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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跟党走 礼赞新时代”群文展演走进社区

文艺演出讲新事有新意
本报讯（记者 张帆）昨天，由市委

宣传部、市文旅局主办，市群艺馆、静
海区文旅局承办的“永远跟党走 礼赞
新时代”群众文艺展演——“深学笃
用”文艺宣传小分队进基层活动走
进静海区华康街道社区，为社区群
众带来一场集歌舞、曲艺、戏曲等多
种文艺形式于一堂的“文化大餐”，在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以文
艺宣讲的方式推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深入人心。
演出在市群艺馆群星舞蹈团表演

的开场舞蹈《老百姓的好心情》中拉开
帷幕，来自我市的优秀群文工作者为
社区群众带来歌曲《灯火里的中国》
《东方为什么红》、评剧《金沙江畔》《戴
诺》选段、京剧《贵妃醉酒》选段、京韵
大鼓《重整河山待后生》、相声《越来越
好》、快板《建党百年颂》、朗诵《神圣的
使命》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既有红色经
典曲目，更有新创编的文艺作品。演
出尾声，一段精彩的舞蹈《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表达出了人民群众永
远感党恩、坚定不移听党话的真挚情
感，得到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演
出结束后，观众们争相上台与演员合
影留念，静海区文化馆的书画家们也
将现场创作的书画作品赠送给他们。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为文化文艺

工作吹响了新的号角，激励广大群文
工作者发扬优良传统、不懈奋斗，创作
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反映新时代火
热的现实生活，奉献给伟大的新时
代。市群艺馆也在近期连续举办组
织多场“深学笃用”文艺宣传小分队
进基层送演出活动，并将最新创作的
文艺作品带到百姓中间，在实践中不
断打磨精品。在昨天的演出中，快板
新作《建党百年颂》竹板清脆响亮，唱
词朗朗上口，回望建党百年历史，表
达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坚定信念；相声《越来越好》将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融入“包袱”中，
用鲜活的语言让观众在笑声中领会全

会精神。青年文艺志愿者、相声演员李
梓庭告诉记者：“我们认真学习了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并且在第一时间将
所学所感融入创作，成果就是今天演出
的作品《越来越好》，这也是这个作品第
一次接受观众的检验。我们也希望通过
这个作品能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党的百年奋斗的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通过新人新作，文艺演出讲新事、有

新意，也得到了社区观众的欢迎，他们纷
纷表示，以文艺的形式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入脑入心，大家
永远跟党走、共筑中国梦的力量更足了，
一定要把爱党爱国的巨大热情转化为推
动伟大事业继往开来的实际行动，让永
远跟党走成为一种精神信仰。

据悉，本场演出还通过市群艺馆
数字馆平台进行放送，十八家省级文化
（群艺）馆也参与了此次演出的直播联
动，让更多百姓共享群众文艺的高质
量发展成果。

本报讯（记者 王音 摄影 刘玉

祥 通讯员 刘媛媛）“打竹板，响连
天，六中全会精神我来讲……听党
话，跟党走，咱们肩并肩来手携
手！党的恩情四海兼，高唱凯歌向
明天！”昨天下午，由市曲艺家协会
演员组成的“深学笃用”文艺宣传
小分队走进北辰区天穆镇文化站，
为群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专场
演出。演出通过相声、快板等丰富

的曲艺形式，生动地宣讲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让全会精神更加深入
人心。
舞台上，快板演员打起板来上下翻

飞，口中唱词字字铿锵；相声演员妙语连
珠、“金句”不断。《“疫”地情》《天津风味》
《朋友圈》等相声作品，都是为宣讲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而新近创编
的，“包袱”新颖，语言鲜活，引得台下
观众笑声不断，频频拍手叫好。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昨日，市音
协“深学笃用”文艺小分队走进东丽区
万新街道畅悦华庭社区，与社区党员、
群众代表共同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并现场演唱和演奏了多首群
众欢迎的红色经典曲目。
活动中，小分队首先与社区党员、

群众共同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并现场交流学习心得。随后，小分
队的艺术家演唱了《红星照我去战斗》
等红色经典曲目。

市音协秘书长宋茂斌向记者介
绍，此次活动是市音协将学习、座谈、

演出相融合的一次尝试，市音协将继续
努力创新方式方法，通过“结对子 种文
化”等多种形式扎实开展学习宣传活动，
发挥文艺的优势，将党的声音和温暖传
递到基层。

市曲协小分队开展特色宣讲

市音协小分队下基层

3：0战胜浙江女排

“天女”赢得联赛两连胜

本报讯（记者 赵睿）中国队主教练李铁在与澳大利亚队比赛之
后的言行引发关注的事情还在发酵。近来，有关李铁执教的薪酬、
他开办的公司以及是否涉嫌利用身份搞直播带货侵犯国家队
商业利益等问题成为热点话题，范围超出用人换人、战术合理
性等执教能力层面，甚至有声音称中国足协正在考虑新人选。
正在苏州太湖基地隔离观察的中国队上下近来保持“静

默”，教练组一直正常指挥训练，管理团队的各项工作也在正常
运行。据悉，管理团队高层已和李铁有过交流沟通，具体内容外
界很难获知。据分析，隔离观察结束后，中国足协相关领导将向
国家体育总局汇报工作，届时会有明确说法。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年休斯敦单项世乒赛
昨天展开混双次轮争夺，两对中美组合继续奏凯，
晋级16强。王曼昱/卡纳克以3：0战胜斯洛伐克组合
皮斯特耶/巴拉佐娃，林高远/张安以3：1逆转德国组
合邱党/米特兰姆。首轮轮空的王楚钦/孙颖莎以3：0
完胜尼日利亚的阿比奥顿/埃德姆。
“整体比上一场更加流畅和默契，结果很好，但过程

并不是很容易，很开心能够晋级，继续全力以赴。”王曼昱
坦言，会让搭档尽情发挥。“有时候一定要让他去执行某个
特定技战术反而会局限他，让他怎么舒服怎么处理反而会
更好一点。”卡纳克说：“直落三局获胜对我们来说是很满
意的结果，我们会继续努力。”
逆转获胜的林高远表示：“比赛相当困难，一直落后，

赛前做了很多困难准备，在第一局输了后迅速调整，把一
些技战术发挥出来越打越好。”张安说：“对方实力非常
强，是今年欧锦赛混双冠军，我们做好了困难准备，虽然
我们输掉了开局，但很快进行调整，放手一搏。”

王楚钦4：0横扫日本“独苗”户上隼辅，携手樊振
东、林高远、梁靖崑晋级男单16强。王艺迪以4：0“复仇”
58岁的卢森堡传奇倪夏莲，携手陈梦、孙颖莎、王曼昱、
陈幸同晋级女单16强。日本的伊藤美诚4：3险胜队友芝
田沙季。林高远/梁靖崑和王楚钦/樊振东进入男双16
强，王曼昱/孙颖莎和钱天一/陈梦晋级女双16强。

本报讯（记者 梁斌 摄影 谢晨）
昨晚在2021—2022赛季中国女排超
级联赛A组第二轮的比赛中，面对以青
年队员为主的浙江女排，天津渤海银行
女排进攻核心李盈莹火力全开，拿下
全场最高的24分，带领球队以3：0战
胜对手，赢得两连胜，三局比分为25：
8、25：21和25：19。天津女排所在的A
组今天休战，球队将于明天12：00在
第三轮的比赛中对阵云南女排。

此役，天津女排延续上一场比赛
的首发阵容。相比首战，李盈莹状态
有所提升，进攻、发球、拦网、防守、一
传等环节都有不俗的表现。尤其是发
球和进攻环节，李盈莹起到了球队进
攻核心的作用。天津女排先以25：8的
大比分赢下首局。第二局，天津女排
首发阵容用主攻王艺竹和接应陈博雅
分别替换刘晏含和古巴外援瓦尔加
斯，主教练王宝泉有意让这两名小将

适应比赛气氛。这是王艺竹和陈博雅的
新赛季联赛首秀，二人场上的整体发挥
略显拘谨，自身失误偏多。不过，天津女
排仍以25：21再赢一局。第三局，天津女
排顶住浙江女排的全力反扑以25：19赢
下制胜一局。此役，天津女排副攻张世
琦整体发挥得不错，全场拿下9分，其中
拦网环节拿下全场最高的6分。王媛媛
和瓦尔加斯分别贡献10分和9分。
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认为，小将王

艺竹和陈博雅上场后没有发挥出自身应
有的实力水平，尤其是年轻队员的冲劲
儿、拼劲儿没有展现出来，两名弟子应该
向浙江女排的年轻队员学习，场上打球要
有霸气，要拼字当头。王宝泉表示球队目
前要抓紧通过比赛来磨合阵容，进一步提
升队员的状态，小将张世琦还需在进攻上
去加强，多积累比赛经验。天津女排今天
将会进行技术训练和身体恢复性训练，为
接下来的比赛做好准备。

世乒赛中美组合继续高奏凯歌
质疑升级 李铁帅位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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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天视2套（103）

19:30剧场:中国家庭
（16、17）

天视3套（104）

17:50剧场：俺娘田小
草（19—21）19:20剧场：功
夫姐妹(20—23)22:15 剧
场:特战英雄榜(47、48)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当人心
遇上仁心（1、2）

天视5套（106）

21:05 2021 至 2022
赛季全国女排联赛 山东
VS天津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法眼精编 20:10 大医说
21:00 生活黑科技

天津少儿（108）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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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集 在竞标会之前，天
成对项目竞标书进行探
讨，苏筱力排众议，给出了
一个很高的造价，并有把
握这个报价能让天成赢得
此次竞标。陈思民斥责她
过于年轻没经验，苏筱却
很坚定。汪炀领教过苏筱
在造价方面的天赋，他在
办公室追问苏筱如此报价
的理由。苏筱犹豫再三，
说自己知道天科的一些内
部数据，推算出天科可能
的报价。汪炀担心她受人
蛊惑，问她数据是从哪里
来的，苏筱把人名写在一
张纸条上给汪炀……

天津卫视19:30

■《中国家庭》第16、
17集 尚晓芸利用工作之
便与严川越走越近，令米
佳醋意大发，又开始无端找
碴儿，婆媳关系进一步恶
化。尚晓芸很快抓住了机
会，带帅帅去做了DNA。
不料，却被米佳意外发
现，满腹疑团。可她没把
此事告诉严川，而是直接
把尚晓芸堵在了医院门口
质问她……

天视2套19:30

■《当人心遇上仁心》
第1、2集 1960年元旦，一
个美丽的女人失去了正在
矿井下作业不幸遭遇矿难
的丈夫，怀孕九个月的她
在向矿区奔跑中摔倒在山
路上大出血，孩子早产，她
抢救无效离世。这个悲伤
中出生的新生儿发生了溶
血，由于血型特殊，被血型
相同的省城师院附中老师
宋春玲相救。一直没有孩
子的春玲对流着自己血液
的孤儿产生了怜惜之情，
她收养了这个孩子，起名
孙小虎……

天视4套21:00

■《番茄生活王》今
天的节目教您制作焦糖鲜
奶油蛋糕。这款蛋糕不仅
有蛋糕的香甜，还有淡淡
的焦糖香气，口感丰富又
独特。

天津少儿21:00

■《今日开庭》今天
要说的这个案子是，小两
口闹离婚，导致他们离婚
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丈夫
给了妻子两张大额存款
单。丈夫赚到钱了，把钱
存起来了，还交给了妻子
保管，这不是好事儿吗，
怎么这位妻子竟然还要
起诉离婚呢？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