和
防守训练，月底外援就该结束隔离了，与全
队开始合练。”

另讯 中国男篮今天公布了备战
2023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窗
口期比赛的集训队名单。队员为：周鹏、
任骏飞、徐杰、赵睿、韩德君、郭艾伦、赵
继伟、张镇麟、王哲林、吴前、胡金秋、孙

铭徽、沈梓捷、齐麟、阿不都沙拉木和周
琦。上赛季 CBA 总决赛 MVP 胡明轩落
选。有消息称，胡明轩因为签约某运动品
牌而遭到国家队抵制。杜锋任主教练，郭

士强、刘维伟、杨文海、白江、刘鹏任助教。
集训队于 11月 15日—22日在宁波北仑体
育训练基地集训选拔，之后前往日本，参加
11月27日和28日与日本队的比赛。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昨天，天津食品
集团男排官方宣布，34岁的保加利亚主攻
手瓦伦丁·萨什科夫·博若托耶夫加盟球
队，将随队出战2021—2022赛季中国男排
超级联赛，目前他已在球队展开备战训练。

在前不久结束的全国男排锦标赛上，
天津男排实现突破，斩获亚军，创造了在国
内大赛上的队史最好成绩，这也为他们备
战新赛季联赛增添了信心。相较于全锦赛
阵容，天津男排出战新赛季联赛的阵容不
仅将迎来二传毛天一的回归，还有外援瓦
伦丁的加入，阵容厚度和整体实力都将有
进一步提升。全队将力拼佳绩，超越上赛季
获得第六名的国内联赛队史最好成绩。

瓦伦丁已于本月初来到天津男排，而
且很快融入了这个全新的集体，并学会了

一些简短的中文，“很高兴加入天津男排，
也很喜欢这个团队，我有17年的职业运动
经历，我会努力帮助球队取得好的成绩。”
瓦伦丁表示。

1987年10月出生的瓦伦丁身高达到
2.01米，从 6岁就开始接触排球运动，17
岁开启职业排球生涯。他的技术全面、
进攻突出，运动生涯履历也是十分丰富，
已先后转战过7个国家的男排联赛，包括
2009年至 2012年出战意大利联赛、2012
年至 2014 年转战德国联赛、2014 年至
2015年参加伊朗联赛、2015年至 2016年
亮相法国联赛、2016年至 2018年回归保
加利亚联赛，2018年至 2019年参加日本
联赛，2019年至 2020年则是在卡塔尔联
赛效力。

花滑大奖赛日本站落幕

日本选手获男女单人滑冠军

本报讯（记者 顾颖）正当国内球迷为国足在卡塔尔世界
杯亚洲区预选赛进程中战平阿曼队而懊恼，为他们即将迎战
澳大利亚队而担忧的时候，其他各赛区关于决赛阶段入场券
的争夺，也进入了白热化。北京时间昨天凌晨，世预赛欧洲区
结束6场比赛，法国队和比利时队相继获得胜利，提前一轮锁
定各自小组头名，得以顺利晋级，荷兰队在两球领先的情况
下，被黑山队逼平，无缘提前晋级。

按照规则，世预赛欧洲区第一阶段比赛，每个小组的第一
名共10支球队直接出线，之后，10个小组的第二名，与两支通过
欧洲国家联赛排名确定的球队，总共12支球队进入第二阶段比
赛，决出另外3个出线队伍。法国队本轮在巴黎主场迎战哈萨
克斯坦队，取得了8:0的大胜，其中有4球是22岁的姆巴佩打进
的，第87分钟，他也被安排提前下场，独享现场球迷的掌声。

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姆巴佩表示，前几个月围绕着他发
生了一些事，在欧洲杯赛场上罚丢决定性的点球，然后是寻求
转会没有成功，这都是大事，也很考验自己的头脑和极限，事
后看，这些事潜移默化地重新塑造了他，他用变得更强大这一
最好的方式，对过去的经历做出了回应，如今自己比以前更有
信心，同时也一直提醒自己保持着谦逊，他的目标就是为法国
队和巴黎圣日耳曼队去赢得一切。

比利时队则是在3:1送爱沙尼亚队出局后，由于在仅剩一
轮比赛的情况下，与本组排名第二的威尔士队拉开了5分的
差距，得以提前从E组出线。当日若取胜也可提前晋级的荷
兰队，在领先两球的情况下，被黑山队逼平，要想在本组确保
“直通”资格，下一轮就必须要战胜挪威队。

世预赛欧洲区激战正酣

法国比利时拿到“直通票”

本报讯（记者 赵睿）首次代表中国队在正式比赛中亮相
的后腰徐新接受采访时表示，与阿曼队比赛之后获得了李铁
的肯定，“我的表现超出了他心理的预期。”这句话或许说明在
中澳之战到来前，李铁正在重新评估部分队员的实力。

前中国队主教练朱广沪在一档节目中披露当年中国队选
帅的细节：“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是三个人参加竞聘，我们（选
帅组）是五个人，最后五个人选的全是李铁。”对此，网上的负
面评论居多。本届12强赛中国队平均年龄29.6岁，很多队员
参加下届世预赛的可能性很小，老将们得到“锻炼”的意义不
大，本届赛事更多的是“练帅”，争取下届时能有所突破，所以
给了李铁5年工作合同，陈戌源告诉李铁在国家队主教练岗
位上要做好挨骂准备的叮嘱也是有的放矢。

踢平阿曼队的收获是尝到了增加防守型后腰的甜头，教
训是给后卫线身前设立屏障的做法不能轻易更改，中国队暂
时不具备“三分险中求”的能力和运气。16日与澳大利亚队
的再度相遇，从实力上对比中国队获胜概率不高，最近两天中
国队的训练也围绕着先做好防守再反击的思路进行，上场比
赛表现出色的洛国富、阿兰、徐新等队员在训练中非常卖力。
据悉，教练组最近分别同部分队员沟通，其中包括没有登场的
队员，肯定他们的表现和为队伍做出的努力。

新赛季排超联赛 保加利亚老将加盟

天津男排添新援

首次代表国足出场 徐新让人耳目一新

李铁或重新评估队员能力
林庭谦打出超强数据 众队员顽强拼下胜利

战胜江苏队天津男篮首阶段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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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剧场:流金岁
月（27、28）21:20 非 你
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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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剧场:不能没
有家（25、26）21:00 最美
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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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 剧场：正阳门
下 小 女 人（31—33）
19:20 剧 场：浴血红颜
(20—23)22:15 剧 场: 特
战英雄榜(23、24)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穷妈妈
富妈妈（9、10）

天视5套（106）

18:55 直播:体坛新
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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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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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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集 奶奶知道南孙妈妈
回国了，觉察到她可能还
带了人回来，心情复杂。
第二天一早，奶奶来找锁
锁，问南孙妈妈哪天走，自
己想去机场看南孙妈妈一
眼，祖孙二人相拥动容。
小姨来找南孙当说客，南
孙一一挡回去。小姨察觉
到南孙有难言之隐，没有
继续追问。朱锁锁找到范
金刚，要他帮忙拿到比袁
媛更低的折扣，替南孙出
一口气……

天津卫视 19:30

■《不能没有家》第
25、26集 陆大宽离开丁
蕊后，面临失业困境，被
吕凤琴的馒头铺收留，为
此胡德茂一直耿耿于怀，
以小人之心揣度陆、吕二
人之间的革命友情。于
是胡德茂以馒头铺老板
身份，对陆大宽开始“打
击报复”，三番五次挑衅
滋事。面对陶欣的难题，
胡德茂挺身而出，目的就
是挤对陆大宽。 陶叶的
美容院被查封，同时还要
赔偿50万元 ……

天视2套 19:30

■《穷妈妈富妈妈》
第9、10集 田芳的包子
铺被城管查封，众人租
门面重新开业，依旧红
火。大妹见田芳思念刘
小东却不敢给他打电
话，便叫克敏转告。克
敏要刘小东接田芳的电
话，刘小东忙着玩游戏
应付作答，田芳则为电
话中刘小东说不记恨自
己而感到高兴……

天视4套 21:00

■《非你莫属》赵
娜，今年30岁，来自吉林
艺术学院播音与主持艺
术专业，从小喜欢唱歌。
多年的社会经验积累，赵
娜可独立面对各种人际
沟通和解决问题。此次，
她寻求活动策划的岗位，
能否求职成功？

天津卫视21:20

■《最美文化人》戴
玉强，这位被誉为“帕瓦
罗蒂”接班人的著名男
高音歌唱家，继去年的中
国三大男高音巡演之后，
再次来津一展歌喉。本
期节目，让我们一同聆听
戴玉强和他的两位弟子
张岩、廖天宇之间亦师亦
友的精彩故事。

天视2套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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