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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

推出迎冬奥线上展览

全景展现伟大抗美援朝战争

电影《跨过鸭绿江》今日上映

中超争冠战不如内讧热度高

全国高校冰壶联赛在津激战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 摄影 孙震）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
倒计时50天之际，为期3天的2021年“中国银行杯”全国高校
冰壶联赛，昨天在天津蓟州国家冰上项目训练基地激战正
酣。全国16支高校冰壶队伍在男团、女团、混双三个比赛项
目中展开争夺，逾200人的赛会阵容展现了我市的冰雪盛况。
此次冰壶联赛于本月15日至17日进行，天津蓟州国家冰

上项目训练基地赛前进行了精心筹备，在疫情防控、住宿、用
餐、接待等方面全力为赛事保驾护航。未来，我市将为莘莘学
子打造更多国内高校冰雪竞技运动品牌赛事。

因为前天是比赛日，下午、晚上，驻扎
在苏州赛区，参加本赛季中超联赛保级组
比赛的8支队伍，刚刚战罢一轮，所以昨天
上午，各队都在休息，赛区内无论是酒店区
域还是训练场，显得很安静。在这种情况
下，津门虎队有点另类——他们是上午唯
一开练的球队，没参与比赛和替补登场的
球员，正常进行户外训练，助理教练张朝松
那具有高识别度的大嗓门儿，在太湖足球
训练基地里都喊出了回声。
相信两场比赛过后，津门虎队内的每

个人，对球队相比自己之前，在哪些方面有
了进步，哪些方面依然羸弱，会比外界众说
纷纭的“观者感受”，总结得清晰透彻。前
期基础的薄弱，导致球队很难在短时间内
有质的飞跃，场场难踢又场场关键的保级
比赛，外援马格诺说，现在各队积分的多
少、各球队之前表现的好坏，对津门虎队来
说，都没有太多参考借鉴的价值，想要赢球
唯有专注和努力。关于马格诺，还有个有
意思的细节：在与河南嵩山龙门队比赛中，
小将石炎为津门虎队拼出了点球的机会，
原本第一时间抱起足球，准备去主罚的是
维基诺维奇，不知是不是感觉自己更熟悉
联赛，并且内心足够强大，马格诺主动去把
皮球要了过来，自己站到点球点。
明天，津门虎队将和本赛季已经累积

11连败，排名倒数第一的青岛队交锋，比
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报记者 顾颖

本报讯（记者 张帆 翟志鹏 摄影 姚

文生）昨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主办，
市群艺馆、河东区向阳楼街道翠韵里社区
等协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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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翠韵里社区，采取“文艺+宣
讲”的形式，以歌曲、戏曲、曲艺、朗诵等多
种形式为载体，让群众在观看节目的过程
中了解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重要成果和
核心要义，推动全会精神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深入人心。
青年演员高昆以独角戏《入党之前》和

观众一起重温入党初心，用诙谐语言讲述
了自己的“入党经历”。高昆告诉记者，《入
党之前》的创作初衷源自他在积累素材的
过程中了解到许多年轻入党积极分子的真
实心境，“我们不仅‘身子’要入党，更要从
思想上真正达到入党的标准。”高昆表示，
以独角戏形式在基层演出还是第一次，观
众的反应让他深受鼓舞，“今天的观众很多
都是爷爷奶奶，他们的经历和这个故事的
背景年代很相近，在演出过程中我能感觉

到他们听得很投入。我觉得独角戏的形式
很符合文艺轻骑兵的特征，一个人一台戏，
便于下基层服务群众。”

来自我市专业院团的演员和优秀的群文
工作者为社区群众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
目，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和欢笑声。

昨日下午，天津交响乐团“深学笃用”文
艺宣传小分队走进中新药业天津第六中药
厂，以红色音乐会的形式为一线职工送上了
一场“汲取百年历史伟力 开启新的伟大征
程”主题实践活动。
在该厂负责人为职工宣讲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后，小分队以弦乐四重奏、铜
管五重奏、声乐演唱的不同形式登台献艺。
一段段红色旋律奏响在会场里，深入到职工
心中。
学习全会精神，聆听红色旋律，该厂的百

余名职工结合自身的工作生活表演了精心准
备的《党旗飘扬的地方》《百年芳华》等节目。
该厂工会主席王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职工们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这场音乐
会增强了职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本报讯（记者 刘茵）为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一步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感受奥运魅力，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近
日以“为冬奥会加油 为新时代喝彩”为主题推出迎冬奥文化
艺术线上展览。
自10月24日启动活动征集以来，该馆共收到百余张作

品，涵盖剪纸、书法、摄影、绘画等多种形式。第一批展示的剪
纸作品将冬奥元素与传统民俗文化相结合，带来了“冰雪运
动+民俗文化”的全新剪纸体验，创作了系列冬奥主题的剪纸
作品。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北京时间昨天，2021年美国露水
巡回赛在铜山揭幕，中国名将谷爱凌在自由式滑雪女子超级
U型场地资格赛中以93.50的高分排名第一，携手李方慧、张
可欣闯进决赛。
资格赛中，谷爱凌第一轮完成了一套高难度动作，得到

93.50分，她在确保晋级的情况下放弃了第二轮争夺，但仍然
高居第一。李方慧以85.75分排名第4，张可欣以77.50分位
列第8。爱沙尼亚小将希尔达鲁、英国名将佐伊·阿特金等选
手亦晋级决赛。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中超联赛进
行了第16轮争冠组的比赛。其中，山东泰
山2：1逆转北京国安之后，继续在积分榜
上领跑。不过，中超联赛热度最高的新闻
则是一支保级球队创造的，“沧州雄狮队员
互殴”的词条还登上了热搜。
本轮争冠组比赛，山东泰山和北京国

安这两个老冤家相遇。尽管处于被动之
中，但北京国安依靠张玉宁的进球率先破
门。随后孙准浩的远射将比分扳平。全场
补时阶段，贾德松门前推射破门，山东泰山
2：1取胜，继续领跑积分榜。另外几场比

赛中，广州队1：1战平河北队、长春亚泰1：1
战平深圳队、上海海港1：0战胜广州城。
中超争冠战虽然精彩激烈，但热度却远

不如沧州雄狮发生的负面新闻。在本轮比赛
结束后，沧州雄狮的两名队员廖承坚和桑戈
尔之间居然发生了互殴，由于这件事是在球
场上发生的，当值主裁将两名球员双双红牌
罚下。这件事经过网络的传播后，居然还登
上了热搜。
随后，沧州雄狮俱乐部深夜发表致歉公

告，透露因为语言上的隔阂，双方产生了误
解。沧州雄狮俱乐部认为：“面对保级的压

力，两名球员出现了情绪上的失控，这样的行
为严重违反了中超联赛的行为规范，给俱乐
部和中超联赛的品牌造成了恶劣影响。”
中超赛场上的粗野犯规甚至暴力行为

屡见不鲜，但队友之间能够互殴，还是非常
少见的。无论如何，这件事造成了极其恶劣
的社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两位当事球员
必须为自己失控之举埋单。根据《中国足协
纪律准则》，两名球员肯定会受到追加停赛
处理。
对于沧州雄狮队来说，在穆里奇和艾哈

迈多夫离队之后，目前外援人数已经不太整
齐，如今桑戈尔遭遇追加停赛的话，将给球队
的保级带来不利的影响。目前，沧州雄狮的
排名依然徘徊在降级区边缘。

本报讯（记者 张钢）全景展现伟大抗美
援朝战争的电影《跨过鸭绿江》今日在全国
上映。日前，该片在京举办首映式，出品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电
影剧组主创、部分志愿军亲属与观众见面。
该片是一部“全景式、史诗性”展现抗

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作品。影片以中国人
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视
角讲述，全面展示了从战前国际形势的
快速演变到板门店停战协议的签署，涉
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战以美国为首的
“联合国军”的整个抗美援朝战争过程。
影片不仅具备东西两线和五次战役的全
时空格局，还呈现了突袭战、防御战、运
动战、阵地战和坑道战等多场不同特质
的激烈战斗场面，在讲述国际格局突变
中、苏、美三国领导人作战指挥思想博弈
的同时，展现了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战略思维和以彭德怀为统帅的指挥员
们的战场谋略，以及全体志愿军战士用生
命捍卫和平正义、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
神，全方位呈现出中国人民为赢得这场艰

苦卓绝、震撼人心的伟大战争最后胜利所
做的牺牲和努力。
据该片总策划薛继军介绍，《跨过鸭绿

江》的创作完成了“三个首次”：首次全景
式、史诗性展现抗美援朝战争；首次由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原创自制，是树立正确党史观
的一次正确实践；首次实现了电视剧、电影内
容的融合创作。
引领观众走近真实的英雄，重返真实的

战场是该片一大特色。在上甘岭战役中，敌

人先后投入6万余人的兵力，发射炮弹190多
万发，投掷炸弹5000余枚，山头被削低了两
米。该片不仅高燃再现了这场悲壮的战役，
还用镜头深情致敬了不容忘却的英雄们：以
身体堵住敌人机枪眼、为突击部队打开道路
的黄继光；双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战斗、用尽
最后一口气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孙
占元；在全班战友伤亡的情况下一人毙伤敌
人280余名的新战士胡修道……视死如归的
壮烈与坚守阵地的顽强，使得上甘岭成为中
国人永远敬仰的精神高地。
导演董亚春表示：“该片的上映，将使更

多观众全面、深入地了解抗美援朝战争。影
片从敌我双方指挥层、决策层的角度，讲述了
出兵决策是在什么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做
出的？彭德怀是如何临危受命带兵出征的？
五次战役以及上甘岭战役是怎样打响的？38
军‘万岁军’的美誉是如何诞生的？在以志愿
军视角讲述故事的同时，还加入了国际视野，
如仁川登陆战、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斯大林
决策支援中国等重要事件。这些细节都会在
片中得以呈现。”

两支文艺宣传小分队走进基层

文艺宣讲 推动全会精神深入人心

文化时评

考古离我们
并不遥远

■ 本报记者 张帆

近日，国家文物局召开线上会议，聚焦甘肃、河南、陕

西三个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公布了西安市白鹿原

“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随即，“汉文帝霸陵被发

现”登上微博热搜。

考古新闻上网络热搜，一方面是因为汉文帝霸陵本

身就颇具戏剧性——700年来，汉文帝霸陵普遍被认为

位于“凤凰嘴”（距江村大墓约一公里），历代皆有立碑为

证。后由于西安帝陵遭遇盗墓侵扰，才有了西安考古研

究院等单位的勘探和挖掘，汉文帝霸陵的“真相”得以大

白天下。另一方面，除了曲折身世，汉文帝霸陵的发现背

后既有历史、文化元素，也因盗墓案引发关注，江村大墓

又恰位于大名鼎鼎的白鹿原，种种因素叠加之后网络的

迅速传播和话题发酵，最终令“亲尝汤药”的汉文帝又当

了一次“网红”。

今天，考古之所以能不断牵动公众的神经，除了严

谨的学术研究外，也得益于外部环境的不断优化。在

传媒娱乐领域，传统文化类节目正流行，一档《中国考

古大会》让考古学不再神秘，甚至“好玩”起来。在你我

身边，考古可能正是“进行时”：西青区杨柳青文化学镇建

设工程考古发掘得益于我市基建考古工作的不断完善，

天津卫古城鼓楼西遗址也因地铁建设得以“重见天日”；

博物馆里，“考古盲盒”等文创商品不仅是孩子探索古代

文明的“小窗口”，也是成年人眼中的“大玩具”；在各类

短视频平台上，跳着“宅舞”的兵马俑、憨态可掬的圆润

唐俑，“活”起来的文物频频被网友点赞……考古从

“隐”到“显”，是公众对考古事件背后文化成因的不断

关联与深挖，更体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

无穷魅力。

随着袁心玥的到来，天津渤海银行
女排副攻手王媛媛的场上站位从联赛第
一阶段的“两点副攻手”换成了目前的
“三点副攻手”。而即便在不同位置来回
切换，她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优势，与福建
队一战得到7分，其中拦网得到5分。“我
会根据队伍需要随时调整，无论怎样都
要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王媛媛笑着
表示。
在排球比赛中，“两点副攻手”一般进

攻能力突出，具备不俗的二号位背快、背

飞突破能力，而“三点副攻手”的重要职责是
在拦网环节。联赛第一阶段搭档经验尚浅
的年轻副攻张世琦，王媛媛担负起“两点副
攻手”的重任。如今回到“三点副攻手”的位
置，王媛媛坦言：“现在更多的是想着在拦网
环节怎样帮助队伍。赛前通过观看福建队
的比赛录像，熟悉了对手的进攻特点，拦网
就更有针对性。比赛局间和暂停时段，教练
组也会提醒我一些拦网的节奏和对手进攻
线路的变化，这些对我有很大帮助。”

本报记者 张璐璐 摄影 谢晨

联赛第二阶段天津女排3：0轻取福建队

八连胜不足喜 后面场场是恶战

中国三将晋级露水巡回赛决赛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年羽毛球世锦赛昨天继续在
西班牙维尔瓦进行，随着郭新娃/张殊贤以1：2负于丹麦组合
克里斯蒂安森/博尔，国羽混双全军覆没，无一对组合晋级16
强，是国羽混双参加世锦赛以来历史最差成绩。
奥运冠军王懿律/黄东萍缺席本届世锦赛，冲冠重担落在

了郑思维/黄雅琼肩上。作为赛事头号种子，郑思维/黄雅琼目
标是冲击世锦赛三连冠。首轮轮空的二人第二轮对阵中国香
港组合张德正/吴咏瑢，在21：16先胜一局的情况下，以13：21、
17：21遭对手逆转。欧烜屹/冯雪颖以19：21、15：21不敌阿里
莫夫/达夫莱托娃。国羽开局遭遇重创，仅剩郭新娃/张殊贤
一对组合。昨天，随着二人以16：21、21：17、14：21负于克里
斯蒂安森/博尔，国羽混双无人打进16强。

世锦赛国羽混双创历史最差

从“两点攻”切换到“三点攻”

王媛媛不断发挥拦网优势
津门虎昨天上午

打破了赛区的宁静……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2021—2022
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结束第9轮
的争夺，以实战练兵、磨合主力阵容的天
津渤海银行女排以 3：0战胜福建女排，
赢得八连胜，三局比分为25：12、25：11和
25：10。今天C组休战，天津女排明天10:00
对阵河南女排。
面对以快速进攻见长的南方球队福建

女排，天津女排此役尽遣主力出战，通过实
战磨合主力阵容，为六强赛做好准备。三

局比赛，整体实力明显高出对手一筹的天
津女排在发球、一传、进攻、拦网、防守上全
面占优，以较大分差赢得比赛。首局开局
阶段，天津女排就在主攻刘晏含的发球轮
中取得8:0的领先，并以25：12先赢一局，
第二局一开始，虽然双方一度战至8平，但
比赛经验丰富的天津女排随后发力，扩大
领先优势以25：11再赢一局。第三局13：5
领先时，主攻刘晏含因在比赛中意外地踩
在队友王媛媛脚上，脚踝扭了一下，被主攻

小将王艺竹替换下场。经过之前全明星赛和
上一场比赛的历练，王艺竹明显在场上打球
更为自信，其在进攻、拦防、一传、防守上的表
现都有所进步，这名小将上场后很快在二号
位打手出界得分，天津女排15：6领先。在两
大火力点李盈莹和外援接应巴尔加斯的带领
下，天津女排随后扩大分差，以25：10赢下制
胜一局。此役，外援接应巴尔加斯拿下全场
最高的19分，主攻李盈莹和副攻袁心玥分别
贡献12分和11分，主攻刘晏含和副攻王媛媛

分别获得8分和7分。
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认为此役球队准

备得很充分，整体发挥得比较好，虽然在第二
局开局阶段局面有所胶着，但场上队员及时
调整，很好地发挥出发球带动拦防的战术。
王宝泉透露之所以本场比赛派出全主力出战，
主要是为六强赛做准备，福建女排是典型的南
方球队打法，进攻节奏更快，此役达到了实
战练兵的目的，为六强赛与冠军主要竞争对
手上海女排、江苏女排对阵提前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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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往事》第11、
12集 丽君和金榜和解，
丽君求陈默人帮助金榜报
考公务员，陈默人认定此
事是金榜利用丽君。陈默
人拧不过丽君替金榜报
名，高金榜感恩戴德，陈默
人还是一脸冷漠。金榜积
极备考，语慧对此非常高
兴，伺候周到，但是同样要
去考试的沛文却热衷于抗
日活动，没有备考……

天津卫视19:30

■《风和日丽》第6—
8集学校选伍思民当积极
分子，刘世军当众指出他
思想不健康，积极劳动是
为了获得荣誉，还给女同
学写情书。恼羞成怒的伍
思民和他打了起来。伍思
民提前离开了集体，小翼
非常失落，痛恨刘世军的
所作所为。被仇恨冲昏了
头脑的伍思民开着父亲的
吉普车，撞向刘世军，结果
人没撞到，车撞毁了，自己
也受了伤，害得伍师傅丢
了工作……

天视2套19:30

■《小爸妈》第7、8
集简单去拿报告，医生告
诉她刘云英的癌症转移到
了肝脏。简单恍惚中掉落
了刘云英的病理报告，刘
云英也终于得知了自己的
身体状况。一个偶然的机
会，严丽发觉郝强所追踪
的陈姓客户的太太其实是
自己中学同学。陈太暗示
郝强已经有了数年创业经
验，大可单飞出来赚取利
润，何必在莫凡那里做二
老板。严丽不禁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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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呦妈呀》“双
减”政策后，聚焦课堂要做
什么？学校里百花争艳您
了解吗？在校园里也能体
验滑雪课程吗？本期特别
策划——校长来了，带您
一起走进西青区师范大学
第三附属小学，聊聊“双
减”政策下的学习生活。

天津少儿21:20

■《今日开庭》这两
口子打官司，咱节目里说
过很多了，原因不外乎就
是要离婚。这期节目就说
一个不一样的。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