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u��������	v��
������
����a���a�	�a���a�������a���a���a���a������a������a	����
���

��	�����������������b���
���������������������������	�����	��������	���a���a���a���a������a������a	����

�b��
������������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文体
2021年11月26日 星期五 责编：祁振 温卉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文并摄

“大美之艺·厚德之行——2021
天津美术学院设计学类教师作品双年
展”正在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举
办。这项展览通过 80 余位教师的
260余件作品，集中展示了天津美院
设计学类的教学与创作实践成果。
近日，本报记者走进展览现场并采访
了相关专家，探讨设计学在当代的新
发展、新动向。

设计展现天津元素

置身展厅，记者最先感受到的便
是展品中展现出的精巧创意。创新是
文艺的生命，这一特征在设计学类作
品中尤其明显。展览现场陈列着天津
美院工艺美术专业10位教师的作品，
涵盖陶瓷、玻璃、漆画、漆器、金属首
饰、水彩等。在教师们的手中，人们日
常的生活材料变成了插花的“少女”、
听琴的“古人”，展现了中国传统造物
思想与现代艺术观念的深度融合。纺
织品设计《都市节奏》以四联长卷的形
式表现了当今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精神
追求，而在创作上采用了传统水墨与
数码印花工艺的结合。在天津美院视
觉设计与手工艺术学院院长薛明看
来，数字化社会的逐步形成，使得设计
的形式、功能、内容都发生了很大转
变。从参展作品的设计观念及表现手
段上可以看到，专业之间的界限变得
逐渐模糊，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日俱
增。很多作品不仅涵盖本门专业内
容，还兼顾到知识的深度与广度，力求
体现国内外本领域的前沿动态和科技
发展对设计的影响，设计学科教育教
学逐步走向了更多元、更开放的模式。
很多参展作品注重创作主题的挖

掘和表现，通过精彩的设计讲述天津
元素、时代精神。此次展出的一件礼

服设计作品《曲水津兰》曾被用于外交
部天津市全球推介活动，作品以津派
旗袍的造型特征为基础蓝本，融入海
河水波纹、月季花纹等多种元素，展现
出天津的底蕴与朝气。视觉设计与手
工艺术学院设计的天津市纪委“全面
从严治党主题教育展”，是用艺术设计
诠释思想教育的一个典范，作品将多
元的艺术设计创作与廉政教育、警示
教育的内容相融合，取得了良好的业
内评价和社会反响。这些精彩的作品
承载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将专业的设
计学语言转换为大众易于理解接受的
艺术作品。

作品注重大众需求

记者在展览中还注意到，在创作
中，很多教师将视角从课堂转移到社
会实践中，在保持设计美学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作品的功能价值与大众需
求。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廊坊临空经济
区大型地标性景观雕塑建筑《临空之
门》图片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作品
注重功能与美学的结合、大地艺术与
雕塑艺术的结合，以“谁持彩练当空

舞”的优美意境将两条道路的三个出入
口巧妙融入到设计中。产品设计专业
的作品包括研究性设计作品和服务性
设计作品两类，研究性设计作品包括中
国座椅、跑车外观、装饰器形设计等，服
务性设计作品是机场托运系统设计、紫
外线手持式消毒器设计、图书馆机器人
设计等，将诗意的设计语言倾注到人们
的日常生活中。
天津美院院长贾广健表示，在教学

中，艺术院校无论是设计类学科还是美
术类学科，都应该中西兼修，深入地思
考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如
何让美术教育适应时代、融入时代。艺
术院校面对“服务社会”这一重大课题，
应该以学术为导向，将核心力量发挥在
研究与创新上。高校内专业教师创作
的作品应该满足社会需求，引领社会时
尚和社会审美。中西兼容、古今交融、
学以致用，这是时代发展对我们的要
求，如何借鉴国外在设计等领域的理
念，将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互通
互融，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只有达
到这样的目标，我们才能在“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建设
中迈出坚实的步伐。

天津美院设计学类教师作品双年展佳作频出

凝聚艺术创意 展现时代精神

云课堂第七期今开讲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由市委宣

传部指导，市全民阅读办、宝坻区委宣
传部、天津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主办，
宝坻区牛家牌镇赵家湾村农家书屋协

办的书香天津·书屋书吧云课堂第七
期于今日15:00开讲。

届时，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南
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

副所长张静为大家带来“花外春来路，
芳草不曾遮——中华诗教的当代承
传”主题讲座，带领大家走进诗词的
世界，体会诗词作者的所思所想、所
感所悟。

本期云课堂通过津云、书香天津公
众号、少儿频道公众号同步直播。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北京时间昨
天凌晨，2021国际乒联代表大会在美国
休斯敦召开，WTT世界乒乓球职业大
联盟理事会主席、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
成功当选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

刘国梁坦言，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
不仅是一个职位，更是责任和担当。“我
参与竞选最主要的目的是让自己进入
到这个体系、了解体系的运行，从而对
世界乒乓球发展的规律更有把握，我希
望把乒乓球带入世界顶尖的运动项目
行列。成为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之后，
我首要任务是让世界乒乓球大家庭的
成员能够接受和理解一些先进的理念，
然后再和大家一起做出改变。”
来自瑞典的佩特拉·索林当选为

国际乒联第八任主席，是历史上首位
女主席，也是目前奥林匹克大家庭的

四位女主席之一。韩国釜山市获得
2024 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举办权。
此前受新冠疫情影响，原定于2020年
在釜山举办的团体世乒赛被迫取消。

休斯敦单项世乒赛男单第二轮，
首次参加世乒赛的周启豪以1：4负于
40岁的德国老将波尔，这是国乒本届
世乒赛的首场失利，也直接导致国乒
男单下半区失守。樊振东4：0完胜伊
朗的霍达伊，林高远4：3力克瑞典选
手卡尔博格，梁靖崑4：3险胜德国的
邱党。

此外，首轮轮空的孙颖莎以4：0
横扫中国香港的吴颖岚。王艺迪4：0
完胜韩国的李时温，下轮将迎战58岁
的卢森堡老将倪夏莲。王曼昱以4：0
横扫韩国的崔孝珠，陈梦4：0战胜新
加坡的林叶。

刘国梁当选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

世乒赛 国乒失守男单下半区
前泰达俱乐部董事长

董文胜接受审查调查

3：1逆转击败山东女排 新外援拿下全场最高分

天津女排赢得联赛开门红

据新华社电 记者25日从有关方面
获悉，前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董事长董
文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天
津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董文胜在2017年7月接替高应钦成为

泰达足球俱乐部董事长、总经理。近几个赛
季，泰达俱乐部表现平平，苦苦保级。上赛
季开始，泰达足球俱乐部出现严重财务危
机，拖欠球员和员工薪资数亿元。在投资方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退出足坛后，俱
乐部由天津市体育局托管。

据了解，今年3月份，天津市审计
局进驻俱乐部，对该俱乐部自1998年
以来的所有账目进行了审计。今年7
月份，董文胜被天津市纪委监委带走
接受审查调查。泰达俱乐部前助理教
练迟嵘亮和王霄也先后在8月和10月被
带走接受调查。

本报讯（记者 梁斌）随着新内援副
攻张世琦快攻得分，卫冕冠军天津渤海
银行女排昨晚在A组首战先失一局的
不利局面下连扳三局，以3：1逆转战胜队
伍整体技术全面的山东女排，赢得
2021—2022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开
门红，四局比分为20：25、25：14、25：23
和25：8。今天18：00，天津女排将在A
组第二轮对阵浙江女排。
新赛季联赛首战对于一支运动队

来说，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天津女排也
不例外，此役首局面对老对手山东女
排，球队进入状态慢，发球、一传环节
没有发挥出应有水平，被对手抓住机
会以25：20赢下首局。随后三局，天
津女排明显增强发球攻击性，发球带
动拦防的战术得到充分展现，让进攻
强点接应瓦尔加斯、主攻李盈莹的进
攻火力得到很好的释放。
新外援接应瓦尔加斯表现抢眼，这

名在平时训练生活中性格内向的重炮
手，到了赛场上如同脱缰骏马，奋力驰
骋。整场比赛，除首局失误偏多、发挥
有些失常外，后三局瓦尔加斯凭借进
攻点高、扣球力量大的优势频频撕开
山东女排的防线，尤其是其标志性的

大力跳发球，在进攻端给予天津女排
有力支撑。第三局局末阶段，天津女
排就是凭借瓦尔加斯大力跳发拿下最
后一分，以25：23获胜。第四局开局
阶段，天津女排在其发球轮把领先优势
扩大为15：2，为球队以大比分25：8赢下
制胜局奠定基础。
此役是瓦尔加斯在中国女排超级

联赛上的首秀，拿下全场最高30分的她
认为自己虽然没有达到最佳竞技状态，
但后三局通过与队友的积极沟通和调
整，基本发挥出实力水平，她坚信随着
联赛的进行，自己会越打越好。她笑言

自己的目标是帮助天津女排冲击联赛冠
军。此前接连征战东京奥运会和第十四
届全运会的“妹妹”李盈莹也是以赛代
练，逐步恢复自身状态，此役她拿下全场
第二高的20分。此外，副攻王媛媛和主攻
刘晏含分别贡献13分和11分。
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认为队员

此役虽然拼得不错，获得球队新赛季联
赛首战的胜利，但在比赛中也暴露出一
些问题，尤其是比赛开始后进入状态偏
慢，首局在一传、拦网、发球等环节都没
发挥出来，球队还需及时总结，后面的比
赛要打一场进一步。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理想之
城（9、10）

天视2套（103）

19:30剧场:中国家庭
（14、15）

天视3套（104）

17:50剧场：俺娘田小
草（16—18）19:20剧场：功
夫姐妹(16—19)22:15 剧
场:特战英雄榜(45、46)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穷妈妈
富妈妈（31、32）

天视5套（106）

18:00 直播:2021 至
2022赛季全国女排联赛
第一阶段天津VS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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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之城》第9、
10集 苏筱与许峰达成交
易，许峰先帮她拿到造
价师证，苏筱就告诉他
天科存在漏洞的点。夏明
猜测到许峰找到了苏筱，
出于为天科审计着想，也
出于对苏筱的惜才，夏明
想要调苏筱来天科。苏
筱得知后，认为是夏明知
道了许峰想让她参与审
计的事欲釜底抽薪，直接
拒绝……

天津卫视19:30

■《中国家庭》第
14、15集 尚晓芸为了
找回儿子，调进了严氏
大楼上班。不料，却被
她抓到了蛛丝马迹。当
她发现小帅帅的生日与
儿子是同一天，心泛疑
惑，便试探性地问米强帅
帅是不是她儿子，米强彻
底慌乱了，乞求尚晓芸
别再追问此事，只要孩
子能够健康成长。蓦
然，尚晓芸的心里已经
有了基本确定：她，绝
不罢手……

天视2套19:30

■《穷妈妈富妈妈》第
31、32集 六年后，刘小东
在平房的铁笼子里继续
写着他的长篇小说，坚持
着与毒瘾的斗争。刘小
东想起小时候对长城的向
往，于是田芳把家搬到了
残长城脚下的小院里。每
天爬爬长城，刘小东的病
情有所好转。钟克敏背
着李大妹偷偷找到了刘
小东的住处，决定每天带
刘小东爬长城。刘小东
通过爬长城坚定了战胜毒
魔的决心……

天视4套21:00

■《哎呦妈呀》什么
食物的膳食纤维含量
高？哪些推拿手法可以
治疗小儿便秘？在今天
的节目中，儿科医生为您
解答冬季儿童便秘的预防
和治疗。

天津少儿21:20

■《今日开庭》邵先
生的母亲去世了。可还
没等母亲的后事料理完，
邵先生就跟张先生打起
了官司，要张先生为自己
母亲的去世负责。这是
为何？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