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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

“像一个传说，爷爷曾告诉我，一
支队伍打江山，带来了新中国……”昨
天下午，昆明路小学音乐教室里响起
童真的歌声，天津音乐学院的师生来
到这里，辅导孩子们学唱原创合唱作
品《党的故事在心里》。这是市教育两
委在全市开展的庆祝建党 100周年
“百年行动”党史主题活动之一。

据介绍，今年市教育两委围绕“明
理、增信、崇德、力行”在全市各级各类
学校重点开展40项党史主题活动。
此次天津音乐学院走进昆明路小学，
是其中的“学四史 守初心 担使命”音
乐宣传实践活动。学院师生组成“红
色文艺轻骑兵”，为同学们带来文艺演
出和音乐辅导。

昨天的活动中，面对“10后”小朋
友，授课老师以活泼的“音符手势”开
启课程，寓教于乐，一下调动起孩子们
的情绪。紧接着，独唱《多情的土地》
以美声唱法带来音乐的美感与震撼，
孩子们情不自禁地鼓掌。

随后，一首天津音乐学院师生原
创作品《党的故事在心里》，通过“阿卡
贝拉”的方式精彩演绎。无伴奏合唱
颇具层次感，风格清新，充满活力，令
孩子们领略到声乐的美妙与神奇。

授课老师准备教唱这首歌曲，
孩子们也开心地拿起谱子跃跃欲

试。曲调朗朗上口，歌词简洁明了，
孩子们很快就唱出了作品开头部
分，授课老师也与孩子们约定，下次
继续一起学唱。
活动尾声，授课老师向孩子们

发问：“你们会唱《我和我的祖国》
吗？”“会！”孩子们齐整洪亮地回
答。在钢琴伴奏下，所有人一起唱
起这段对祖国爱恋的旋律，歌声在
教室里久久回荡。

活动当天，天津音乐学院与昆明

路小学还举办了大中小幼思政一体化共
建交流会。昆明路小学校长李素颖表
示，以艺术形式讲述建党百年奋斗历程，
有利于引领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情怀，希望两校继续共同探索设施
共享、人才共育、课题共研、特色共创等
多领域深层次合作。天津音乐学院负责
人表示，学院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继
续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扩大服务中小学
课后工作的影响力和辐射面，丰富服务
内容、形式和质量。

我市网络作家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感恩新时代 写出好故事

天津音乐学院师生走进昆明路小学

唱响红色旋律厚植家国情怀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日前，在市
作协网络文学专业委员会的组织下，
我市网络作家纷纷就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畅谈了各自体会，
大家表示，要努力写出对时代有意义
的好作品。
作家王玉慧（西子情）、张桐英（晓

月）等表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为文学创作带来了力量、指明了方向，
要用实际行动为党的文学事业增添新
的光彩。
“80后”作家谷灏（采茶小哥）、刘

颖（琉天玺）等表示，要深入到人民群
众之中，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创作出
有思想、有担当、有魄力的好作品。
“90后”作家曾庆宇（狄不蔓）、聂

晶晶（棠一笛）以及“00后”作家王博
涵（刺刀上的血）、李芳菲（潇潇萧云）

等表示，要写好中国故事，宣扬中国特
色，创作出更多反映党和人民接续奋斗
的动人故事，做时代的书写者和记录者。
来自我市各个行业的作家们表示，要

立足当下，创作出内涵丰富、讴歌党、讴歌
祖国、讴歌人民、讴歌时代的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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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强赛告一段落

中国男足总结才刚开始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 年
WTA年终总决赛昨天在墨西哥瓜
达拉哈拉泛美网球中心结束决赛争
夺，穆古鲁扎以 6：3、7：5战胜康塔
维特，以一波4连胜勇夺女单桂冠，
成为第一位称霸WTA总决赛的西
班牙籍球员。这是她职业生涯第10
个女单冠军，其中在福地墨西哥夺
下三冠。
康塔维特和穆古鲁扎在本赛季硬

地赢球场次排名前二位。这是双方职
业生涯第6次交锋，之前穆古鲁扎3胜
2负稍占优势。自2003年总决赛恢复
现行的小组循环赛以来，这是第7次

出现单打决赛双方来自同一组的情
况。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克雷吉茨
科娃/西尼亚科娃以6：3、6：4战胜谢
淑薇/梅尔滕斯，以五战全胜的战绩首
次并肩捧起年终冠军奖杯。这是二人
今年赢得的第五冠，也是合作以来收
获的第10冠，西尼亚科娃由此超越谢
淑薇，以WTA双打世界第一的身份
为赛季完美收官。
同时进行的都灵ATP年终总决

赛红组比赛中，五届冠军、头号种子德

约科维奇以6：3、6：2轻取卢布列夫，拿
下个人赛季第 50场巡回赛单打胜利，
也是他在年终总决赛的第40胜，从而
超越伦德尔独占赢球榜第二，仅次于
费德勒的 59胜。小德第 10次晋级年
终总决赛四强，追平了桑普拉斯的纪
录，在榜单上并列第三。前赛会冠军西
西帕斯因右手肘伤赛前退赛，英国球员
诺里幸运替补出战。鲁德以1：6、6：3、
6：4逆转诺里，取得个人在总决赛的首
胜，并保留晋级希望。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中国足
协官方宣布，现任上海女足主帅的水庆
霞正式成为中国女足新任主教练。
中国足协在这份十分简短的公告

中写道：“中国足协主席办公会综合前
期女足国家队主教练选聘工作情况，在
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通盘考虑、慎重研
究决定，由现任上海女子足球队主教练
水庆霞担任中国女子足球队主教练。”
此前，水庆霞担任以联合队名称

参赛的中国女足的代理主教练，并率
队夺得了全运会冠军。不过一个月前
中国足协选帅专家组对女足主教练竞
聘候选人进行面试，水庆霞并未参加
竞聘。此番直接“空降”，可谓是众望
所归，但指定人选也是对中国足协此
前公开竞聘的全面否定。
水庆霞的履历可谓是相当丰富，做

球员时曾代表中国女足获得1994年亚
运会冠军、1996年奥运会亚军。执教生
涯，水庆霞先后在女足国青队和上海女
足青年队都取得了成功，执教上海女足
的时候曾率队夺得了众多荣誉。
当然，此前犹豫不决的中国足协

最终一锤定音，最重要原因在于女足
亚洲杯的临近。女足亚洲杯将于
2022年1月20日至2月6日在印度进
行，这是水庆霞率队面临的首要任
务。奥运会折戟、全运会冠军说服力
不足，都让中国女足承受巨大的舆论
压力，亟须一次成功的大赛之旅完成
解围。

本报讯（记者 赵睿）中国队昨天
上午回到上海，履行了入境相关程序
后前往苏州太湖基地，按要求进行
“14+7”隔离观察。12强赛暂告一个
段落，中国队的相关总结也随之开始，
这其中包括主教练李铁的深刻反思。
据央视发布的数据，北京时间

16日 23时进行的中澳之战，超1234
万人通过CCTV-5直播观看了比赛，
中心城市收视率达1.01%，收视份额
高达18.37%，获得全国网和中心城市
双网同时段上星频道收视冠军。数据

足以说明中国队虽水平不高，但仍是
优质体育IP，影响巨大，一言一行都
是全国瞩目的焦点。
中国队在隔离观察期内一边调整

恢复和训练，一边总结12强赛前6轮
比赛取得的进步和经验教训，隔离观
察期结束后，队员返回各自俱乐部备
战中超。李铁在中澳之战赛后的一番
直抒胸臆，中国足球队代表团上下都
始料不及，也把他自己推到了舆论的
对立面，给国家队管理工作增添了麻
烦，据悉，中国足协会就相关问题与李

铁进行深入沟通。其实，中国队的前几
任本土主教练受到的委屈可能不比李铁
少，困难届届有，届届不一样，但他们
都管住了嘴，不争论，埋头干，更不会
因为上级作出的决定而叫屈。
已回到西班牙的武磊更新了社交软

件的内容，他回忆：“小时候我在根宝基
地的黑板上写过：有时在与人的交往中，
我们需要的是安慰别人而不是标榜自
己，为了能够让别人快乐，自己忍受一些
误解又有什么关系呢？”武磊的这番话被
舆论称之为“清流”。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昨天，由天津市体育局和天津体育
学院联合主办的全民健身高峰论坛在天津体育学院行政楼举
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等多所知名
院校的国内顶尖专家汇聚津门，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进行授
课，围绕“新征程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新格局”这一
主题展开交流和研讨。
会议为期两天，以网络直播方式与大家分享新时代我

国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健康中国与体育强国建
设的体医融合协同创新研究；大健康时代背景下，学校体育
教育与健康促进的融合发展；数字时代全民健身智慧化等
方面的内容，推动全民健身的快速发展。

水庆霞“空降”中国女足

WTA年终总决赛穆古鲁扎夺冠

全民健身高峰论坛在津举办

荧屏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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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视（101）

19:30剧场:流金岁月
（35、36）

天视2套（103）

19:30剧场:不能没有
家（33）20:10中国家庭（1）

天视3套（104）

17:50 剧场：正阳门
下小女人（43—45）19:20
剧场：浴血红颜(36—39)
22:15 剧场:特战英雄榜
(31、32)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穷妈妈
富妈妈（17、18）

天视5套（106）

19:30 海教园大学生
足球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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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集 袁媛到酒吧看王永
正唱歌，表示自己愿意仰
望着自己喜欢的人，也愿
意等王永正慢慢忘记蒋南
孙。谢宏祖和谢嘉茵去了
印尼，朱锁锁住在南孙家，
二人一起赏月，朱锁锁发
现王永正在和袁媛吃宵
夜，替蒋南孙生气，独自去
向王永正兴师问罪，二人
争吵间，朱锁锁情绪激动
动了胎气，被送到医院。
蒋南孙赶来，得知朱锁锁
一直联系不上谢宏祖，自
己给谢宏祖打电话，谢宏
祖在赶往医院的路上得知
谢嘉茵又出了事，只得再
往回赶……

天津卫视19:30

■《不能没有家》第
33集 陶叶明白了自己对
大宽的感情，也明白了夫
妻关系的真谛。这让她
对陶丰年与张芬芳的黄
昏恋感同身受，陶叶表达
了对二位老人的支持，把
张芬芳迎进家门，二人冰
释前嫌。陶欣从报纸上
得知，自己的未婚夫霍雷
不是失踪，而是入院了。
原来霍雷顺利完成追查
全国通缉犯的保密任务，
但不幸的是，追捕过程
中，霍雷身受重伤，导致
终身残疾……

天视2套 19:30

■《中国家庭》第1
集大年三十，米佳因无端
猜疑，与丈夫严川发生口
角，令婆婆秋莎强烈不满，
出言不逊，骂她“麻雀变凤
凰”，有幸成为严家豪门独
子儿媳，却是“不下蛋的母
鸡”。米佳一气之下跑回
了娘家。母亲赵彩霞得知
情况后火冒三丈，大骂严
家“狗眼看人低”，非拉着
女儿去评理。不料，却引
爆了“家族战争”……

天视2套20:10

■《穷妈妈富妈妈》第
17、18集 大妹不让克敏
与刘小东接触，克敏不
听。刘小东玩游戏打翻了
药，烫伤了田芳的手，却喝
了田芳再次端来的药。刘
大为向李蓉要钱，得知莫
莉限制了自己的现金使
用。田芳为了跟刘小东沟
通，学了网络语言，结果却
错误百出……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网购
海参花了一万多元，可收
到货后却不敢吃，消费者
怀疑买到假货，把网购平
台告上法庭。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