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文体
2022年1月12日 星期三 责编：祁振 温卉

罚款83万元 多人被罚停赛

大连人队收到足协重磅罚单

我市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众多提振士气、宣传防疫的作品

为战“疫”贡献文化力量

唱响《领航》汇聚力量

津门虎队过完元宵节收假
于根伟入围“年度金帅奖”候选名单

中国女足公布亚洲杯队员名单

昨天，中国足协对大连人俱乐部开出
了一张严厉的罚单，给天津球迷提了个醒，
严格意义上说，联赛尚未落幕，最后两个中
超名额，在今天的“超甲附加赛”次回合结
束后，才正式有归属。不过由于津门虎队
已经在中超常规赛中保级，所以球迷们真
正关心的，还是天津津门虎队的动态信息，
以及未来的走势。
目前，天津正在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在疫情初现的时候，津门虎队的医疗
组，已经在球队工作群中，给大家发布了防
护措施提示，正在外地各自家中度假的教
练和队员，也通过各自的方式，向身在天津

的教练、队友、工作人员表达了问候，并且
相互鼓励，疫情一定会过去，不会影响到球
队春节后收假。
虽然津门虎队保级成功，在苏州赛区就

地放假之际，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收队日期，
但是大致的时间表，已经和大家讲清楚——
2月中旬重新集中，稍事调整后，计划前往南
方进行旨在储备体能的冬训，待北方天气回
暖后，再返回天津进行下一阶段训练。2月
15日是元宵节，基于让家在外地的教练和球
员多过一个阖家团聚的节日，球队可能会在
元宵节后收假。
考虑到国足在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

预选赛12强赛中的征程，北京时间3月29
日客战阿曼队后才结束，国脚们返回国
内，还要进行“14+7”的隔离观察，由此推
算，新赛季的中超联赛，最早也要在4月
底才能揭幕，中超各队的收假时间，基本
都会在2月中下旬，当然，这个横跨春节
的假期过程中，不排除有些俱乐部还要面
临“生死抉择”。
球队在放假，津门虎俱乐部的相应工

作，包括新赛季队伍调整的前期工作，并没
有停止，主教练于根伟之前也曾明确表示，
欢迎和与津门虎队思想、目标一致的球员
加入津门虎队。由此推断，如果一些工作

推进迅速，也许春节前，球迷们就能获知一
些事关下赛季的新信息。
另外就在昨天，由多方参与、已经进

行到第六届的“中国金球奖”2021年度评
选正式启动，在“2021年中国金帅奖”这
一奖项中，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是 6
位候选人之一，他将和陕西U18男足主
教练陈旭峰、长春亚泰队主教练陈洋、山
东泰山队主教练郝伟、新疆U20男足主
教练帕尔哈提·阿孜买提，以及去年带领
上海女足和奥运联队的水庆霞，一起角
逐这一奖项。

本报记者 顾颖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随着在自由式
滑雪坡面障碍技巧世界杯猛犸山站上摘
银，网名“青蛙公主”的谷爱凌结束了本赛
季所有比赛的争夺，她在自由式滑雪3个
小项上斩获6金2银 1铜，展现了良好的
竞技状态和强大实力。但值得注意的是，
谷爱凌的主要竞争对手并非每站比赛都
与她同场竞技，加之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
的气候、选手临场发挥等不确定因素的影
响，届时“三线作战”的谷爱凌将会迎来不
小的考验。
在大跳台、U型场地和坡面障碍技

巧 3个项目中，大跳台是谷爱凌比赛经
验最少，也是最晚登上国际赛事最高领
奖台的项目，该项目与U型场地曾一同
被视为谷爱凌的副项。不过她本赛季在
大跳台上实现了突破，首次获得世界杯
金牌。但纵观国际赛场，她的对手也同
样强大。法国选手苔丝·勒德表现稳定，
世界杯总积分榜排名第1。本赛季大跳
台两站世界杯比赛中，去年10月的瑞士
库尔站，谷爱凌没有参赛，苔丝以 95.25
分的高分夺冠。12 月的美国斯廷博特
站，谷爱凌完成两周空翻转体1440度的
高难度动作夺冠，苔丝居亚。此外，瑞士
选手马蒂尔德·格雷莫曾在 2020 年 9月

完成过倒滑前空翻两周 1440 度，并在
2021年 1月的世界极限运动会上力压谷
爱凌夺冠，谷爱凌最终摘得铜牌。由于
本赛季仅参加了一站大跳台比赛，谷爱
凌在该项目上的稳定性还有待提高。
本赛季，谷爱凌在U型场地项目上的

优势逐渐凸显，包揽了世界杯4冠以及激
浪巡回赛冠军，不过这几次比赛并非每一
次都是最高水平的较量。谷爱凌在该项目
上最大的竞争对手、爱沙尼亚名将希尔达
鲁只参加了美国铜山和猛犸山两站世界
杯。此外，美国和加拿大在这个项目上都
实现了4人的冬奥满额参赛资格，可以实
现集团作战。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2的美
国选手汉娜·福尔哈伯、排名第3的加拿大
选手蕾切尔·卡克也是该项目的领军人物，
对谷爱凌极具冲击力。
坡面障碍技巧是谷爱凌的主项，但在

本赛季参加的唯一一站世界杯比赛和激
浪巡回赛中，谷爱凌却都未能登上最高领
奖台。她与希尔达鲁的竞争颇为激烈，且
希尔达鲁占据优势，世界杯总积分榜排名
第1，谷爱凌仅列第4。除了希尔达鲁，本
赛季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2的美国选手玛
吉·瓦赞和第3的英国选手科斯蒂·穆伊尔
也不容小觑。

本报讯（记者 赵睿）正在上海东方绿洲体育训练基地集训
的中国女足，将于1月15日包机飞赴印度孟买，参加1月20日
至2月6日举行的第20届女足亚洲杯。中国足协昨天公布了
参赛23人名单，天津女足的王珊珊以及部分无缘东京奥运会
的老将入选。

水庆霞出任主帅之后，把一些老将召回，例如马君、李
影、娄佳惠等，过去几年时间淡出视野的守门员赵丽娜、中
卫李佳悦也回到国家队。老队长吴海燕落选有些出乎意
料，部分在贾秀全执教时期得到重用的队员也没能进入名
单。海外踢球的队员里，水庆霞只选择了效力于托特纳姆
热刺的唐佳丽。

受疫情影响，印度足协此前已暂停了本国足球联赛，但
亚足联并没有调整本届女足亚洲杯的竞赛安排。中国女足
欲跻身2023年女足世界杯正赛，必须拿到本届女足亚洲杯
前5名的成绩。中国女足与同组的中国台北队、伊朗队、东
道主印度队住在同一家酒店，各参赛队严格执行“气泡式”
闭环防疫标准，在独立的楼层内生活、工作。中国足协对中
国女足的支持与保障不亚于对中国男足的力度。比如，将
特聘营养师随队出征，还将通过当地的关系为队伍在印度期
间创造有利条件。

对中国女足来说，此次亚洲杯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
方面。一是来自竞技层面，作为上届亚洲杯季军，保持甚至超
越上届杯赛的战绩，是全队的目标。另一个来自安全层面，考
虑到赛事的环境因素，中国女足的疫情防控任务更加艰巨。

本报讯（记者 申炜）在迎来超甲附加赛次回合比赛前，大
连人队迎来了一个坏消息，中国足协昨天开出重磅罚单，对附
加赛首回合赛后围堵、推搡当值裁判的大连人将士和官员，共
计罚款83万元，多人被罚停赛。

事情起因是3天前的中超中甲升降级附加赛首回合，大
连人队1：1战平成都蓉城队的比赛。由于不满裁判判罚，赛
后大连人球员和俱乐部官员围攻当值主裁判，大连人球员杨
浩宇甚至击打裁判面部，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这个事件赛后在互联网迅速传播，并且影响巨大。从现
场画面来看，赛后裁判组在走向球员通道时，大连人球员和教
练对裁判进行了围堵，并且有推搡和过激的动作。无论裁判
判罚是否正确，绿茵场也绝不允许有这种行为，中国足协对此
也开出了重磅罚单。

现年21岁的杨浩宇，本赛季至今一共为大连人队出战了
4场比赛，由于他拳击裁判员的行为过于恶劣，被中国足协停
赛12个月，罚款20万元。此外，郑龙也被停赛6场，大连人俱
乐部被通报批评并被罚款20万元，多名俱乐部官员被处罚，
全队总计被罚金额达到83万元。
中国足协的罚单，对于大连人队的主力阵容影响并不大，

球队依然掌握着保级的主动权。不过球员们接下来用何种心
态对待裁判员的判罚，成为能否保级的关键。

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天，新近到队的
助理教练张庆鹏完成了自己在天津男篮的
执教首秀，遗憾的是，他们以94：125不敌
强大的对手广厦，广厦至今已6连胜，稳居
积分榜次席。

在过去几个CBA赛季当中，广厦男篮
的全华班给球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三驾马车胡金秋、孙铭徽和赵岩昊都成长
为了同位置国内最出色的球员之一，新赛
季开打之后，广厦男篮在他们的带领下在
积分榜上名列前茅，紧追领头羊辽宁男
篮。本场比赛，他们3人再次不负众望地
拿到了25分、19分、19分，此外，孙铭徽还
有13次助攻，让仅有8分入账的外援琼斯
毫无存在感。
首节比赛，天津男篮仍然祭出全华班，

却并没有因此而处于太大的劣势，全队命
中率很高，单节只输给了实力强大的对手4
分。第二节比赛天津男篮派上双外援，反
而被对手扼住咽喉，防守目的明确的广厦
男篮一下子就将分差拉大到了两位数，并
最终兵不血刃地以125：94大获全胜，豪取6
连胜的同时稳居积分榜的第二位。
“今天和广厦的比赛，大家打得非常努

力，但是实力差距比较大，这在篮板球上表现
得十分明显，上半场我们输了5个篮板球，下
半场输了14个，本身人家就是个强队，这样一
来我们就十分被动了。”赛后，天津男篮主教
练张德贵说。此外，本场比赛林庭谦发挥高
效，登场23分钟，10投9中砍下18分。

天津男篮不敌广厦 本赛季成绩显赫仍需提高警惕

“青蛙公主”北京冬奥会“三线作战”迎接考验

■ 本报记者 张钢

从去年春节档主演《你好，李焕英》一
炮走红，到年底摘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
女演员奖，幸运的张小斐用“曾经我以为自
己的梦想不会再实现了，但现实告诉我，一
定要牢牢地抓住梦想，不要放弃”这句话，
来总结自己2021年取得的成绩。
“金鸡奖是中国电影最高奖，对我来说

曾经很遥远。万万没想到，有一天梦想真
的照进了现实。”首次在大银幕饰演女主
角，便摘得中国电影的最高奖项，张小斐谈
起这一刻，难掩激动之情，但她并没有将这
一荣誉归结为运气：“2009年我从北京电
影学院表演系毕业后，就开始有了自己的
电影梦。这十几年我面对过挫折，经历过
彷徨，却从没想过放弃，一直到我站在金鸡
奖的舞台，这个过程就像一部电影。两年
前，当贾玲给我剧本，让我来演李焕英时，
她能否驾驭这部影片，我能否演好这个角

色，都是未知数。我当时能做的就是，与剧
组认真研磨剧本，全力以赴做好每次排练，
十余年的表演经验告诉我，我可以演好。”
多年的小品舞台让张小斐积累了丰富

的表演经验，但她深知演小品和演电影的
区别。小品属于舞台剧，考验演员的“声台
形表”基本功，演出时面对观众，直接得到

观众的反馈；电影则注重镜头，需要演员配
合近景、特写、走位等。面对这一差异，她
有着自己的认识。“作为一名演员，无论以
哪种形式表演，都需要全心投入到角色中，
用真情唤起观众的共鸣。从小品舞台到大
银幕，我没有太多的不适应，因为我准备得
太久了。我一直觉得，人只要默默地做好
眼前的每一件事，前面的路就都打开了。”
《你好，李焕英》的成功开启了张小斐

的银幕之旅，谈到未来的发展，她依旧感
谢曾为她打下良好基础的小品舞台。她
说：“最初我演小品时有抵触情绪，一方面
喜剧的节奏感很难把握，我担心演不好，
另一方面我怕喜剧演员这个‘标签’，贴上
了就撕不下来。当我手捧金鸡奖时，我却
格外感谢小品舞台的锤炼。因为出演小
品，把我一步步引回到电影这条路上，我
没有放弃，牢牢抓住自己走过的每一步。
未来，我希望去尝试出演不同类型的电
影，不会给自己设定角色限制。”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翟志鹏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市文艺界积
极以“艺”战“疫”，市文旅局、市文联、北方
演艺集团等单位的文艺工作者发挥各自优
势，创作出众多提振士气、宣传防疫知识的
文艺作品，为打赢这场特殊战役贡献文化
力量。
“百姓是天，百姓是地。党中央的号

令，必定战胜疫情！众志成城，团结一
致。有党的关怀，天津一定行；有党的关
怀，平安永康宁！”此次突发疫情袭来，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副主席、市文
联主席孟广禄第一时间创作了京剧唱段
《天津一定行》，抒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海河儿女抗击疫情的信心、决心。孟广
禄还通过市文联为我市疫情防控工作捐

款，奉献爱心。他对记者说，作为文艺工
作者，面对疫情考验应当冲锋在前，用文
艺的形式为大家鼓劲，发挥自己的力量
为社会服务。
昨日，市书协发动全市书法家为来津

驰援的外地医务工作者书写“福”字。中
国书协副主席、市文联副主席、市书协主
席张建会向本报记者介绍，往年春节前
夕，市书协都会组织赴基层送“福”字活
动。当前临近春节，突发疫情袭击，众多
外地医务工作者不畏艰辛、千里驰援，守
护天津人民的健康，广大书法工作者希望
通过书写赠送“福”字，向他们表达天津人
民的感谢。张建会表示，出于疫情防控需
要，此次活动由各区书协组织区内书法工
作者创作，在书写格式上也作了相关规
定，外地医务工作者们既可将“福”字张

贴，也可收藏。
市摄协第一时间策划了“众志成城战

‘疫’情”线上摄影展，向全市摄影家广泛征
集摄影作品，表现天津人民守望相助、共克
时艰的抗疫场景。市摄协秘书长包静对记
者表示，2020年初，市摄协曾推出“抗击病
毒 守护平安”天津市摄协主题摄影作品网
络展等活动，收到良好社会反响。此次全
市摄影工作者再次迅速行动，在做好自身
防护、支持防疫工作的前提下，将镜头对准
医护人员、志愿者、群众等不同群体，记录
抗击疫情的众多感人瞬间，留住这段不平
凡的经历。此次线上摄影展从昨日起陆续
展出摄影作品。
市曲协也积极组织作品创作。天津市

曲艺团鼓曲演员郑菲演唱的京韵大鼓《湖北
医生到津门》，将津鄂同胞情谊娓娓道来。

这段作品是郑菲和词作者杨妤婕、伴奏于欣
华通过网络隔空合作，大家同心协力，汇聚
起文艺的抗疫力量。天津青年曲艺人阎永
利曾在 2020 年初创作出一段“网红节
目”——天津快板《做好防疫筑平安》。这几
天，他又创作了天津快板《为天津人民点
赞》。阎永利说：“这个作品体现天津人民既
冷静又乐观，是经得住考验的，没有过不去
的坎儿。”
天津青年友好使者艺术团的演员们也

亮开歌喉，以歌抒怀。青年歌手戴英楠和
录音师马骏共同创作并录制完成了歌曲
《坚守》，用质朴的歌词，向一线抗疫工作者
表达崇高敬意，歌颂这些“战士”日夜坚守、
为人民生命护航。他们表示，作为文艺工
作者，要积极行动，用文艺作品宣传防疫正
能量。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近日，天津青年友好使者艺术团的演员们录制了气势恢宏、振
奋人心的歌曲《领航》，并根据歌曲创编了舞蹈。
“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

人民，绘成你胸中景象……”歌曲《领航》既深情又温暖，天津青年
友好使者艺术团的演员们对这首歌曲产生了强烈共鸣，青年歌手
陈楠说：“每次唱起这首歌都激动不已，歌曲中蕴含的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对我触动很大，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油然而生。”
天津青年友好使者艺术团是一支能歌善舞的文艺队伍，青年

舞蹈编导申甲表示，歌曲《领航》大气磅礴、震撼人心，一听到歌曲
的旋律，心中就立时激情澎湃。创作过程中，我们意在用舞蹈动作
营造气势，表达奋起的精神和激昂的斗志，希望以此为追梦人注入
新的活力，提振精神、鼓舞士气。
该艺术团相关负责人表示，积极发挥“红色文艺轻骑兵”的

作用，把歌曲《领航》作为重点曲目广泛传唱。

凭借《你好，李焕英》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演员奖，张小斐——

面对挫折时从没想过放弃
日前，歌曲《领航》在河北工业大学附属红桥小学唱响，音乐老

师带领学生识曲谱、试曲调，把对党的热爱、对祖国的深情、对未来

的憧憬融入歌曲旋律之中。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泰达图书馆开启

“新天津人”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
奥的新书《唐诗之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法国畅销书首
次在国内出版，唐诗被这位外国作家读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在北京大学法语教授董强的帮助下，勒克莱齐奥深入阅读唐

诗，在新书中表达了唐诗对他人生、创作的影响。勒克莱齐奥作为
现代人思想的火花与古老的唐诗相互碰撞，妙趣横生，在他的笔
端，唐诗的意境深远悠长，就如同法语书名“奔流不息的诗歌之河”
一样。此外，书中配有四十多幅彩色插图，与文字相得益彰。
“唐诗，尤其是李白的诗，充满着爱的力量，这是一种宇宙动能性

的力量，这是唐诗无比强大的原因，为唐诗带来了一种永恒性。”勒克
莱齐奥特别为中国读者录制视频说道，“1300年的时间把我们与唐诗
隔开，但它今天依然鲜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也录制了视频回
顾自己与勒克莱齐奥的友情，并表达了对《唐诗之路》的喜爱。

《唐诗之路》品读经典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泰达图书
馆日前邀请学者谭汝为在一汽—大众
天津分公司分馆，为员工们带来以“天
津城市文化古今谈”为主题的“泰达文
化讲坛”公益讲座，由此开启“新天津
人”系列活动。
泰达图书馆在去年年初成立了一

汽—大众天津分公司分馆，并为其提
供了图书、电子书、科技文献等多种资
源。“新天津人”系列活动旨在助力企
业文化建设，激发职工工作热情，提升
归属感和自豪感。

活动中，谭汝为从“天津的地理
环境”“漕运、移民和商业文化发展”
“天津城市文化转型”“天津人的文化
生活”等角度开讲，并为员工们答疑
解惑，让大家深入了解天津的历史和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