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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梁斌）连续第五个
3：0，天津渤海银行女排昨天全主力出
战，直落3局战胜年轻的广东女排，以
6战全胜仅失一局、积18分排名A组
第一的骄人战绩晋级2021—2022赛
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二阶段的比

赛，3局比分为25：17、25：9和25：20。
经过两天的养精蓄锐，天津女排从

比赛一开始就力拼发球，而广东女排虽
然小将居多，但打得很顽强。双方一度
战至12平，天津女排随后在王媛媛、替
补小将刘美君、外援巴尔加斯发球轮拉

开分差以24：16领先。随着王媛媛快攻得
分，天津女排以25：17赢下首局。第二局，
天津女排愈战愈勇，从16：9到25：9，在进攻
核心李盈莹的发球轮一口气连得9分。第
三局，天津女排顶住广东女排凶猛反扑，
局末阶段在瓦尔加斯发球轮连得3分，以
25：20赢下制胜一局，送给广东女排新赛
季首败。此役，天津女排强力接应瓦尔加
斯拿下全场最高的17分，主攻李盈莹拿下
全场第二高的16分，副攻王媛媛和主攻刘
晏含一同贡献10分。
赛后，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认为

球队赛前做了充分的困难准备，首局前
半段场上队员还是打得有些发紧，后半
段才用发球带动拦防，进而抓反击机会
的战术发挥出来，从整场比赛看，队员
场上正常发挥出自身的实力水平。王
宝泉也发现了球队此役的一个问题，在
拦防环节上对广东女排主力接应陈佩
妍限制得不够，球队还需好好总结才
行。王宝泉坦言，球队两大进攻火力点
李盈莹和巴尔加斯的场上表现越来越
好，希望通过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进
一步保持和提升二人的状态。

本月2日，男足国家队结束了医学
观察隔离，津门虎队的官方社交媒体随
后专门发布了“巴顿归队，全员到位”，
文字中透着喜悦。转眼，巴顿已经归队
3天，昨天上午，他忙里偷闲完成了一项
早就定好的任务——戴上俱乐部官方
指定的第三款口罩拍摄“定妆照”，为随
后口罩作为津门虎俱乐部率先推出的
球迷周边产品正式开始线上发售做宣
传准备。看到自己照片的“生图”，巴顿
说“可以”，开玩笑问他，是不是队里的
颜值担当，他说：“太夸张了，我更愿意
自己是队里的‘可爱担当’。”
2日那一天，对巴顿而言，“场景

切换”有点急，上午还在苏州太美·香
谷里酒店，即将离开国足，除了离愁别
绪与渴望换换环境的感觉交织，因为
众所周知的原因，还有另外一重复杂
的心情；中午他就已经赶到了津门虎
队在上海下榻的酒店，急匆匆收拾停
当，随队去参加与海港队的热身赛，自
己将在这场比赛中登场“踢一会儿”，
是他提前两天就已经知道的。对于第
一次入选国家队的经历，巴顿说，他最
大的收获是自信心和良好的心态，长
时间的封闭、绝大部分时间扮演者陪
练的角色，感觉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

他就尽量去回想自己过去踢得好的比
赛，稳定情绪让自己好起来。
巴顿承认，连续在国家队待了3个多

月，尽管训练很系统，但是精神状态确实有
点疲劳，后面联赛要来了，他必须尽快调整
自己。不过重新回到津门虎队，换了环境，
见到了熟悉的伙伴们，特别高兴，另外还认
识了新伙伴维吉诺维奇。“他挺帅的啊，相
信他，后面的保级战，他一定能帮助到球
队。”这是巴顿对维吉诺维奇的第一印象。
“现在，我就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把比赛踢得
好一点，尽早保级，第一场和重庆队的比
赛，就特别关键。” 本报记者 顾颖

本报讯（记者 赵睿）据悉，中国队
新任主帅李霄鹏已进京与中国足协和
管理部门商谈执教事宜。李霄鹏并非
“救火队员”，对他的阶段性业务考核
会以中国队在2023年亚洲杯表现为主
要依据。

昨天，武汉俱乐部官宣助理教练
李金羽成为球队主教练，证明李霄鹏
执教武汉队的重要助手不随他去国
家队。谁来辅佐李霄鹏引人关注，毕
竟管理部门在女足国家队教练班子
的搭建上颇耗精力，在男足国家队教
练团队的选择上更没理由袖手旁
观。有报道称，甚至不排除管理部门
“空降”领队的可能性。李霄鹏退役
后曾在山东体育局足球运动管理中
心任职，去年被选为山东足协会长，
加之有执教多支中超一线队的经历，
他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有助于同各
方面协调好关系。
中国队“直通卡塔尔”的希望已破

灭，通过附加赛“曲线进军”的希望也
微乎其微。因此，李霄鹏执教不会以
12强赛出线为目的，当然，中国队后4
轮比赛还是要努力打好，不能放弃。
世预赛之后，中国队面临的最重要任
务就是打好2023年亚洲杯的比赛。

“可爱担当”希望津门虎尽早保级

■ 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芬兰卢卡
站昨天落幕，中国队再收两金两银，徐梦桃、孔凡钰在女
子组第二场决赛中拿下金银牌，中国队还在混合团体接
力中夺冠。贾宗洋在男子组比赛中获得银牌。（张璐璐）

■ 北京时间昨天，中国自由式滑雪名将谷爱凌回归
赛场，她在自由式滑雪世界杯美国斯蒂姆博特站女子大
跳台资格赛上迎来赛季首秀，以90分的成绩排名第4位，
晋级决赛。（张璐璐）

■ 国际滑联速滑世界杯美国盐湖城站昨天结束首
日较量，中国新星高亭宇在男子B组500米决赛中以33.965
秒获头名，刘安获第7名，杨涛位列第11。（张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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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中秋节，“晚季巿致鹜
一器，与工四百文。夜月出”，这一
年照例是吃了一只鸭子。1918年
中秋节，“晚铭伯先生送食物二
器”。1919年中秋节，“晚铭伯先生
送肴二品”。1930年中秋节，“煮一
鸭及火腿，治面邀平甫、雪峰及其夫人
于夜间同食”。
鲁迅日记里的中秋，多次出现烹

鹜（也就是食鸭）的记载，秋日鸭肥，中
秋食鸭是多地风俗，鸭的做法也多，如
川西地区的烟熏鸭子，南京的桂花鸭，
福建的槟榔芋烧鸭，南通的八宝鸭子，
台湾的高雄鸭，成都的卤鸭子，等等。
从时令来讲，每年中秋前后，盐水鸭色
味最佳，这是因为鸭在桂花盛开季节
制作，鸭肉会带有桂花的香气，故美其
名曰“桂花鸭”。《白门食谱》载：“金陵
八月时期，盐水鸭最著名，人人以为肉
内有桂花香也。”
中秋期间吃鸭子，无论是清爽可口

的盐水鸭，脆香美味的烤鸭，浓油赤酱
的酱鸭，还是鲜美的八宝鸭，都深受人
们喜爱。鸭属水禽，鸭肉性寒凉，具有
滋阴养胃、清肺补血、利水消肿的功效，
可补内虚，消毒热。秋季吃鸭肉，可消
除秋燥。鲁迅至少四次在中秋节期间
吃鸭肉，两次是许氏兄弟关照赠送，两
次是自己烹煮，足见其对节令的重视。
1931年中秋节，鲁迅在日记中写

道：“传是旧历中秋也，月色甚佳，遂同
广平访蕴如及三弟，谈至十一时方

归。”鲁迅偕夫人在中秋之夜走亲访友，
谈兴甚浓，兄弟情谊可见。
1934年中秋节，鲁迅发表在《中华日

报·动向》上的《中秋二愿》披露了自己的
两个心愿：一、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攀
亲；二、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这是对
当时文坛用“性”做卖点的反击。
1936年的中秋节是9月30日，也是

鲁迅的最后一个中秋节。其时鲁迅的病
情已经很重，距他逝世只有20天时间
了。当天他抱病校对完《海上述林》下卷
的书稿，又写信、撰文，还接待了不少来
客。这一天他“似发微热”，对于月亮只
字未提。忆及1912年“圆月寒光皎然，
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的
思乡之情，不禁使人怅然若失！
据许寿裳手抄本《鲁迅日记》，1922

年1月27日，“晴，雪。旧除夕也，晚供先
像。柬邀孙伏园、章士英晚餐，伏园来，
章谢。夜饮酒甚多，谈甚久”。
除夕之夜邀请孙伏园“饮酒甚多，谈

甚久”，足见鲁迅与孙伏园非同寻常的关
系。孙伏园与鲁迅是绍兴同乡，1911年，
孙伏园在初级师范学堂读书时，鲁迅正
是这个学堂的堂长（校长），两人是师生
关系。

鲁迅日记里的中秋

更为巧妙的投资，宜将眼光放
在不同特色的如意精品上。在北
京翰海2005迎春拍卖会上，一柄
清中期福寿玉如意以42.9万元成
交，取其寓意和玉质。在上海嘉泰
2004秋季拍卖会上，一柄紫檀雕白
玉三镶如意以6.82万元成交，所镶三片
玉瓦分别透雕云龙图案，取其工艺。
上述拍卖实例说明，如意拍卖市

场格外火爆，清代如意屡创佳绩。综
观2004年如意拍卖市场，创出高价的
拍品主要以玉质为主，但也不乏其他
材质的如意，特别是天津市文物公司
推出的一柄紫檀嵌牙雕吉庆龙凤纹如
意，格外引人注目，它由两柄三镶如意
合并而成，非常别致，成交价为15.4万
元；再如中国嘉德推出的仿翠釉如意，
是一柄非常精细的瓷质如意，专家认
为应为清宫之物，成交价为8.8万元。
在这样活跃的如意市场中，收藏爱好
者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价格
合理、价位合意的如意，是大有可为的。
投资新制如意，可选择翡翠质地。

据有关人士2005年初统计，翡翠原材料
价格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现在人们
购买翡翠不仅是一种消费，更是为了保
值增值，优质翡翠成了理财投
资的对象。近些年，国际品牌
的钻饰在中国市场收获颇丰，
而专家预计翡翠会是下一个
消费热点。与黄金和钻石相
比，翡翠更有投资价值，因为

未来玉石制品价格的上涨是长期趋势。作
为玉石材质基地的缅甸，近十几年来开采
的玉石资源超过了过去三百多年的开发总
量。集中全球95%以上翡翠原料的缅甸帕
敢山区，好的原料越来越少。市场行情在
巨大的供需矛盾下探底回升，很多投资者
都看好翡翠升值。对于新制翡翠如意的投
资者来说，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尽量收
藏好的翠种，如优质的玻璃种和冰种；如果
红、绿、紫同时存在于一块翡翠上，即代表
福、禄、寿三喜，象征吉祥如意，用这样的翡
翠制作如意，那就是如意加如意。第二，要
肯下本钱收藏大件翡翠，一大块翡翠制作的
如意的价值往往能顶得上十几件小料。第
三，遇到好翠料，一定要根据规范的如意设
计，不惜资金请够水平的工艺师雕刻，力争
达到最满意的效果；玉器的雕工在整件玉
器作品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在原料相同的
情况下，出自名家巧匠的作品与普通的雕
件相比，价格往往能相差数倍。第四，收藏

翡翠完全有理由以新翠为主，因
为老翠虽然有年份，但水头儿往
往不如新翠。有些如意收藏者多
年来一直坚持这几条收藏原则，因
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如意收藏风
格，并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48 翡翠如意潜质高

宗大头果然依了谢老二，清晨
起来，他先到了海庄据点，找到姓马
的盐警中队长，谈了想收回三岔口
据点的打算，然后回到驻地，带着队
伍直奔三岔口据点。一朝经蛇咬，
十年怕井绳。虽然谢老二说了，盐
民游击队昨天就开往了黄须堡、沙岗子，
但宗大头还是有些嘀咕，真要是像上次
那样，可真就玩完了。宗大头骑在马上，
贼眉鼠眼地四下里看着，唯恐中了盐民
游击队的埋伏。他见滩地里有人干活
儿了，不由得暗自点头，对和他并排骑着
马的谢老二说：“总指挥的消息还真灵，
看，滩地里晒滩的全干活儿了。”谢老二
拉着马的缰绳说：“可不嘛，他们敢不干
吗，别说这些穷晒滩的，盐民游击队又
如何，听见国军下盐滩了，不也退出去
几十里地吗！”宗大头说：“对，国军如果
不下来，我才不回三岔口呢。这回咱们
把三岔口一守，总指挥该没话说了。”走
着走着，宗大头不由得“啊”了一声，对
谢老二说：“怎么感觉今天盐滩的人这
么多呢？”谢老二说：“盐滩上一连几天
没人干活儿了，今天是头一天复工，人
多正常!”宗大头说：“可别出什么乱子。”
说着，他抬头已经看见了三岔口据点那
个水泥炮楼子，再走就要接近三岔口
了。宗大头对身后一个盐警说：“快，让
前面的队伍给我站住，马上站住！”盐警
答应一声，往前跑了过去。谢老二见宗
大头突然发出这样的命令，不由得一愣，
以为宗大头发现了什么新情况。

宗大头对谢老二说：“你赶快带俩弟
兄先进据点，搜查炮楼，我在后边给你们
打接应。”因为上次进炮楼吃了亏，宗大头
时刻担心炮楼里面埋伏着游击队。谢老
二听了宗大头的吩咐，心里明白，说是打
接应，还不是为了跑得快呀！但他不敢违
抗宗大头的命令，知道盐民游击队已经转
移了，不用害怕有埋伏。于是，他把胸脯
一挺，翻身上了马，朝着在路旁等候命令
的盐警们一挥手：“走，跟我走!”宗大头跟
着走了一会儿，便让队伍隐蔽休息，他举
着那望远镜，朝着三岔口据点那儿看着。
这时，有一匹快马从据点里跑出来，来到
宗大头近前，一个盐警从马上跳下：“报
告，三岔口据点平安无事，谢中队副请您
前去。”宗大头翻身上马，带领盐警直奔三
岔口据点。当他们刚要下公路，就听得据
点里有人喊了声：“哎呀，有八路！”这一
嗓子喊得宗大头毛骨悚然，他急忙调转马
头，往回就跑，随着炮楼里的枪声，谢老二
先倒在了血泊中。宗大头还想像上次那
样逃过此劫，他哪里知道，游击队已经埋
伏在来路上，宗大头慌了，怎么前面还有
人？就在他刚一愣神，猛觉得前胸一麻，
低头一看，鲜血把前面的衣襟染红了，身
子一歪便栽下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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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部等表彰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

我市多家单位获国家级称号
3：0挑落广东队 第一阶段六战全胜

天津女排小组头名晋级

简讯

李霄鹏并非“救火队员”

本报讯（记者 张帆 翟志鹏 刘

茵）近日，人社部、文旅部联合下发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
部关于表彰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
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的决
定》，天津歌舞剧院、市群众艺术馆、
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执法四支
队、西青区文化旅游局、河西区文化
旅游局五单位荣获全国文化和旅游
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成立于1959年的天津歌舞剧院
是我市大型综合性艺术表演团体，
剧院遵循“高原上出高峰”艺术生产
规律，发挥艺术在文旅融合中培育
精神素养、繁荣文艺事业的作用，围
绕“特色化创作是关键，市场化运作
是策略，大众化需求是趋势，品牌化
建设是保障”新思路，用心用情用功
创排高质量文艺作品。近年来，天

津歌舞剧院制定以文旅大融合大发
展为主线，坚持疫情防控与“停工不
停练，积极复工复产，线上线下演出
双手抓”相结合的思路，为观众奉献
精品剧目，特别是今年推出的大型
音乐史诗《东方红》交响合唱音乐会
全国巡演，走进全国20余个城市，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市群艺馆是全国唯一入选该先
进集体的省级文化（群艺）馆。作为
我市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龙头单位之一，市群艺馆多年来以
全民艺术普及为宗旨，以增强人民
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为己任，圆
满完成多项国家级、省市级大型文
化活动，连续6年承办二十项民心工
程“天津市民文化艺术节”，扎实培
育众多特色鲜明的国家级、区域联
动及省市级群文品牌；深入落实“京

津冀协同发展”“决胜脱贫攻坚”等重
大国家战略，坚持“开门办馆”，不断丰
富百姓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努力推动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日前，文旅部公布了第一批国家
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评定结果，大沽
口炮台遗址博物馆榜上有名。这也是
继去年荣膺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以
来，该馆在文明创建工作中收获的第
二项国家级荣誉。

多年来，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立
足鲜活的红色资源，以阵地建设为主体，
以“文明示范引领”为导向，更好地提升
服务质效，优化对外服务形象，打造“红
色游”“文博游”的文化品牌，大力推进实
施文明旅游示范“三大工程”，实现运营
管理规范化，接待服务精细化，将文明旅
游理念融入游览参观、接待服务的每一
个场景和每一个环节。

■ 本报记者 张钢

“李成儒化身李怼怼”“毕志飞哭
了”“梁龙导演疯狂的外星人停
播”……自上月初开播以来，综艺节
目《导演请指教》成了“热搜常客”，开
播3天上了97个热搜，仅上述三个话
题阅读量已累计近6亿次。与热搜量
截然相反的是，其网络打分只有4.1。
作为一档影视竞技类节目，该节目播
出前给出的定位是“年度导演扶持计
划”，16位新人导演用两天拍摄10分
钟的短片，凭借短片在节目中进行竞
演。但从实际播出效果看，节目在
“谁扶持”“扶持谁”“如何扶持”三个
方面出现偏差，直接导致网友吐槽。

嘉宾专注“吵架”

为增加节目的吸引力，节目组请
来王晶、方励、陈祉希、郝蕾组成制片
人团队，还有惠英红、胡杏儿、杨千嬅
等专业演员助演，再加上50位专业评
审和200位观众组成的大众评审团，
阵容堪称豪华，但节目本应以学员作
品为主打，最终却变成了制片人团队
和专业评审充满火药味儿的“吵架
团”。在网络上流传最广的几段节目
视频中，或是评论者中学院派居高临
下地否定短片的艺术价值，或是从业

人员质疑制片人评审的专业眼光，台
下嘉宾吵成一锅粥，导演新人却被晾
在台上。

“新人”是否需要扶持

在16位“新人导演”中，王文也
是华谊总裁王中磊的女儿，她大学
时拍的短片由井柏然出演；宁元元
的父亲是导演张元，她 6岁就演过
《看上去很美》；包贝尔执导过《胖子
行动队》《阳光姐妹淘》等作品；蔡康
永是资深主持人……这些“新人导
演”既不缺钱，也不缺资源和人脉，
他们真的需要扶持吗？他们的加盟
虽然可以增加节目的可看性，但节
目宗旨“年度导演扶持计划”如何体
现？那些真正有才华，需要扶持但
缺乏机会的年轻导演，因为不具备
流量和话题性，在节目中彻底沦为
配角。

造话题只能挣到流量

2014年，浙江卫视制作的影视竞

技类节目《我看你有戏》，邀请了冯小刚、
成龙、张国立、李冰冰四位电影人担任导
师，终因节目定位不准而告终。近几年，
随着综艺节目的火爆，以《开拍吧电影》
《演员请就位》《导演请指教》为代表的影
视竞技类节目再次出现在荧屏，但至今
没有成功范例。节目编导在“抓流量”
“造话题”方面下了苦功，《导演请指教》
上线首日话题量居首，但正片有效播放
量仅排第7位，原因就在于节目只有“互
怼”，与电影行业无关，观众看后感觉没
有收获。

在业界，扶持新人导演的成功案例
很多，例如刘德华曾为宁浩出资拍摄《疯
狂的石头》，成功后，宁浩发起“坏猴子电
影计划”，出资出力扶持新导演。冯小
刚、贾樟柯、李少红等也发起扶持新导演
的“青葱计划”。这些目的明确、成绩斐
然的扶持计划并不具有综艺属性，导演
最有说服力的成就只有作品。如果以
“扶持新导演和振兴电影行业”当幌子，
用互怼、吵架去挣流量，也就难怪观众不
买账了。

拿扶持和振兴行业当幌子 抓流量造话题后一地鸡毛

《导演请指教》遭吐槽

昨日，滨海新区图书馆小馆员培训班开班仪式在

该馆环球报告厅举行。在活动现场，小馆员们进行了

志愿服务宣誓，并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实地了解馆内

概况和布局。

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未检检察官付玫菁为小馆员

带来以宪法伴我共成长为主题的宪法宣传讲座，增强

了小馆员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

小馆员培训活动是滨图继未成年人志愿服务

平台——小小志愿者之后，又一项面向少儿读者的文

化推广活动。活动旨在通过集中学习，培养小读者团

结协作、互助理解、为社会服务的公益意识和良好的阅

读习惯。

本报记者 仇宇浩 摄影报道

滨图小馆员培训班开班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理想之城》第27、
28集 夏明风驰电掣赶到
医院，见始作俑者是苏筱，
一时情绪非常复杂激动，
苏筱也无法详细解释清
楚，两人心生龃龉。经过
抢救，黄礼林虽然暂时没
有生命危险，但是中风了，
需要住院治疗。夏明没有
时间照顾苏筱的情绪，只
让她先回去……

天津卫视19:30

■《十指连心》第2、3
集 于满仓和海滨就赔偿
的事吵了起来，加上马海
之妻毛丽逼高兰英赔电
视，高于一家的经济负担
更大了。高兰英做和事
佬，两边赔礼道歉，还得受
着于满仓妈妈的埋怨。她
瞒着丈夫答应给毛丽赔个
电视。二满渐渐对老师有
了感情，下决心好好学习，
还向老师借了录音机。海
滨气不过满仓的态度，向
于满仓的厂长投诉，逼得
于满仓去道歉，两人不打
不相识……

天视2套19:30

■《当人心遇上仁心》
第17、18集 陈与会娟商
量对策，他一面恐吓会娟，
一面看似帮她出主意，认
为只有牺牲得生才能保大
家平安。会娟也觉得事情
越来越严重了，不得不作
出妥协。陈找到了得生，
告知他，现在情况不太好，
考虑到各方面关系，必须
先让得生停职检查，并让
他放心，只是让他先休息
休息，别多想，他一定会办
理好此事的……

天视4套21:00

■《相声大会》本周津
门笑星争霸赛迎来海选第
三场，六组喜剧人亮相。这
一场出场的小伙伴带来了
“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他
们青涩却认真，他们张扬又
大胆，他们开心地说着笑
着，也让现场的观众和星探
团笑了全程。

天视2套21:00

■《非你莫属》本期
节目迎来了一位美术老师
林金勇，他从小喜欢画画，
因为热爱，所以钻研。他
用黑板画丰富教学方式，
让更多的学生对美术产生
兴趣。林金勇做自己喜欢
的事情，有一群喜欢他的
孩子，也能把专长教给孩
子们，把美术的乐趣和美
传递给了更多的人。

天津卫视21:20

天津卫视（101）

19:30剧场：理想之城
（27、28）21:20非你莫属

天视2套（103）

19:30 剧场: 十指连
心（2、3）21:00相声大会

天视3套（104）

17:50剧场：俺娘田小
草（43—45）19:20剧场：尖
刀战士(14—17)22:15 剧
场: 大漠枪神(15、16)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当人心
遇上仁心（17、18）

天视5套（106）

19:30 排坛话事人第
二季（4）

天视6套（107）

19:20法眼精编20:10
百医百顺21:00 生活黑科
技21:30 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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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