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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快板助力津城抗疫

冯巩：“咱们一起加把劲儿！”

天塔昨晚举办灯光表演

点亮天津 同心抗疫

蓟州国家冰上基地

战“疫”保障北京冬奥会

职业足球未被假期叫停

津门虎球员休心不休身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北京时间昨
天，2021—2022赛季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世界杯最后一站美国鹿谷站落下帷幕，中
国男队包揽前3名，王心迪以122.62的高
分夺得本赛季第一个单项冠军，杨龙啸以
112.67分居亚，孙佳旭以83.50分摘铜。
凭借本站比赛的出色表现，中国男队获北
京冬奥会满额参赛资格。
在距离北京冬奥会开赛不到一个月

的时间里，中国空中技巧队展现出良好的
竞技状态和水平，经过6站世界杯争夺，目

前有5男3女获得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
格，其中女队参赛名单已经确定，分别是
徐梦桃、孔凡钰、邵琪。中国男队共有5人
奥运积分跻身前25名，取得冬奥参赛资
格，分别是孙佳旭、贾宗洋、杨龙啸、齐广
璞、王心迪，其中王心迪和杨龙啸都是由
于本站比赛的出色发挥，积分排名取得大
幅提升。不过，由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项目每支参赛队的冬奥会参赛人数上限
为4男4女，因此中国男队最终北京冬奥
会大名单仍处于待定中。

球员周通和队医刘少卿，在天津的第二次全员核酸筛查中，向
各自住家所在社区报名，全程参与了本月12日的志愿者工作，另
外还有球员和俱乐部工作人员，也向社区报名，随时待命。昨天，
天津津门虎俱乐部专门责成相关工作人员，与目前身在天津的教
练、队员、工作人员逐一联系，摸底有多少人在假期当中走上疫情
防控一线，并提醒他们，工作细致认真的同时，还要注意防寒保暖
和自我防护。

津门虎队的假期大约有6周的时间，就在前几天，教练组已经
把这段时间涉及每个人的训练安排，发送到球队的工作群中。具体
到假期中每一天做什么、要达到怎样的训练强度，都有明确的要求，
而且基本都是因地制宜，不受场地限制可以完成的。由于2021赛
季球队几乎是在没有冬训储备的情况下，直接进入了比赛状态，有
些困难现在想来依然心有余悸，因而队中那些与津门虎俱乐部还在
合同周期内，或者基本确定2022赛季要被正式引进的球员，他们尤
其非常重视甚至期待球队重新集结后的动作，“可得好好练”这句
话，最近在和一些球员的沟通中，已经听到过若干遍，“还有谁会
来”，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
其实放眼当下相对萧条的职业联赛大环境，对很多教练、队员

而言，无论是握有尚未到期的俱乐部工作合同，还是前一份合同期
满需要规划自己的“下一站”，可能都逃不开对“稳定”二字的考量、
权衡和期盼。合同期内原地不动的教练、球员们，赛季更迭最在意
被拖欠的工资、奖金，俱乐部能不能在收假之前足额或大部分发
放，也关心俱乐部下赛季的投资状况、赛季目标是什么。而需要重
新确定去处的教练、球员们，一方面会焦虑和“前东家”的未了事宜
还能不能顺利了结；另一方面也要小心翼翼地寻找和确定新的球
队。赛季更迭的队伍调整，有谁会新加盟津门虎队，确实也是吸引
球迷们持续关注的重点。 本报记者 顾颖

本报讯（记者 赵睿）本周六，中国女足从上海启程前往印度参
加第20届女足亚洲杯。主教练水庆霞展望比赛时表示，队伍目前
最重要的是能在未来比赛中发挥出自己特点。
受疫情影响，中国女足长时间没有热身赛可打，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队伍的备战，但水庆霞认为“这应该不是个问题”。据悉，中
国女足自己给出的目标是打进前三名。进入新备战周期的中国女
足今年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打好今年9月举行的杭州亚运会，亚洲
杯同时还是一个宝贵的练兵机会。

本报讯（记者 申炜）和世界杯以及欧
洲杯相比，非洲杯的存在感并不强，不过这
项赛事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吸引了外界的关
注。昨天进行的非洲杯F组首轮比赛中，
马里队以1：0力克突尼斯队，主裁判西卡
兹韦成为焦点，他两次提前鸣哨结束比赛，
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本届非洲杯已经因为疫情和抽调球员

焦头烂额，裁判偏偏这时候又出来抢了
戏。在马里队1：0战胜突尼斯队的比赛
中，主裁判西卡兹韦居然在比赛第85分10
秒就吹响了结束哨声，让所有人都目瞪口
呆。在比赛重新开始后，主裁判的神操作
又来了，竟然在第89分30秒再次吹响了全

场结束的哨声，此时助理裁判刚刚准备举
伤停补时的牌子。
这场比赛的故事很多，西卡兹韦判了2

个点球，还出示一张红牌，他3次到场边去看
VAR。赛后，输球一方的突尼斯队还算理智，
没有对裁判做出过分的举动，不过西卡兹韦
还是在大量安保人员护送下离开球场。更加
魔幻的是，在比赛结束后40分钟，组委会居然
要求两队球员重新回到球场，踢完比赛剩余
时间，但遭到了突尼斯队的拒绝。
西卡兹韦在非洲算是名哨，不过他在

2018年执法一场非洲冠军联赛后，因受到腐
败指控而被停职。稍晚时，组委会给出了解
释，西卡兹韦因为中暑，导致出现了错误。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落幕

中国男队获北京冬奥会满额参赛资格

“中暑”裁判导演魔幻非洲杯

中国女足力争亚洲杯前三名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 摄影 吴迪）连日来，津城上下万众
一心迎战奥密克戎，为了进一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昨日19
时至22时，天塔举办了“点亮天津 同心抗疫”灯光表演。
3个小时里，12幅温情乐观、充满正能量的画面轮番点亮

天塔塔身，为天津这座英雄之城，为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
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以及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加
油、祝福，“向并肩战疫的全体市民致敬”“沧海横流方显英雄
本色”“疫情汹涌更见城市品格”“天佑之城，吉无不利，津门战
‘疫’，同舟共济”“同心协力，坚决打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团结就是大麻花——越拧越紧”“千百万人齐努力，此心安处
是家乡”等标语道出了全市人民的心声。

“同心抗疫 共享阅读”

天图推出线上活动

“小北剧场”开设“津门战疫”专区

魔术《“疫”去春来》线上推出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近日，“小北剧
场”微信小程序开设“津门战疫”专区，其中
既有多部抗疫题材剧目，也有文艺工作者
新近创作的主题短视频。
“小北剧场”微信小程序是北方演艺集

团融媒体中心于去年推出的视频平台。面
对本轮突发疫情，“小北剧场”前不久开启

了首页剧目限免活动，又于近日开设了“津
门战疫”专区，以文化的力量为抗疫助力。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舞台情景剧《天使之
爱》、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院话剧《因为有
你》、北京河北梆子剧院抗疫小戏《年关》等
剧目相继上线，与观众相约“云端”。
除了抗疫主题剧目，还有文艺工作者

新近创作的主题短视频。京津两地演员隔
空合作的快板书《众志成城战疫情》、青年
友好使者艺术团创作的歌曲《坚守》和由朱
锴作词、天津评剧院青年演员齐梓路演唱
的《天津加油》以不同艺术形式为战“疫”加
油。齐梓路表示，面对这次疫情，天津速度
令人震撼，太多感动的人和事让我们有感
而发。文艺工作者要做抗疫宣传员，歌颂
勇毅前行的医务人员、守望相助的志愿者
等一线工作者，用艺术为他们加油鼓劲。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昨日，天津市
杂技团演员、中国杂技金菊奖得主刘芳在
线上发布了最新创作的魔术节目《“疫”去
春来》，以“艺”战“疫”。
节目中，刘芳手持一张绘有医护人员

卡通形象的卡片开场，经过几次流畅地变
换，展示了志愿者、参加核酸检测群众的

形象，最终“变”出了一对写有“向医护人
员致敬；向志愿者致敬”的条幅。记者获
悉，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刘芳一直想以魔
术艺术形式助力抗疫工作。
众所周知，短时间内创作一件特定

主题的新作品难度很大，为此，她先是
反复推敲创作思路，又连夜制作了表演

道具，仅用一天就完成了作品的创作和
录制。
刘芳告诉本报记者，她一直密切关注

此次抗击疫情的进展，对医护人员、志愿
者等群体非常钦佩，也为家乡的抗疫工作
感到安心。刘芳还表示，春节临近，她在
节目中最后“变”出的条幅特地采用了春
联的样式，希望通过《“疫”去春来》向投身
抗疫工作的人们表达敬意，也道出大家战
胜疫情、迎接祥和春节的心声。

本报讯（记者 张帆）“说竹板这么一打
呀，咱聊聊家乡的事儿，天津最近有疫情我
心里不落地儿……”昨日，天津籍著名相声
演员冯巩发布一则短视频，用快板为天津
加油，引发网友热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冯巩表示：“我想对天津父老乡亲们说，只
要我们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视频中的冯巩系着红围巾，紧锁眉头

略显焦急，提醒大家“口罩要戴好，尽量别
聚会，严格把关严防死守人人都有份儿”，
他接着话锋一转，又开启了“夸夸”模式，
“咱们天津父老哎，充满着人情味儿，积极

配合抗疫工作谁也不掉队儿。我为你们来
点赞嘿！为你们来打气儿！咱们团结一心
齐努力挺过这一阵儿！咱们一起加把劲
儿！”这条短视频发布仅3个小时观看量就
突破千万人次，点赞超20万。新华社、央
视网、环球时报等转发了这条视频，网友纷
纷留言：“冯老师这一段儿，听得是真有劲
儿，让我们一起来，为天津加把劲儿！”“天
津加油！一齐加把劲儿！”“和冯老师一起
为天津加油！”
视频发布后，冯巩通过微信接受了记者

的采访。他说，原本今年春节录制完山东春

晚就想回家，天津突发本轮疫情后，心里特
别挂念，“天津有了疫情，我每天都关注最新
情况。看到新闻里咱们天津人抗疫的一个
个暖心时刻，我特别感动，就写了这个小快
板。疫情牵动着每个人的心，我们都要以身
作则，积极配合。希望通过这个小段儿，把
我的心里话带给大家，给大家鼓劲儿加油。
我想对天津父老乡亲们说，只要我们齐心协
力，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也希望大家不恐
慌、不传谣、不信谣、不造谣，做好防护措施，
保重身体，早日战胜疫情，让我们一起回家
团圆。”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为帮助读
者学习健康知识、优化防护手段、充实
精神生活，天津图书馆在线推出“同心
抗疫 共享阅读”活动，甄选抗疫专题
系列图书，每期推荐两本。
首期推荐的是科普读本《疫路心

防——用温暖照亮前方》和《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护手册——公共卫生
视野下的科学防控》，前者旨在从心
理学的角度解读人们在疫情中的典
型反应，为抗疫提供心理学的援助与
支持；后者介绍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基本知识、预防与控制、疫情防控相
关法律法规知识问答和疫情期间心
理健康防护等。

短视频截图

在办公室打地铺过夜，每两天测一次
核酸。这就是天津市体育局冬季和水上运
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王益民和同事邓向群、
张永军、张猛近半个月的日常。
作为北京冬奥会8个闭环管理的基地

之一，天津蓟州国家冰上项目训练基地承
担赛前接待、赛后隔离等任务。去年12月
27日，基地迎来一队重要客人——刚刚从
国外归来的中国女子冰球队一行55人。
全队在这里隔离封闭训练，直至本月下旬
前往北京参加冬奥会。
“国家女冰从国外归来要隔离，单独住

一幢楼。另一幢楼先是其他有冬奥参赛任
务的队伍在使用，他们离开后要进行严格
的消杀，暂时没有职工宿舍，我们工作人员
就先住办公室了。”王益民说，大伙儿不觉

得打地铺是个事儿，因为他们的心思都在
如何为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国家女冰做好保
障工作，保证不出纰漏。
在这里，国家女冰全队单人单间，为了

队员保暖，每间房配备电暖器、防疫物资及
生活用品。体能训练设施设备有保证，训
练场地有专人浇冰，保障队伍冬奥会备战
训练。饮食既要营养搭配合理，还要保证
食材安全，同时顾及来自不同地域人员的
饮食习惯，特别是照顾队内外教的口味。
虽然隔离期间只能提供盒饭，但也是花样
多、中西餐齐全。工作人员穿好隔离服每
日三餐送餐，定期进行清扫垃圾、楼道消
杀、洗衣房消杀等。为减少交叉感染风险，
基地租车点对点接送队员训练，并及时对
训练场地和车辆进行消杀。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有8名蓟州区疾
控人员参与服务国家女冰的工作。他们定
期到房间为隔离人员检测核酸，并进行每
日健康监测，同时监督指导基地开展防疫
抗疫工作。
天津全市已经开展了两轮全员核酸检

测，闭环管理的蓟州基地工作人员如何开
展核酸检测呢？基地全体工作人员每两天
就要进行一次核酸检测，要求更严格。隔

离区内的服务人员，要一直工作到国家女
冰离开。
“到目前为止，防疫未出现任何情况，

国家女冰对我们的服务非常满意。蓟州国
家冰上项目基地没有辜负市体育局对我们
的期望，没有辜负国家体育总局对天津的
期望。”王益民说，这就是冬季和水上运动
管理中心的光荣。

本报记者 耿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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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大命》第25、26
集 关世良带领游击队来
到了太平沟炭窑，只找到
了丁大命的衣服。这时，
突然从炭窑里传出了丁大
命的呼救声，众人四处寻
找，原来丁大命被困在一
个炸塌了的炭窑里并没有
死。在游击队营地，丁大
命受到了嘉奖。王政委宣
布正式吸收丁大命为北山
游击队队员，同时宣布，批
准丁大命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被炸伤的关世才回到
镇上买了一车粮交给佘魁
元，谎称是自己带特务队
找到了粮食，丁大命被炸
死。佘魁元信以为真，奖
赏了关世才……

天津卫视19:30

■《全家福》第13—
15集 柱子鼓足勇气来到
蕙芬的家，见到她的父母，
没想到他和蕙芬的爸爸很
谈得来，蕙芬的爸爸对满
堂也十分尊敬，对柱子感
觉不错，提出要见见满
堂。王满堂来到蕙芬家，
与蕙芬爸爸一见如故，聊
得十分投机。在蕙芬的房
间，柱子大胆向蕙芬表达
了爱意……

天视2套18:25

■《独生子女的婆婆
妈妈》第23、24集 一乐拿
出自己写的开餐厅的方案
和预算内容给长辈们，希
望能得到他们的谅解，然
后同意自己一个月后辞去
公职。长辈们商量后，决定
对一乐和小曼执行“经济制
裁”，让一乐的新店计划破
产。为了新店能开起来，一
乐和小曼只好找身边的朋
友和李冬梅借钱。艾语自
从嫁了尚伟志这个金龟婿，
父母亲戚都来伸手借钱，不
堪其扰的尚伟志就艾语家
人一次次的借钱行为，向
艾语要求以后再有亲朋好
友借钱一定要实行“坚壁
清野”政策……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男子与
前女友再续前缘，却因孩子
引发矛盾。没有血缘的亲
情，是否值得一再付出？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