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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启动

向世界精彩呈现“你眼中的天津”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北京时间
昨天，正在美国休斯敦备战2021年世
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两对中美混双组合
林高远/张安、王曼昱/卡纳克进行了
首次合练。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与美
国乒协首席执行官沈伟妮在训练前，
各自将签有全队球员签名的球衣赠予
了对方，期待共创佳绩。
本届世乒赛混双争夺于北京时间

今天打响，两对中美组合均登场亮相，
这是中美乒协在纪念“乒乓外交”50周

年之际续写的两国体育交流新篇章。两
对跨国组合在训练中展现出了良好的备
战状态，刘国梁在合练现场全程指导了
两对组合的技战术。“林高远是左手将，
双打能力强，和张安配对比较合适。王
曼昱和卡纳克则是同龄人，年龄和球风
也很相近，因此这两对组合都具有一定
冲击力。”刘国梁表示。
进行首次合练的两对中美组合也十

分兴奋，王曼昱说：“我和美国搭档卡纳
克虽然在一起训练的时间还不长，但我
已经发现了他的很多优点。第一次配
合打比赛，相信这种新鲜感会激发更大
的潜力。”林高远/张安也对比赛充满了
期待，二人均表示会努力去拼每一场球。
林高远说：“在首次合练中，我与张安进行
了一些技战术上的交流，既发现了问题，
也培养了默契，我们的沟通非常顺畅，期
待在比赛中发挥出高水平。”

本报讯（记者 申炜）在《法国足球》杂
志官宣金球奖获得者之前，另外一项足球
领域的个人奖项——世界足球先生，也即
将开始投票。昨天，国际足联公布了年度
最佳各个奖项的候选名单，其中入选世界
足球先生名单的共有11人。
梅西、C·罗、莱万多夫斯基这样的热门

都在候选行列，此外还有本泽马、德布劳
内、哈兰德、若日尼奥、坎特、姆巴佩、内马
尔、萨拉赫。
投票将在12月11日截止，明年1月初

公布该奖项的三人候选名单，1月17日进
行颁奖典礼。国际足联将在同一典礼上
公布年度最佳男子足球运动员、年度最佳
女子足球运动员、最佳男足教练、最佳女
足教练、最佳男门将、最佳女门将、最佳男
子足球11人阵容、最佳女子足球11人阵
容、国际足联公平竞赛奖、普斯卡什奖以
及国际足联球迷奖。
考虑到疫情，这次颁奖典礼将在苏黎

世国际足联总部以线上形式举行。

国际足联公布年度最佳候选名单

谁是2021年的MVP？
本报讯（记者 顾颖）在正常的中超赛季，11月下旬，应该是

联赛收官的时间，然而今年，因为给国足出战卡塔尔世界杯亚洲
区预选赛“让路”，此时，各支中超球队却在经历了长达3个多月
的歇赛期后，忙着推进联赛第二阶段赛前最后两周的准备工
作。比如天津津门虎队的大巴车和平时用于教练布场提前出发
使用的中型车，这两天都在抓紧做保养，它们将在本月底载着球
队的装备、物资提前出发前往上海，全程伴随津门虎队完成在上
海的备战和在苏州的联赛第二阶段比赛。
昨天、前天，津门虎队放假两天，这是12月1日动身前往

上海集训、打热身赛前，教练组给队员们安排的最后一个比较
“整”的假期。不过昨天下午，却有很大一部分队员自发选择
去加练，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动起来，是每个人面对即将到
来的保级大战，最能让自己内心安静下来的方式。
截至目前，中国足协和中足联还没有给俱乐部下发任何

关于联赛调整的通知，津门虎队现在一切都按之前的既定时间
表，也就是保级组、争冠组比赛，分别于12月12日、13日在苏
州、广州开战做准备。至于已经有几家俱乐部被曝光资金链
断裂，可能影响参赛，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表示，相关信息
教练、队员们都看到了，但是并没到“高度关注”的程度，也几
乎没假设过，一旦有球队退出，目前在16支球队中排名第14
位的津门虎队，是否能“不战而胜”顺利保级？

球员自发去加练 瞄准最终保级战

不听传言 津门虎“按部就班”中美混双组合首次合练

中央网信办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

对违法失德艺人

“曲线复出”说不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 王思北）记者23

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
息规范，维护良好网络舆论秩序，中央网信办近日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相关工
作的通知》，提出对违法失德明星艺人采取联合惩戒措
施，全网统一标准，严防违法失德明星艺人转移阵地、
“曲线复出”。

通知从内容导向、信息呈现、账号管理、舆情机制等
4个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措施，要求严把娱乐明星网
上信息内容导向，加强正面引导，建立负面清单，禁止娱
乐明星网上信息含有宣扬畸形审美、低俗绯闻炒作、恶
意刷量控评、虚假不实爆料、诱导非理性追星等内容。

根据通知，对于明星广告代言、品牌合作、商业推广
等商业活动类信息，原则上仅在各网站平台广告位置
呈现，且应在显著位置标明广告字样。对于明星影
视、音乐、综艺作品及相关宣传、片段、演绎、评述等演
艺作品类信息，含有明星个人标识的，在首页首屏、热门
推荐、热搜榜单等环节，同一明星同一时段原则上只能
呈现一条。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 王思北 白瀛）中
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23日发布第九批
网络主播警示名单，包括“铁山靠”“郭老师”两名职业主
播和“吴亦凡”“郑爽”“张哲瀚”三名演员在内的88名主
播将在行业内被实行联合抵制和惩戒。这是违法失德
艺人首次被纳入网络主播警示名单中，防止劣迹艺人转
移阵地复出。名单向社会公布后将下发各平台予以封
禁，并同步报主管部门备案。

此次第九批警示名单中，有五名网络主播因粉丝量
较大且具有鲜明的“饭圈”行为特点，有可能出现制造炒
作话题、煽动大众情绪，组织粉丝、雇用网络水军控制舆
论走向等风险行为，需重点关注。

据悉，为规范网络表演（直播）行业主播管理，
净化网络表演（直播）环境，维护行业生态有序、良
性、健康发展的秩序，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
（直播）分会 2018 年起实施网络主播“黑名单”制度，
截至目前，已经陆续发布九批共 446 名网络主播警
示名单。

吴亦凡郑爽张哲瀚等禁当主播

■ 本报记者 张帆

昨晚，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天
津海河传媒中心主办，津云新媒体承办的
“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启动仪式在
梅地亚大剧院举行，各具特色的城市推介
展示让人们对此次大赛倍加期待。

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或藏于巷
尾街头，或融入人文风情。即将617岁的天
津古老而充满生机，她因河而生、因海而兴，
在漫长的岁月里凝聚起独属于天津的文化
符号，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意象。今
天，这些丰厚的人文积淀都将成为短视频创
作爱好者们创意的种子和生发故事的力量。

启动仪式在炫目的光影秀《沽水流霞
六百年》中开场，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主持
人带来的歌舞表演《我拍天津卫》极富动
感活力，生动呈现新媒介、新传播方式的
勃勃之姿和无限可能。在城市推介展示
环节，各界嘉宾与主持人联袂登场，用极
具地域特色的方式展示天津之美：国家级
非遗项目杨柳青年画代表性传承人霍庆
顺现场制作年画《莲年有鱼》，霍元甲武术
学校武术表演《精武情》，一静一动之间展
现出西青区深厚的人文底蕴；南开大学天
津校友会校友合唱团用歌曲《美丽南开我
的家》推介南开，家住南开区的奥运冠军
吕小军说身为新天津人，他平时最喜欢带
着家人逛古文化街，感受南开地道的津味
儿文化；和平区的推介环节既有李亮节的
摇滚大鼓《天津故事》展现曲艺底蕴，也有
“最美志愿者”张振东讲述和平区五大道
的小洋楼故事；滨海新区的推介方式别出
心裁，机器人“滨滨”谈吐风趣幽默，展现
了“滨城”特色智能形象。
在推介展示过程中，现场还播放了张伯

礼、叶嘉莹、郎平、王宝泉及天津女排、冯巩
等各界名人向大赛启动表示祝贺的短视频，
“留在天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选择”“说天
津话，讲天津事，抖天津人的包袱”“天津是
我的福地，我很喜欢这座城市”……大咖们
热爱津沽大地的真挚心声让人倍感亲切。

作为此次大赛的特别助力嘉宾，郭德纲
携弟子栾云平和孟鹤堂现场拍摄了一段预

热视频，号召大家都来积极参赛。当谈到会
拍摄什么视频来推介天津时，郭德纲说：“那
一定是天津的早点了，如果要爱上别的城市
可能需要三五天时间，在天津六点起床，吃
完早点七点半你就爱上它了。”随后，郭德纲
还作为大赛助力官现场揭晓了“你好天津”
网络短视频大赛官方宣传片和主题曲。仪
式尾声，“时代楷模”“最美医生”“天津楷模”、
奥运冠军等各界嘉宾一同上台，背景大屏幕
启动“千人同屏”，数百位网友齐声高喊“你
好天津”，大屏内外共同启动“你好天津”网
络短视频大赛。

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还邀请了来自
各行各业的社会代表为大赛助力。“福尔

摩斯·颖”眼中的最美天津什么样？女排国
手魏秋月会用手机拍什么？地道的“天津孩
子”郭德纲又会如何向八方宾客推介天津？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答案也一一揭
晓。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
“最美医生”张颖说：“天津号称‘万国建筑博
览会’，建筑风格很有特色，尤其到了秋天五
大道的景色非常美。我是土生土长的天津
人，我爱这座城市，生活在这里感觉非常轻
松，老百姓都特别地质朴。从我的本职工作
来说，在卫生疾控系统有很多值得记录的美
好瞬间。大家为了配合我们的防疫工作，一
直在遵守着防疫要求，在公共场所佩戴口
罩、主动验码、测温，这些都是值得记录的。”

女排国手魏秋月认为，拍视频是一种对
外宣传天津非常好的方式：“对于年轻人来
说，短视频已经成为获取信息的一种重要途
径。大家都知道天津是‘哏儿都’，其实除了
说相声、讲段子，天津还有很多底蕴，有很多
值得记录的地方。天津女排每年也会有很多
外援来到天津，他们给这座城市的打分都很
高，觉得这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

自称“天津孩子”的郭德纲说：“明朝永乐
二年，有了‘天津卫’这三个字。我16岁离开
天津出去闯荡，无论走南闯北，其实最爱的还
是家。天津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乐的太多
了，咱们各位‘稳坐寂寞，淡看繁华’，把身边
好玩的东西拍下来展示给大伙儿看，多有意
思！”他也希望大家能用手机发现身边的相声
素材，彰显曲艺之乡的特有魅力。

近年来，正在着力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培育建设、致力打造生态宜居现代化城市
的天津吸引了许多外国的年轻人来津求学。
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让他们纷纷拿起
手机，用短视频的方式记录下美丽天津的一
点一滴。来自尼日利亚的小伙儿韩懋宇去过
中国的许多城市，但天津最让他着迷：“我来
天津已经四年了，这里给我一种家的感觉。
天津人很好客，天津话也很有特色，感染力特
别强。”天津飞速的城市变化给他留下了很深
的印象，“这两年雾霾天气明显变少了，很多
地方建起了新的大楼，城市变得越来越漂亮
了。”拿起手机，他平时最喜欢的是拍摄天津
的各种建筑。“天津的建筑很有特色，比如意
式风情区，还有五大道的小洋楼，这些都是在
其他城市看不到的。我也想把这些记录下来
与我的朋友和家人分享。”
来自亚美尼亚的留学生秦梦兰就是通过

一段短视频认识了天津，如今也成了美丽天
津的记录者和宣传者：“我觉得天津人很勤
劳，城市也很美，不仅有中式建筑也有许多欧
式建筑。我喜欢拍视频，平时会拍一些天津
的美食，尤其是早点特别好吃。天津话很有
意思，倍儿哏儿！”就读于旅游管理专业的秦
梦兰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在天津扎根，“如果有
机会的话，我想留在天津发展，这里不仅经济
发展很快，环境和气候也非常适合居住，我习
惯了这里的生活。”

右图：天塔于昨晚同步上演主题

灯光秀。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上图：昨晚，“你好，天津”网络短

视频大赛启动仪式在梅地亚大剧院

举行。 本报记者 姚文生 摄

图为王曼昱（左）与卡纳克在训练中

■《理想之城》第5、6
集水泥听证会上，夏明以
集团供给水泥质量比市场
低且价格比市场高为切入
点，直言产生这个问题的
根本原因在于集团水泥厂
没有按照市场机制来运
行，好的坏的都卖给了集
团的子公司，不愁卖，所以
就不能保证质量……

天津卫视19:30

■《中国家庭》第10、
11集米强进了严氏集团，
谁知上班的第一天就随严
川去了溪水山区，不料，却
意外撞见了尚晓芸。如今
的她已今非昔比，是啤酒厂
的厂长助理。那一刻，米强
心乱如麻，而尚晓芸却镇定
自若，居然当着严川的面装
作不认识，后又约他上山
顶。米强慌了……

天视2套19:30

■《穷妈妈富妈妈》第
27、28集 汪琦用莫莉的
名表从晓彤手里换到了
货，知道了刘小东的下落。
田芳欣喜刘小东的文章得
以发表，刘小东产生了写长
篇的想法。汪琦来到刘小
东所在的城市却被骗丢了
钱，路过田芳包子铺的时
候被田芳看到……

天视4套21:00

■《模唱大师秀》津
门票房争霸赛评剧专场本
周继续鸣锣开战，本期登
场的票房是渤海评剧社和
中山评剧团，你方唱罢我
登场，粉墨登台好不热
闹。本期观察团由天津市
评剧白派剧团一级演员施
立红、青年演员滕建东，青
年相声演员谷宗翰、天津
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夏冬
以及海河传媒中心的田翔
组成。他们观点犀利，风
趣点评，能否引领观众投
票？与此同时，谷宗翰、田
翔分别与两个票房合作，
参与知识竞答，他们会有
惊天“神助攻”，还是会习
惯性“坑队友”？

天视2套21:00

■《今日开庭》今天
的案子是一起医疗美容机
构起诉整形歌手的案子。
一年前，毛林林在医院接
受了整形手术，因对手术
结果不满意，毛林林多次
公开干扰医院正常运营，
并在其微博账号上发布诋
毁、中伤原告医院的言论，
造成原告医院声誉严重受
损，出现了大量顾客解约
的现象，造成了一定的经
济损失。于是医院将毛林
林告上法庭，讨要赔偿。

天视6套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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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深日久，会馆失修，桌
椅陈旧，臭虫极多，鲁迅移入会馆
的头天晚上，就不得不挪至桌上
睡觉——“夜卧未半小时即见蜰
虫三四十，乃卧卓上以避之”，次
日，“为易床板，始得睡”。

绍兴会馆非绍兴籍也可入住，人口
杂乱。1912年，一群闽客成了周树人的
邻居，他们经常高声喧哗，往往干扰了
先生的思考与睡眠。同是南人，同在京
华，浙江人把对福建人的抱怨记录在日
记中，今天读之不禁使人莞尔：

1912年 8月 12日，“半夜后邻客
以闽音高谈，狺狺如犬相啮，不得安
睡”。这次周先生强忍着没有发作。9
月20日，“夜雨不已。邻室又来闽客，
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
戢”。这次，周先生发作了，且似乎受
此闽音影响，他本月27日晚与董恂
士、钱稻孙等人饮于劝业场上之小有
天时，对闽菜甚不感冒：“肴皆闽式，不
甚适口，有所谓红糟者亦不美也。”10
月7日，“晚邻闽又嗥”。“又嗥”二字，
让人喷茶。之后不久，福建人似乎就
搬走了。11月23日，“夜风。院中南
向二小舍，旧为闽客所居者，已虚，拟
移居之，因令工糊壁，一日而竣，予工
资三元五角”。五天后，鲁迅移入此南
向二小舍。

不要以为他从此就清静了，邻室
喧哗这一待遇，专门预备给夜间头脑
清醒的人。1914年 1月31日，“夜邻

室王某处忽来一人，高谈大呼，至鸡鸣不
止，为之辗转不得眠，眠亦屡醒，因出属
发音稍低，而此人遽大漫骂，且以英语杂
厕。人类差等之异，盖亦甚矣。后知此
人姓吴，居松树胡同，盖非越中人也”。
1914年7月9日，“夜邻室博簺扰睡”。同
月29日，“夜邻室大赌博，后又大诤，至
黎明诤已散去，始得睡”。1915年5月9
日，“夜半邻室诸人聚而高谈，为不得眠
孰”。使人仿佛看到了聚谈邻客的脸面。

晚上是这样闹心，白天去教育部上
班，要么“枯坐终日，极无聊赖”，要么“闻
临时教育部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
怜可怜”，窝火之处时见。但这不是鲁迅
北京生活的全部，更多的时候，他是寓在
会馆的三间屋中读佛经抄古碑，夏夜便
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
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
头颈上”。

1916年5月6日，鲁迅“下午以避喧
移入补树书屋住”。补树书屋在绍兴会
馆的西部，算是独院，院中靠北墙还有一
间小屋，佣工可住，狭弄内还有厕所。四
间房，周树人住偏南一间，后来就让给了
老二周作人，自己搬至偏北一间，而最北
头一间空着。

2 热闹的绍兴会馆

在刘心武的小说《如意》中，主
人公是一个清代贵族的后裔，当年
叫格格，她就一直珍藏了一对如
意。这对如意与她的爱情、向往、命
运相随始终。2004年5月20日，北
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了清代宫廷珍
藏如意展，展出了207柄皇家御用如
意。它们是从故宫3000多柄如意藏品
中精选出来的。参观者从中不仅可以欣
赏到清代如意的丰富和精美，还可以领
略到清代皇家痴迷于玩赏的时尚风情。

如意的功能多样，取材也很广
泛。据唐代以前史料记载，如意的材
质有白玉、水晶、琥珀、骨、犀、漆、木、
竹、牙、铁等。南朝以后，如意形制越
来越大，制作材料也越来越考究，成为
一种贵族的豪华摆设。清代乾隆时期，
如意大量制作，如意的材质也愈趋贵重
和丰富，有金、银、铜、镀金、铁、玉、沉香
木、檀香木、红木、桦木、木变石、竹等，
并饰以翡翠、水晶、宝石、珍珠、珐琅、漆
器、瓷器、戗金、玛瑙、珊瑚、蜜蜡、松石
等。目前遗存的古代如意，有清一代数
量最大，远远超过以往所有时期的总
量，而如意的材质也最具代表性。

玉如意是满族的吉祥物，用其象
征顺利如意。玉石如意的材
质十分丰富，包括翡翠、白玉、
青玉、碧玉、墨玉、水晶、孔雀
石、玛瑙、珊瑚等。清代中期，
由于朝廷对新疆和阗玉的进
一步开采，玉制如意的数量大

增。从清代流传至今的如意情况看，以白
玉和翠玉制作或装饰的如意数量最多。
特别是清代中期国力强盛的时候，用白玉
和翠玉等贵重材料制成而不加任何镶嵌
装饰的如意就更多。后世仿制清代如意，
也多以白玉和翠玉为原料，施以平雕、镂
雕等工艺。乾隆皇帝酷爱赏玉、玩玉，在
其所作如意御制诗60首中，以“咏和阗如
意”为题材的诗就达10首之多，从中即可
看出他格外喜欢玉如意，也能证明当时玉
如意的数量一定不小。不仅如此，乾隆还
特别注意玉如意的纯洁度，曾命清宫造办
处，要将白玉如意中的瑕疵“俗样都教铲
削去，本来玉貌净真披”，只有这样，才“入
目方堪号如意”（乾隆《咏白玉如意》）。

乾隆年间福建督抚受贿案发后，查
出总督伍拉纳家藏嵌玉如意112柄、雄黄
如意2柄、檀香如意1柄、嵌料石如意9
柄，巡抚浦霂原籍家藏三镶如意157柄、
金如意3柄，布政使家藏如意14柄、硝石

如意2柄，按察使家藏金如意9
柄、整玉如意2柄、带表如意1
柄、三镶如意121柄、料石雕漆等
如意7柄。嘉庆年间抄没军机
大臣和珅家产时，抄查嵌玉如意
1601柄、嵌玉九如意1018柄。

37 材质丰富玉为首

天到过午，一辆双套的马拉轿
车，从三水镇里出来，过了三道桥、
咸水村、海庄，一直奔往三岔口据
点。两匹大马在盐滩公路上跑着，
路面上铺着一层蛤蜊皮，被这车轱
辘一轧，发出“哗哗……”的响声，
在公路上腾起团团暴土，灰尘都落进公
路两旁的盐池里。赶车人坐在里手的
车辕上，手摇长鞭，随着马拉轿车的颤
动，两条腿也在有节奏地晃动。轿车的
车帘撂着，车里的人外边看不见，但可
想而知，这样的马拉轿车不是一般人坐
得起的。在太阳平西的时候，这辆马拉
轿车进了三岔口据点。这时，顺着盐滩
公路走来一个穿着灰色军装的人，上身
没扣纽扣，露出贴身的粗布白小褂，腰
间插一把手枪，是天热还是走得过急，
他没戴帽子，而是在手里拿着，不时地
用帽子当扇子呼扇着，他一直顺着盐滩
公路，朝着三岔口据点走去。
“干什么的？”三岔口据点外边，在

桥头上站岗的盐警，喊了这么一嗓子。
穿着灰色军装的人，顺着喊话的声音看
了看，像没听见似的，站岗的盐警见状，
恼火地把大枪端起来，“哐”的一声，子弹
推上了枪膛。盐警一抄大枪，在桥上站
岗的其他盐警，也都把大枪端起来，直朝
来人迎了过去，同时大喊：“站住！干什
么的？”这个人见盐警都端起大枪，脚步
仍然没停，他把小褂的袄襟往外一甩，怀
敞开了，腰里露出了一支蓝瓦瓦的手枪，
点头朝着桥头上的盐警笑了。“啊！”盐警

们吃了一惊，看这身灰色军装，腰里掖着的
手枪，这不是游击队吗！这人一转身下了
大道，直朝据点走去，因为是白天，据点外
边大沟上的吊桥撂着，大门敞开，那辆马拉
轿车已经停在了里面，大门前的沟埝上有
个不大的岗楼，岗楼外面有盐警持枪站
岗。公路桥头上的喊声，这边的盐警早已
听见，此时他们把大枪一端，明晃晃的刺刀
挡住了来人的去路，后面从公路桥上下来
的盐警，也端着大枪直对着来人的背后，这
个人正好站在了吊桥的中间。

这个人在吊桥的当中一站，朝两边看
了看，笑着问了句：“这是干什么？”盐警们
被这句话给问愣了：“啊……”他们互相看
了看，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把大枪直挺
挺地端着，不错眼神地看着来人，并没有
一个答上话来的。就在这时，从据点里
“呼啦”一下冲出几个人来，为首的一个歪
戴着大檐帽，斜愣着眼打量着桥上的这个
人，他举起手枪朝着来人一点：“你是干什
么的？”吊桥上边的这位，侧着脸瞟了他一
眼，说了一句：“盐民游击队！”这个人说话
的声音虽然不高，却吓得歪戴大檐帽的盐
警连连后退：“啊！盐民游击队……你为
什么到这儿来了？”吊桥上的这位冷笑一
声：“我是你们请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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