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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决赛首回合“天女”重在抓细节

我市文艺界掀起传唱《领航》热潮

新年唱新声 颂歌献给党

终极决战拼下胜利 津门虎队中超保级

直播提醒：今日19时30分

女排联赛决赛首回合

天津VS江苏 天视体育频道

胸部停球、小角度射门、入网、得分！
在天津津门虎队被逼到只有战胜沧州雄狮
队，才能确保常规赛保级的关键时刻，替补
登场的谢维军站了出来，攻入了为津门虎
队锁定胜局的一球。作为中国足坛名宿谢
育新的儿子，他每次出现在赛场上，都会格
外被关注、被评判，也承受了父辈光环下更
多的压力。昨天，24岁的他，终于迎来了
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喜悦过后，有
球迷脑洞大开，想出一句对他的精彩夸奖：
谢天谢地谢维军。
很巧，就在前几天，记者还曾经就谢维

军在场上的作用、他的个人发挥，与津门虎
队主教练于根伟做过专门的沟通，当时于
根伟很坚定地说：“小谢的身体，没有很多
人想得那么软，而且小谢一直特别努力，其
实包括制造定位球在内，他每次上场，都起
到了应有的作用，我们教练组一直帮他做
有针对性的加练，我相信小谢一定会有建
树的。”话音刚落，谢维军的建树，就在津门
虎队一个赛季中最关键的一场比赛、最关
键的时刻，到来了。
给不同位置的球员做有针对性的加练，

是津门虎队过去大半年中的常态，第二阶段
比赛开始后，几名教练员给替补球员“开小
灶”加练，帮助他们时刻做好登场的准备，更
是常态，谢维军练得最多的，就是门前抢点
的头顶脚踢。赛后，快乐的小谢在个人空间
里晒出了自己庆祝进球的照片，以及全队赛
后集体在昆山市体育中心的留影，并写下一
句话：团结一心，拼搏到底，完美收官，谢谢
大家这一年的努力。为了天津，永远进攻。
昨晚，津门虎队在赛区驻地聚餐，也吃

上了“告别烤全羊”，谢维军在欢乐的聚餐时
间深情地说：“在天津多年，感谢天津足球对
我的培养，更感谢这一年教练们对我格外的
帮助、调教，我相信天津足球一定会越来越
好。”今天，球队将在苏州就地放假，家在外
地的教练、球员各自回家，返回天津的人员，
乘坐12：41的高铁回家。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顾颖

5胜6平11负，积21分，在本赛季中
超联赛积分榜总共16支球队中排名第
12位。伴随着昨天下午天津津门虎队
在联赛第二阶段保级组最后一轮比赛
中，以1：0战胜沧州雄狮队，这支去年3
月30日才正式组队、集结，仅备战大约3
周就投入到新赛季的队伍，终于以常规
赛成功保级的方式，结束了这个一路艰
难也一路坚韧的不平凡赛季。
最后一轮赛前，津门虎队处在与重庆

两江竞技队、大连人队“共同躲避”去和中
甲球队打升超附加赛名额的局面，由于津
门虎队在3支球队中积分最高，赛前处于
只要另外两支球队不同时赢球，无论他们
和沧州雄狮队的赛果如何，都能成功在常
规赛保级的形势，因此外界普遍认为，津
门虎队的状况是最好的。昨天下午津门
虎与沧州雄狮、重庆两江竞技与武汉、大
连人与青岛3场比赛同时开战，津门虎队
虽然一直占据着场上的主动，但是却迟迟
没有取得进球，当3场比赛同时逐渐推进
到下半时中段，继大连人队先确立了领先
优势后，重庆两江竞技队也反超了比分，
一下子把津门虎队推到了必须取胜，才
能确保不参加附加赛的险境。
危急时刻，津门虎队没有放弃，场上

所有人的努力，终于在第85分钟收获了
回报，在又一次发起攻势，形成沧州雄狮

队禁区内一片混战时，马格诺左脚怒射
击中门楣弹出，替补登场的谢维军胸部
停球，小角度推射入网，由此锁定了比赛
的胜局。当补时4分钟结束，主裁判唐
顺齐吹响终场哨，确定大连人队成为最
后一支参加附加赛的队伍时，津门虎队
很多人瞬间泪奔。
从一支匆忙组队、人员不整、缺乏系

统备战，联赛第一阶段进入赛区，都还来
不及让训练服、比赛服上出现队徽的队
伍，到依靠坚持不懈的努力，保住下赛季
的中超席位，津门虎队的拼搏与成长，在
昨天比赛结束的那一刻，终于获得了回
报。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于根伟说：“这
几场比赛很不容易，每场都是在命悬一线

的境遇当中，球员们一直在咬牙拼搏。非常
开心我们最终完成了目标，特别是在这么艰
苦的情况下，球员们始终如一地贯彻指导思
想，用团队精神、拼搏力量保持了我们这支
球队硬朗的作风和敢于打硬仗的风格。”
一年之中感触太多，于根伟也发自肺腑

地一连串致谢：“感谢教练团队以及球队工作
人员，感谢俱乐部上下所有人，借此机会，我
们要向市委、市政府，向市体育局表示感谢，
没有领导们的支持和关心，我们走不到今
天。另外还要感谢山东泰山、上海申花等几
家兄弟俱乐部，特殊的一个赛季，我们得到了
很多俱乐部的支持。最后，我们还要感谢最
可爱的广大球迷朋友，是你们的鼓励和支持，
带给我们动力，激励我们完成目标。”

本报讯（记者 梁斌）今日19：30，卫冕冠军天津渤海银行女排
将与老对手江苏女排上演本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决赛首回合较
量，昨天全队进行了颇有针对性的备战。对于接下来的三场两胜
制决赛，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表示，赛前训练，队员一直在抠细
节，展现出了不错的状态，力争打好今晚的首场比赛。
之前的联赛循环赛，天津女排曾以3：0战胜江苏女排。对于与江

苏女排的决赛，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认为江苏女排是越打越好，所
以球队不能有轻敌思想，还应从零开始，摆低位置力拼对手，场上队
员要放开打，不能保守。在他看来，江苏女排的进攻高度、拦网、防守
都不错，场上队员要打得更有耐心，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针对决赛对手，天津女排在这两天的训练中进行了分组对抗

训练，球队男陪打教练根据技术特点，模拟江苏女排的主要进攻
人。两堂训练课，王宝泉要求得很严格，尤其是在防守训练中提升
了强度和难度，分组对抗训练对拦网取位及手型、进攻线路、组织
传球等技术环节抓得非常细致，全队还进行了强化一传、发球的训
练。王宝泉坦言，加强训练针对性有利于队员在比赛场上的发挥，
关键是队员心态不能放松。从半决赛看，江苏女排正处于上升势
头，所以这两天的训练
要求严格，让队员重视
对手，调整好自身的竞
技状态。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在北京时间昨天结束的2021—2022赛
季雪车世界杯拉脱维亚希古达站比赛中，中国组合怀明明/王璇以
1分42秒28的成绩获得女子双人赛第4名，创造了中国选手在世
界杯分站赛该项目上的最好成绩。
本站女子双人雪车项目共有18对组合参加，怀明明/王璇两轮

比赛分别跑出了51.02秒、51.26秒的成绩，最终以总成绩1分42秒
28获得第4名。另外一对中国组合应清/杜佳妮以总成绩1分42秒
44获得第6名。美国组合泰勒/拉克以1分41秒88夺得冠军。两对
中国组合在本站比赛中均刷新个人世界杯最好成绩，其中怀明明/
王璇组合创造了中国雪车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历史最好成绩。
此外，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二次塑形专家日前已全部到位，造

雪塑形工作正式启动。整个过程是先将结束区和赛道中段已造好
的雪均匀推上赛道，形成基础层，在起跳区用雪塑造起跳台，再进
行塑形完善。据悉，二次塑形和造雪工作将一直持续至赛前，计划
于2月初正式交付使用。

雪车世界杯 中国女双组合创最好成绩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2020—2021年度《鸭绿江》文学奖颁奖
仪式日前在沈阳举行。我市作家狄青的小说《白事会》获得《鸭绿
江》文学奖“最佳小说奖”。
《鸭绿江》创刊于1946年，为历史传承有序的纯文学期刊。著

名作家周立波、草明曾先后任主编，茅盾、巴金、丁玲、赵树理等文
学大家都曾在《鸭绿江》上发表过重要作品。《鸭绿江》文学奖创办
于1979年，上世纪80年代曾在国内文坛产生较大影响，本次《鸭绿
江》文学奖颁奖系该奖恢复评奖后的首次颁奖。
小说《白事会》表现了一位为生活艰辛打拼的父亲对儿子无私

的爱，得到专家和读者好评。狄青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
国作协会员、天津市文联委员，连续五届天津作协签约作家，出版
著作多部；曾获《长江文艺》小说双年奖、《文学自由谈》创刊30周
年重要作者奖等多项荣誉。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张帆 摄影 姚文生

日前，作为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
作歌曲，《领航》MV正式播出，我市文艺界
迅速掀起传唱热潮。深情奋进的歌词，大
气磅礴的旋律，唱出了新时代的新气象，也
表达了天津文艺工作者对党和人民不变的
情怀。

《领航》唱响舞台，滋润观众心灵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乘风破浪，扬
帆远航……”1日晚，《领航》的旋律响彻
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作为保利天歌交响
乐团（天津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打造的大
型交响合唱新年音乐会的开场曲，以交
响合唱的艺术形式演绎的《领航》，让舞
台上的艺术家深感振奋，也令台下的观
众激动不已。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拿
到《领航》的歌词和曲谱后，乐团与合唱
团的艺术家都认为这首歌曲是一首思想
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作品，为了让
观众在新年首日的音乐会上欣赏到作
品，大家抓紧时间完成了排练，使这首作
品成为音乐会的一大亮点。
“《领航》在音乐上非常大气、辉煌，与

歌词歌颂中国共产党的主题非常契合，配
器也非常精彩。”天津歌舞剧院交响乐团
乐队队长张昭向记者表示。他介绍，近一
段时间以来，乐团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

发表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更是让大家深
感振奋，充满奋斗激情。张昭说：“文艺工
作者要多传唱《领航》这样的优秀作品，并
在基层推广，让红色精神春风化雨地滋润
观众的心灵。”

把《领航》从舞台带回学校

1日晚的天津大礼堂内，天津城市新
年音乐会正在精彩上演。音乐会开场，由

60余名少年儿童组成的少儿艺术团，在
钢琴伴奏下用清澈稚嫩的童声唱响了歌
曲《领航》。除了歌曲本身，给观众们留
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孩子们自豪、自信的
脸庞。谈到这次排演《领航》的经历，艺
术团合唱指挥宋婕惊讶于孩子们对歌曲
的喜欢程度，她说：“孩子们对党和祖国
的感情是天然的、深厚的，再加上《领航》
是一首优秀的新歌曲，所以孩子们一接

触这首歌曲就非常喜欢。”宋婕告诉记
者，童声合唱是一种既可以表现自己又
需要团队精神的艺术形式，《领航》这首
红色歌曲，通过表现红色精神让孩子们
更团结、更有凝聚力。在演出后台，孩子
们谈起《领航》时滔滔不绝，互相交流着
演唱歌曲的感受，还约定把这首歌曲带
回学校。

多种形式改编，满足群众需求

新年伊始，市群艺馆第一时间组织声
乐干部和群众合唱团学唱传唱《领航》。同
时，为了让这首振奋人心的歌曲在基层传
唱开，市群艺馆还对歌曲进行了适当改编，
使之更适合不同类型的群众艺术团演唱。
市群艺馆文艺创作部副主任司涛表示：“为
了方便不同人群去传唱，我们准备将《领
航》改编成童声版、流行歌曲版、阿卡贝拉
版，还会加一些声部、重新配和声，改编成
普通的合唱版本，让歌曲的和声层次更加
丰富。”除了歌曲部分的改编，市群艺馆还
在积极进行《领航》的舞蹈编排。该馆培训
活动部副主任、市舞协副主席王淳介绍：
“编排舞蹈作品《领航》，舞蹈动作相对简单
一些，我们的目标是让不同年龄、不同舞蹈
基础的人都易学易会。”市群艺馆还将面向
全市的骨干群文干部组织专题培训，发挥
各区文化馆专业干部的作用，让《领航》在
群众中广泛传唱、传播，形成声势，抒发人
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之情。

关键战打入绝杀进球

谢维军迎来高光时刻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2022赛季WCBA总决赛日前结
束第二场较量，内蒙古女篮以87：86力克四川女篮，在三场两胜制
的总决赛中以2：0战胜对手，成功卫冕WCBA总冠军。赛后，
WCBA颁发了常规赛和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奖项。四川队的韩
旭获得常规赛MVP，她本赛季代表四川队出战16场常规赛，场均
贡献20.1分、8.6篮板、1.3助攻、2.2盖帽，是联赛的得分王和盖帽
王。内蒙古队球员杨力维获得FMVP，她总决赛两场比赛分别得
到12分、6篮板、5助攻和30分、6篮板、6助攻。

内蒙古女篮卫冕WCBA总冠军

保利天歌交响乐团演绎《领航》

本报讯（记者 刘茵）日前，由天津自然博物馆、广西自然博物
馆联合举办的“自然广西”展览在天津自然博物馆三楼临展厅开
展。展览浓缩了广西自然历史的精华和亮点。

此次展览共展出141件标本，由“地质历史时期广西的海陆变迁”
“自然地理”“矿产及珠宝资源”“古生物资源”“陆生生物资源”“北部湾
海洋生物资源”“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等七个部分组成。
展览结合大量精美的图片，借助矿物、奇石、古生物化石、动物

剥制标本、贝类标本及植物腊叶标本等各类馆藏自然类珍贵标本，
向观众详尽展示广西的自然历史、自然资源与自然遗产，介绍广西
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和成就。
据悉，展览展期三个月，免费向公众开放。

本报讯（记者 张钢）徐峥、马伊琍等主演的电影《爱情神话》上
映一周后票房成功破亿元，口碑热度持续递增。
日前，编剧、导演邵艺辉表示：“我是站在女性的角度，以男性

的视角展开这个故事，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种尝试，男女之间不
一定只有对立关系，也可以守望相助，并且现代的情感状态也是如
此，是流动与多元的，人一直在变，感情也会一直在变。”
该片对白为上海方言，邵艺辉对此表示：“我们呈现的是真实

的生活，真实生活当中包含家乡语言，它所涵盖的风土人情，会影
响整部电影的风格与演员的表演状态。”
片中展现出的主人公在情感问题中的性别对调，充满喜感。邵

艺辉说：“我们尝试去展现这个性别错位的视角，将李小姐、蓓蓓、格
洛瑞亚放到了更为男性化的身份中去，老白和老乌反而更偏向女性
处境，性别进行置换后产生的戏剧冲突，就会变得非常有趣。”

电影《爱情神话》尝试性别视角对调

本报讯（记者 张钢）日前，影片《穿过
寒冬拥抱你》在京举行观摩研讨会，与会专
家学者用“真实”“真情”“真心”三个主题词
评价该片，认为影片为观众带来温暖，表现
出了普通中国人对于生活的态度，向世界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黄渤、贾玲等主演的《穿过寒冬拥抱
你》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将镜头聚
焦疫情之下普通人的生活场景，刻画出人
们守望相助、真挚动人的群像。该片作为
一部现实题材作品，用多线平行叙事结构，
以人物命名的“阿勇”“武哥”“老李夫妇”
“奶奶”四条故事线，加上以时间命名的“武
汉解封”收尾。这四条故事线相互交织，通

过人物的“串场”来实现，将疫情之下的人
间真情娓娓道来。

总制片人傅若清表示，“影片坚持
以真实、真情、真心为导向。‘真实’体现
在影片尽可能地还原普通人在疫情下
的真实生活状态，让表达更接地气、让
情感更打动人心；‘真情’建立在多线平
行叙事的基础上，讲述每一个能够呈现
美好的故事，展现武汉人民的可敬形
象；‘真心’则体现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主创人员真诚地向疫情中
可爱的人们致敬，讴歌抗疫背景下的全
体武汉人民。影片以全民记忆碰撞出
全民情感，引发全民共鸣，以沉浸式观

影体验再现时代印记。”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在点评该片

时说：“影片展现了‘真’‘善’两个字。影
片取材于疫情中的真实故事，所有的场
景和故事都有真实的原型，有着很强的
纪实色彩；‘善’的表达则是影片最突出
的特点，呈现了人性之善，通过几组普通
人的故事展现了亲情、爱情、友情，尤其
是陌生人之间面对大难时同舟共济的伟
大感情。”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表示，“这是一部充满浪漫、温暖、深情的
电影。随着剧情发展，影片慢慢地提升
情感的浓度和高度，注重呈现疫情袭来时
人性闪光点。”

聚焦疫情中的武汉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真挚动人

日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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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持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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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白事会》获《鸭绿江》文学奖

“自然广西”展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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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丁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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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少儿（108）

19:05 多派玩儿动画
《盟卡魔幻对决》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丁大命》第5、6
集 魏家英在关家大院见
到了初恋白梨花，表示对
她的草率嫁人无法理
解。白梨花也道出了自
己的无奈和苦衷。这时，
魏家英看到在院子里踢
毽子的山杏，并且得知山
杏是假装斗鸡眼，因此决
意要娶山杏……

天津卫视19:30

■《亲爱的孩子们》第
25—27集 穆枫研究出了
一些门道，去找刘向南把
关。他在领导的关注下
说出了自己的思路。工
人们表示参数有问题，车
间的车床达不到这个精
度，可能会损坏设备，但
穆枫强硬地要求开工。
工人们眼见副厂长家的姑
爷惹不起，只能照办，最终
在即将成功时功亏一篑，
不但工具没做出来，还损
坏了车床……

天视2套18:25

■《独生子女的婆婆
妈妈》第3、4集 艾语接受
了尚伟志的追求，到尚伟
志家吃饭，惊讶地发现尚
伟志爸爸尚振国的女朋
友，竟然是自己上大学时
的室友林芳。李冬梅要求
一乐赔偿误工费和精神损
失费，一乐偷了母亲的一
张1万元存单，兑现后到
医院赔给李冬梅，谁知被
跟来的王喜贞看到，两位
母亲又吵得一塌糊涂……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进入
自媒体时代，内容创作成
为“风口”，不少平台为激
发用户创作热情，也纷纷
推出“流量分成”“独家奖
励”等激励方案，吸引大量
用户加入。然而，这本该
是平台与用户间双赢的合
作模式，却因为平台对提
现门槛的设置，使得许多
用户与平台之间发生了不
少纠纷……

天视6套18:00

■《艺品藏拍》持宝人
程先生带来的一套矾红描
金蝠纹勺，是他70岁生日
时儿子送给他的礼物。这
套勺子虽然绘制精美、造型
考究、纹饰吉祥，看上去却
不怎么实用。到底这套藏
品是什么年代的，又蕴含着
怎样美好的祝福呢？

天视2套2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