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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换帅足协慎重联赛3:0横扫四川队

天津女排豪取四连胜
本报讯（记者 梁斌）外援瓦尔加斯

的大力发球再度让对手一筹莫展，也让
天津渤海银行女排赢得更为轻松，昨天
面对年轻的四川女排，团结一心的“天
女”直落 3 局，赢得 4 连胜，3 局比分为
25：16、25：9和 25：19。天津女排所在的
A组今天休战。明天14：00，天津女排将
对阵河北女排。
相比上一场比赛，天津女排此役首发

阵容有所变化，主力二传姚迪首发出战，
进攻核心李盈莹休战，小将王艺竹替换她
首发出战且接6轮一传。面对整体实力并
不强的四川女排，天津女排此役意图主要
是以赛代练，进攻侧重两名主攻刘晏含、
王艺竹和两名副攻王媛媛、张世琦，而不
甘心当场上配角的外援接应瓦尔加斯凭
借其强劲的大力跳发球来了个“喧宾夺
主”，成为本场比赛的主角。首局14：11领
先时，天津女排在瓦尔加斯的发球轮连得
5分，比分改写为19：11。第二局7：1领先
时，天津女排在这位年轻外援接应的发球
轮中一口气连得8分，比分扩大为15：1。

第三局，面对全力反扑的四川女排，经验
丰富的姚迪转变传球策略，多分配给状
态不俗的瓦尔加斯，取得很好的效果。
17：16 领先时，天津女排在姚迪发球轮
连得 5 分，一举奠定胜局。此役，瓦尔
加斯再度扮演“发球机器”，拿下全场最
高的 21 分，其中发球拿下 13 分。王媛
媛、刘晏含和王艺竹分别贡献 15分、11
分和9分。
赛后，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认为本

场比赛主要是锻炼队伍，磨合阵容，让“妹
妹”李盈莹调整一下。他坦言，球队此役
虽然获胜，但也在一传和后排防守上暴露
出许多问题，球队会利用接下来一天的休
赛时间，进一步去解决这些问题。王宝泉
对王艺竹此役的表现并不满意，他认为这
名弟子场上打球还要多动脑子，进攻要果
断，手法要多变，希望王艺竹能通过联赛
的历练尽快地成熟起来。通过4场比赛
来看，王宝泉认为年轻队员张世琦属于正
常发挥，目前还需在拦网预判和拦网手型
上去改进和提高。

金鸡百花电影节下月举办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凝聚道德之光，传递榜样力
量。昨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共青团中央、中
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等六部委联合主办，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新闻中心承办的“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颁奖仪式”正
式播出。其中，《唱支山歌给党听》和《新的天地》两首作
品，正是由天津传媒学院音乐学院声乐表演系 46位同学
共同演绎的。
“11月 5日，接到央视邀约后，我与张志老师开始紧锣

密鼓地进行学生筛选与排练工作。每个学生都积极准备，
表达出对表演专业的热爱、对演出的渴望。”声乐表演系主
任童彤说，去央视排练的几天，每晚都是深夜归来，可学生
们却一路欢声笑语。对于他们来说，能见到众多全国道德
模范，心中充满了崇拜和尊敬。

去央视排练的前几天，声乐表演系学生张豪不断地提醒
自己：“要加油，要专心，不能给天津、给天传丢脸。”

排练了一天又一天，张豪和同学们见到了一群和蔼
可亲、平易近人的人。“他们中有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
有保家卫国的军人，有中国工程院的院士，还有特级航
天员……这些道德模范离我们很近，他们都是一些平凡
的人，却做着很多不平凡的事，非常感动。”明年，张豪将
响应国家的号召，参军入伍。“演出圆满结束，我也满载
而归。身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将以这些全国道德模范
为榜样，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他说。

彩排间隙，声乐表演系学生马小涵和同学们成了“追
星族”，纷纷与全国道德模范合影留念。“这些道德模范都
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们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的灵
魂经受了一次洗礼，也让我深深懂得了‘道德’二字的分
量。演出虽然结束了，可留存在我心中的，除了感动，还有
震撼和敬佩、反思和鞭策。”

天津传媒学院副校长马斌介绍，自建校以来，天津传
媒学院立足京津冀，服务全社会，曾受邀参加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央视“点赞中国”等多项
大型活动，带领学生参与《文成公主》《天地运河情》《天下
盘山》等大型演出，并出色完成各项演出任务。

全国道德模范颁奖仪式举行

天津传媒学院学生参演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为
助力“天津市学校美育提升计划”，昨日，天津
交响乐团“深学笃用”文艺宣传小分队走进天
津师范大学八里台校区，为该计划研修班学
员献上了一台精彩的中外经典音乐会。
“天津市学校美育提升计划”由市教

委、天津师范大学、天津交响乐团主办，本
月20日，天交“爱·悦四重奏”曾举办了一场
《炎黄风情》音乐会，受到学员的欢迎。本
场演出以铜管五重奏形式上演，精选了众
多中外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包括民歌《茉
莉花》，爱国作品《中国军魂》《我爱你，中
国》，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四大名著”电视剧
主题音乐联奏及国外作品《豪勇七蛟龙》
《拿波里舞曲》等。演奏中，小分队还结合
曲目加入了乐器知识、作品背景等内容的
讲解，将演出变成一堂生动的音乐课。

天交助力“天津市学校美育提升计划”

课堂别开生面 学员受益匪浅

本报讯（记者 张钢）昨日，2021年中
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宣布将于12月28日—
30日在厦门举办，届时将举办电影节开
幕式暨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者表
彰仪式、金鸡奖国产电影展、颁奖典礼等
活动。
《中国医生》《守岛人》《我和我的家乡》

《我的姐姐》《革命者》《悬崖之上》将竞逐第
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尹力、
张艺谋、黄建新、郑大圣、韩延、路阳提名最
佳导演奖；于和伟、刘烨、张译、易烊千玺、
郭晓东提名最佳男主角奖；刘浩存、刘敏
涛、张小斐、张子枫获最佳女主角奖提名。
其中，《悬崖之上》获最佳故事片、最佳美

术、最佳录音、最佳摄影、最佳男主角(张译、于
和伟)、最佳导演等奖项提名，成为本届金鸡奖
提名最多的影片。

2021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海报中的雄
鸡形象通过五彩变化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时代
主题。其中，“中国红”昭示建党百年的坚定
和炽烈、“生态绿”映衬和谐发展的生机和希
望、“海天蓝”饱含海天一色的清朗和大气、“荣
耀金”彰显电影强国的梦想和使命、“古典墨”
散发传统文化的气质和魅力。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昨日，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因病逝
世，享年80岁。在众多艺术界人士追忆方
明的温暖文字间，记者耳畔又传来他播
音、朗诵时标志性的大雅之声。

方明的播音陪伴了几代中国听众，而
他近年来给天津艺术爱好者留下的深刻
印象，便是由他担任主持的多场古诗词朗
诵音乐会，他的主持既字正腔圆、清晰严
谨，又具有古诗词般的雅正与顿挫之美，

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沉浸在中国古诗词的
意境之中。值得一提的是，由他录制的“观
众须知”还曾长期于天津大剧院每场演出开
始前播放，“亲爱的观众朋友……”是很多观
众难忘的回忆。

2012年起，记者多次前往剧场探班、采
访方明主持的古诗词朗诵音乐会。无论是
在舞台上还是排练厅，他总是身穿一身笔
挺的西装，花白的眉毛舒展，很难让人相信
他是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不同于舞台上
的大将风度，幕后的方明亲切而谦和，遇到

不认识的工作人员和观众打招呼，他都会
礼貌回应。记者最难忘的是，作为主持人
的他，主持词虽早已烂熟于心，却还坚持背
稿的身影。

记者曾多次采访方明，留给记者最特别
的一次回忆，是他作为观众受访。2013年5
月，莫斯科国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
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来津演出歌剧《叶甫
根尼·奥涅金》，方明与多位老艺术家专程从
北京来津观看演出。当时方明在车上手捧一
本《叶甫根尼·奥涅金》原著认真阅读，见到记
者，他说没有看过这部歌剧，为了了解剧情，
就在演出前重温原著。身为观众都要做足
“功课”，对待挚爱的播音艺术，方明更是严谨
端正、从不懈怠，这既是他艺术成就的生动写
照，也是留给后辈的宝贵财富。

本报讯（记者 刘茵）为进一步激发广大青年的爱
国情怀，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积极开展馆校共建，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联合打造“近代史”实践课堂。近
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彭贺超带领选修《中国近
代军事史专题》课程的研究生走进该馆开展实践教学。

在宣教老师的讲解下，师生参观了“海上国门”“滨
城红潮”等精品展览，通过图文资料、文物陈列、多媒体
放映等多种展现形式，了解大沽地区近代历史脉络，进
一步深化党史、国史教育，延伸了高校教学课程的深度
与广度。

大雅之声 余韵长存
——本报记者追忆播音艺术家方明

近代史课堂搬进大沽口炮台

中国女乒的现在和未来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年休斯敦
世乒赛昨天产生首冠，王楚钦/孙颖莎3：0
横扫日本组合张本智和/早田希娜，夺得混
双冠军。中美组合林高远/张安获得铜牌，
这是美国乒乓球队62年来首登世乒赛领
奖台。林高远/梁靖崑0：3不敌瑞典组合
卡尔森/法尔克，中国男双32年来首次无
缘决赛。

樊振东/王楚钦、林高远/梁靖崑接连
被卡尔森/法尔克淘汰，决赛中再无中国男
双身影。而国乒上一次无缘男双决赛，还
是1989年多特蒙德世乒赛。女双半决赛
中，王曼昱/孙颖莎3：0战胜卢森堡组合倪
夏莲/德努特，陈梦/钱天一以2：3不敌日
本组合伊藤美诚/早田希娜。

女单半决赛，奥运冠军陈梦3：4不敌
王曼昱，无缘在本届世乒赛上完成大满贯
的愿望。孙颖莎以4：1战胜王艺迪，与王
曼昱会师决赛。樊振东以4：1战胜梁靖
崑，将与莫尔加德争夺男单冠军。

身兼女单、女双和混双的孙颖莎，3项全
部挺进决赛，并在率先进行的混双决赛上夺
得本届世乒赛首冠。志在冲击全部3项冠军
的孙颖莎，有望复制2003年王楠一届世乒赛
豪取3金的神迹。而对于只有21岁的孙颖莎
来说，未来更是无限宽广。

本届世乒赛，孙颖莎、王曼昱、王楚钦和
林高远均是3线作战，但只有孙颖莎每一项
都打到最后。这份单双打兼修的能力，让她
在国乒坐稳主力位置。

昨天，一日4战的她全线奏凯，堪称完
美。先是与王楚钦搭档以3：1战胜中国台
北的郑怡静/林昀儒，晋级混双决赛；之后与
王曼昱合作 3：0战胜卢森堡倪夏莲/德努
特，晋级女双决赛；又以4：1战胜队友王艺
迪，将与王曼昱争夺女单冠军。混双决赛
中，王楚钦/孙颖莎3：0横扫日本组合张本
智和/早田希娜，为国乒拿到了本次世乒赛
的首枚金牌。

第一次配对参加世乒赛混双就夺冠，

孙颖莎说，这是二人全新的开始。“混双也
是奥运项目，对我们是新的开始、新的挑
战。我们在混双中付出了许多，这枚金牌
是我们最美好的开始。希望我们全力以赴
未来继续努力，配合能够越来越好。”孙颖
莎的这个“开始”，不仅仅是指在休斯敦世
乒赛夺冠的开始，更是巴黎奥运周期的开
始。这个月刚刚过完21岁生日的她，已经
在东京奥运会上占据主力位置并有非常出
色的表现。有了大赛的锻炼和洗礼，以她
目前的状态和能力，以及这个奥运周期中
越发成熟的心态，保持下去自然是巴黎奥
运会上的绝对主力。

东京奥运会上夺冠后，陈梦直言“我的
时代来了”。而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则表
示，“陈梦此言为时过早”。之前的陕西全
运会上，陈梦在女团比赛和女单半决赛中，
接连负于王曼昱。此番世乒赛女单半决
赛，陈梦3：4再次负于王曼昱。孙颖莎和王
曼昱则继全运会之后，在世乒赛女单决赛
再次会师。正如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乒主
帅李隼所言，女乒已经完成了新老交替。
巴黎奥运周期，年轻姑娘们可以令人放心
地挑起大梁。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讯（记者 顾颖）北京时间昨天凌晨，欧洲各国联赛
都进行了多场比赛，除了关注焦点赛事，因为有武磊，所以国
内球迷每周对西甲赛场西班牙人队的表现，也格外牵肠挂肚。

曼联在临时主帅卡里克的带领下，客场1:1逼平目前排在英
超积分榜第一位的切尔西，在这场比赛中，卡里克将C·罗留在替
补席上，派小将桑乔首发登场，桑乔也很“争气”，打入了本队在比
赛中的唯一入球。早些时候开场的曼城与西汉姆联一战，上半场
遭遇大雪，为了清理场上的积雪，下半场甚至延迟了10分钟才开
赛，最终曼城2:1力克西汉姆联，目前仅落后榜首的切尔西1分。

皇马本轮坐镇伯纳乌迎战塞维利亚，在塞维利亚先入一
球的情况下，皇马由本泽马扳平比分，并在比赛最后时刻，由
维尼修斯实现了绝杀，最终2:1战胜对手，目前皇马10胜3平1
负积33分，排在西甲积分榜首位。西班牙人本轮主场迎战本
赛季表现抢眼的皇家社会，埃雷拉为主队打入全场唯一入球，
武磊则在第78分钟替补登场，很遗憾又浪费了一次单刀球机
会，取胜后的西班牙人积20分，上升至积分榜第九位。在最近
的比赛中，武磊已经连续错失进球机会，对此，西班牙人主帅
维森特·莫雷诺赛后说：“我们对他依旧充满了信心，在球队创
造出机会的时候，他的速度和摆脱总能为球队贡献点什么。”

本报讯（记者 赵睿）经过一天调整，昨天下午中国队恢
复了室外训练，主教练李铁正常带队，有关他去留的问题暂时
还没有答案。就本报记者所了解，中国足协在换帅事情上持
非常慎重的态度。

自发布过激言论和涉嫌侵犯中国队商业权益事情发生后，
李铁个人社交软件一直处于停更状态，据知情者披露，过去的
一段时间李铁背负了很大压力，气色不是太好。虽然近来网络
中时不时有“李铁下课”的爆料，并言之凿凿地称某某某是热门
继任者、双方已会面等等，但中国足协、中国队一律不予回应。

中国队12月 2日结束隔离观察，按规定队伍转至上海
继续进行为期7天的“自主观察”，也就是说，以李铁为首的
教练组将正常带队至12月2日。至于下一步备战工作，包
括是否换帅的问题，中国足协须经过一系列程序之后才能
作出决定。

长期以来，中国男女足成年国家队的主教练人选是由中
国足协和管理部门共同决策，所以李铁的去留很大程度上要
看各方对他涉事言行的看法和态度，同时，李铁对待自身问题
的认识也很关键。

本报讯（记者 梁斌）日前，华夏未来体育中心签约启动仪式
在河西区围堤道峰汇广场举行。该体育中心的建设和落成，得到
市关工委、华夏未来基金会、团市委、市体育局、中共河西区委、河
西区政府、市体院的直接支持，也是我市儿童体育重点项目。

活动现场签署了六方合作协议以及与天津市足球协会
的合作协议。华夏未来体育中心位于峰汇广场，该体育中心
总面积2.6万平方米，设立儿童体育科目有：足球、篮球、乒乓
球、高尔夫球、羽毛球、网球、剑道、跆拳道、空手道、体适能、
游泳等。

世乒赛首冠昨产生

中国组合混双折桂

大雪纷飞已搅扰欧洲联赛

华夏未来体育中心签约启动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近日，天津音乐
学院举办了两场大师课活动，邀请小提琴
名家李伟纲、中提琴名家李宏刚走进学校，
与学生分享学习和演奏心得。

李伟纲、李宏刚是室内乐组合上海四
重奏的创始人，常年担任组合演奏家，在
国际室内乐领域享有很高声誉，目前两人
均是天津茱莉亚学院常驻教师。大师课
上，李伟纲、李宏刚为天音管弦系学生指
导了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等音乐作品的演奏，并结合多年的舞台和
教学经验，从聆听体验等多个方面进行了
讲解。

提琴名家走进天音

金鸡奖

“中国红”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