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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文博场馆依托馆藏资源推出多项线上活动

博物馆不打烊“云”观展也很美

市音协创作抗疫歌曲鼓舞士气

培育优势项目 做好协同保障 举办高端赛事 普及群体运动

借冬奥东风 天津冰雪运动再提速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文并摄）近日，
中国美协副主席、市文联副主席、市美协主
席王书平创作了国画作品《英雄城市 同心
抗疫》，表达对一线抗疫人员的敬意和对战

“疫”必胜的坚定信心。
王书平介绍，2020年初，他与全市美

术工作者曾积极创作美术作品，为抗疫鼓
舞士气，此次疫情突袭津城，天津的美术工

作者责无旁贷。作为市文联代表，王书平
此前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
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
话，他深切感受到美术工作者要始终坚持
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他说，近一
段时间，他从抗疫相关新闻和自己参加核
酸检测的经历中收获了很多感动的素材，
更加感受到天津人民的乐观、团结和强大
的精神力量，激发了创作的冲动。
作品画面中，两只象征一线卫生防疫

人员的白鹰和一只象征志愿者等群体的墨
鹰傲然屹立，目视远方，守护着一片秀美河
山。王书平在创作中采用了人格化的表现
手法，以鹰拟人、寄情，寓意“英雄”，用画笔
讴歌英雄的天津，以翰墨讴歌最美天津人
的抗疫精神。除创作美术作品外，他还通
过多种方式力所能及地参与到抗疫工作
中。他表示，美术工作者要始终与人民同
甘苦，以人民喜闻乐见的美术语言为战
“疫”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北方演艺集团会同“学校美育实践合作
组织”将为我市青少年学生推出线上系列美育实践课堂，丰富假期
文化生活。
在65场美育实践课堂由微信公众号平台播出的同时，为进一

步丰富收看载体，为广大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视听体验，天津海河
传媒中心旗下天津广电积极发挥电视媒体的视听优势，在天津数字
电视导视频道增设寒假美育实践课堂特别栏目，精选我市交响乐
团、歌舞剧院、人民艺术剧院、评剧院、京剧院等首批美育实践基地
的28部优秀作品，自1月19日开始在天津广电导视频道（频道号：标
清100；高清429）晚8时播出。如果错过首播时间，也可以在天津广
电数字电视“北方演艺专区”点播收看。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昨天，中国花样
滑冰队公布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参赛选
手大名单，金博洋和朱易分别获得男、女单
人滑参赛席位，隋文静/韩聪、彭程/金杨参
加双人滑项目，王诗玥/柳鑫宇将参与冰舞
项目争夺。
北京冬奥会上，中国花样滑冰队除了

团体赛参赛资格之外，总共获得5个单项
席位，分别是双人滑两个、冰舞1个、男单1
个和女单1个。双人滑方面，隋文静/韩
聪、彭程/金杨两对组合凭借去年在花样滑
冰大奖赛意大利站获得前两名的突出成
绩，提前锁定冬奥参赛席位；冰舞组合王诗
玥/柳鑫宇也是由于在国际赛事中的出色
表现，提前拿到冬奥“门票”。
为了择优选拔人才参加冬奥会，中

国花样滑冰队针对男单、女单参赛资格
展开了近一个月的队内选拔赛。男单选
手金博洋5站赛事总积分为1074.89 分，
力压 914.15 分的陈昱东，最终锁定男单
名额。值得一提的是，金博洋也是目前
男子单人滑世界排名最高的中国选手，
本届北京冬奥会，他将力争登上领奖
台。女单选手参赛资格在朱易、陈虹伊
和林姗 3位年轻队员之间激烈展开，最
终朱易以总积分732.60分排名第1，顺利
拿到冬奥会入场券。
北京冬奥会举办在即，各项目奥运积

分赛也临近尾声。在2021—2022赛季单
板滑雪平行大回转世界杯西蒙霍赫站结束
后，国际雪联第一时间更新了该项目奥运
积分排名，中国女将臧汝心和宫乃莹携手
超过奥运积分入围线，这意味着中国队在
单板滑雪女子平行大回转项目上已经锁定
两个北京冬奥会参赛席位。此外，自由式
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世界杯分站赛
也已全部结束。北京冬奥会资格获取规则
是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两个
项目的冬奥积分合并排名，中国女队的谷
爱凌和杨硕瑞成功入围。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天津市体育惠民卡办公室近日发布《关于
暂缓体育惠民卡新卡发行及抢注工作的公告》，原计划今日开启的
2022年度体育惠民卡（“体惠卡”）新卡发行及抢注工作暂缓，恢复时
间另行通知。
天津市近期正在严密防控奥密克戎病毒引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为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天津市体育惠民卡办公室决定暂缓今年
的新卡发行及抢注工作，也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津市体育局”官
方网站及“天津体惠卡”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动态公告。

■ 本报记者 刘茵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市文博场
馆摁下了“暂停键”。依托丰富的馆藏资
源，我市文博场馆推出多项线上展览和线
上活动，丰富广大市民的“云”端文化生活，
让大家足不出户尽享文化盛宴。

“云”上展览感受文物之美

天津博物馆通过官网、微博、微信等多
种途径推出多个线上展览。目前已在官网
上线360度全景交互展览17项，让广大文
博爱好者在家就能实现“云”观展。
线上展厅中包括了馆内长期陈列展

览《中华百年看天津》《天津人文的由来》
《耀世奇珍——馆藏文物精品陈列》《青蓝
雅静——馆藏明清青花瓷器陈列》《聚赏
珍玉——馆藏中国古代玉器陈列》《砚

拓——馆藏古砚与拓片展》《镜影——馆
藏中国古代铜镜展》《智启津沽——严修
与天津近代文化教育》。
《殷契重光——纪念甲骨文发现120

周年特展》《敢教日月换新天——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馆藏经典绘画特
展》《金石书香沁后人——周叔弢捐献文物
与古籍特展》也实现线上展出。
另外，通过线上展厅还可以看特展回

顾，包括《清代前期绘画特展》《清代中期绘
画特展》《丹心慧眼护国门——进出境管理
成果展》《动·境——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展》
《御苑藏珍——颐和园精品文物展》《帆海
融光——馆藏中国外销纹章瓷器特展》等
六大展项。

跨界直播讲述天津解放故事

在纪念天津解放73周年纪念日当天，

平津战役纪念馆与内山书店合作直播，以
平津战役相关书籍解读和展馆介绍相结合
的形式，与读者分享天津解放的故事。

此次活动是平津馆直播首次入驻小
红书平台，丰富了疫情防控期间的爱国主
义教育形式，吸引了近4万人次观看。讲
解员叶浩林带领观众打卡红色书籍《奠基
岁月：1949—1956年的天津》，书中展现的
一幅幅照片串联起展厅文物和天津解放
的故事。

平津馆宣教部主任祁雅楠表示，我们
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以新内涵、新伙伴、
新载体与大家一起回顾中国共产党从胜利
走向胜利的日子。

线上活动带来多场科普盛宴

天津自然博物馆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
推出系列线上科普活动，让公众足不出户

感受自然魅力。
该馆以音视频结合的形式提供线上展

览讲解，《海河原生鱼》线上活动昨日正式
推出，从自然地理、原生鱼种、生命故事、资
源保护等多个方面介绍鱼类知识。《自然广
西》展览将于近期推出，通过浓缩广西自然
历史的精华和亮点，从“地质历史时期广西
的海陆变迁”“北部湾海洋生物资源”“广西
生态优势金不换”等部分出发，向观众详尽
讲述广西的自然历史、自然资源与自然遗
产，领略壮美广西。
虎年将至，该馆将从老虎的生活习性、传

统文化与虎等多角度推出线上科普文章。为
助力北京冬奥会，让大家充分了解冬奥会知
识，该馆还将推出相关主题线上推文。
“好奇之秀”是天津自然博物馆最新推

出的公益性科普系列讲座，此次将邀请专
家推出“好奇之秀”线上版，以图文结合的
形式为观众带去多场科普盛宴。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连日来，市音协音乐工作者积极行动，
创作出一批抗疫题材的歌词、歌曲作品，鼓舞战“疫”士气，表达必
胜信念。
由王和平作词、王伟州作曲的歌曲《春天的相约》日前已录制

完成，以深情而昂扬的曲调赞扬了天津人民英勇抗疫的壮举，抒发
相约在春天的美好愿望。歌词中写道：“冰封大地冻不住炽热的爱
心，万家灯火闪烁着城市的敬意……父老乡亲守望相助无所畏惧，
千家万户凝心聚力同舟共济。”词作者王和平表示，面对突如其来
的疫情，天津人民展现出精卫填海般的坚毅、哪吒闹海般的勇气，
为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勇士们助威鼓劲，是一名词作者同时也是身
为一名海河儿女的责任。
记者了解到，此次疫情发生以来，市音协多名党员下沉社区，

在抗疫一线贡献力量，同时，众多词曲作者也在第一时间投入到抗
疫题材的歌曲创作中。市音协秘书长宋茂斌介绍，近日市音协组
织创作了《天使》《砥柱》《坚守》《这不是传说》《你是我心中永远的
太阳》等歌曲作品，将于近期与广大市民见面。

我市画家王书平创作国画

《英雄城市 同心抗疫》献给最美天津人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近日，由德云社创作的四段助力天津抗
疫主题作品在网络热转。
“一轮红日照津门，二话不说，这抗击新冠疫情，责任在每个

人。三人成虎，那谣言可不能信，四海之内，天津城内是一家人。
五步之内，您要记着戴口罩，六尘不染，早发现早隔离莫让它缠
身。七十二行，咱们人人自我防护，八仙过海众志成城，把新冠除
根。九河下梢齐欢畅，十战十胜，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大快人心！”由郭德纲演唱的什不闲小曲
《众志成城》，以传统曲艺形式宣传防疫知识。由王惠演唱的京韵
大鼓《战“疫”》、张云雷演唱的铁片大鼓《威武天津》以及高峰演唱
的快板书，为津门战“疫”加油打气。
郭德纲表示：“我和王惠以及一大批德云社演员，都是土生土长

的天津人。为家乡贡献力量，我们义不容辞。尤其是在天津突发疫情
的时刻，作为文艺工作者，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创作作品，鼓舞士气、宣
传政策。为了尽快把作品呈现出来，乐队、摄像、剪辑等所有参与者，
都是连夜奋战，希望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天津抗疫工作出一份力。”

天津歌舞剧院

重启“云·舞台”

德云社四段作品助力战“疫”

自北京获得 2022 年冬奥会举办权
后，紧邻首都的天津巧借“东风”，在冰雪
竞技体育、群众参与、场馆建设、赛事举
办、人才储备等各方面进入“快车道”。“我
们都在盼望着北京冬奥会的开幕，欣赏世
界高水平冰雪赛事。在天津浓厚的冰雪
运动氛围感染下，大家对于冬季运动愈发
感兴趣，也经常亲自上阵，希望中国冰雪
健儿在北京冬奥会上荣获佳绩。”天津市
民是冰雪运动快速发展的直接见证人与
受益者，他们期待着北京冬奥会主火炬在
国家体育场点燃的那一刻。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各省市

冰雪健儿已经进入争取冬奥参赛资格的
最后关键时刻。天津目前共有6名运动
员身处国家集训队和训练营，其中的闫文
港在第14届全国冬运会钢架雪车男子单
人比赛中，为天津实现冬运会金牌“零的
突破”，在“相约北京”2020—2021赛季全
国钢架雪车邀请赛中稳居第一。目前，闫
文港正在积极备战队内选拔赛，力拼冬奥
“门票”。“天津市冬季项目已覆盖滑冰、冰
壶、冰球、越野滑雪、高山滑雪、自由式滑

雪、单板滑雪、雪车、钢架雪车等诸多项
目，竞技体育水平显著提高。”天津市冬季
和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相关负责同志介
绍。在成年队取得突破的同时，天津冰雪
运动后备力量茁壮成长，“二青会”冰雪项
目7个大项30多个小项的比赛，天津获得
4金 2银 4铜，实现了冬季项目参加综合
性运动会成绩的新突破。
良好的场馆设施建设是运动员取得

佳绩的重要保障，天津改建了天津体育馆
滑冰场、天津冰壶馆，新建天津奥林匹克
中心滑冰馆，并将原天津市体育局蓟州训
练基地改扩建为天津蓟州国家冰上项目
训练基地，成为国家冬季运动队备战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重要配套建设项目，也是
天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北京非首
都功能、支持办好北京冬奥会的重大项
目。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倒计时50天之
际，天津蓟州国家冰上项目训练基地二期
工程速度滑冰馆正式揭牌。目前，中国女
子冰球队正在蓟州国家冰上项目训练基
地展开训练，在全球受疫情影响的大背景
下，队员得到了全方位的训练保障。

举办高端赛事、普及群众冰雪运动是
吸引市民关注冰雪运动的基础。从2018
年中俄青少年冰球友谊赛开始，越来越多
的精品赛事和活动在天津举办，包括国家
花样滑冰表演赛、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赛
总决赛、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
会轮椅冰球比赛等赛事，以及全国大众冰
雪季、“迎冬奥，上冰雪”等系列活动，向市
民深层次、多领域地普及冰雪运动。在浓
浓的冰雪运动氛围感染下，越来越多的天

津市民走进冰雪世界，掀起了参与冰雪运
动的热潮。这一切都激励着天津冰雪人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冰雪运动的发
展中，迎接北京冬奥会的到来。而天津冰
雪运动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唯有“苦干”
二字，“苦干是做出成绩的基础，事实证
明，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只要找准了方
向，努力去耕耘，必然会开花结果。”天津
市体育局负责同志表示。

本报记者 张璐璐 摄影 孙震

本报讯（记者 赵睿）正在上海集训的国足昨天训练进入新单
元。未来几日，训练内容更贴近即将到来的两场12强赛。
16日进行的首场内部教学赛，两组战成1：1平。主教练李霄鹏

在助手郑智、孙继海、高尧陪同下始终在现场看台上观战，没有参与
两队的现场指导工作。从集训开始到首场教学赛结束，以李霄鹏为
首的教练组通过“把脉”和观察，为队伍开出了几剂“药方”，多名助
教分兵把口，围绕着局部战术细节进行精细化训练，这种方法以前
未曾看到过，比较新颖。昨天上午，除了几名教学赛之后身体反应
较大的队员之外，其他队员都投入到训练之中。据了解，李霄鹏对
队员的认真投入非常满意。20日进行第二场内部教学赛，所有队员
应当都具备出场条件，届时中国队的人员和战术安排会更清晰。
亚足联方面的消息，卡塔尔籍裁判员贾西姆执法本月27日中

国队客场挑战日本队的比赛，巴林籍裁判员舒克拉拉执法2月1日
中国队客场对阵越南队的比赛。贾西姆执法尺度偏紧，过往的比
赛，中国球员没少领教过他的严厉。舒克拉拉是本届12强赛首循
环中国队与日本队比赛的主裁判，他过往执法中国队的比赛时也
曾引起一些争议。

又讯 正在印度孟买紧张备战的中国女足，本月20日迎战亚洲杯
小组赛首个对手中国台北女足。一切顺利的话，球迷们将再次目睹天
津女足老将王珊珊和中国队当家前锋王霜这对“王炸组合”的风采。

国足训练精细化

“津花”澳网开门红

据新华社电 北京冬奥组委官网1月
17日发布消息称，鉴于疫情防控形势依旧
严峻复杂，为保障涉奥人员和观众的健康
安全，决定将原计划面向境内符合疫情防
控相关要求的观众售票的方式调整为定向
组织观众现场观赛。
北京冬奥组委表示，需要观众在观赛前、

观赛中、观赛后严格遵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
关要求，以在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下为赛事顺
利举办营造良好氛围。2021年9月30日，北
京冬奥会明确不面向境外观众售票，仅面向
境内符合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的观众售票。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观众政策确定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日前，天津歌舞
剧院重启“云·舞台”系列剧（节）目展播，为
喜爱艺术的市民带来线上艺术大餐。
“云·舞台”系列剧（节）目展播由天津

歌舞剧院于2020年4月推出，展播精心挑
选歌剧、交响音乐会、民族音乐会、民族舞、
芭蕾舞等代表性演出，于每周六的19:30通
过“直播天津”微信公众号播出演出实况。
1月15日，展播重启后的首场演出播放了
“永恒的贝多芬——纪念贝多芬诞辰250
周年特别音乐会”。

本周六至2月26日，观众将陆续欣赏
到“梦满津华音乐会”“返璞归真——莫扎
特、贝多芬、勃拉姆斯作品交响音乐会”“芭
蕾舞剧《吉赛尔》及舞蹈精品晚会”“威尔第
之夜——纪念朱塞佩·威尔第逝世120周
年歌剧GALA交响音乐会”“经典流传民族
音乐会”“自新大陆——纪念德沃夏克诞辰
180周年交响音乐会”等，其中既有芭蕾舞
剧、歌剧中的经典篇章，也有李飚、刘沙等
艺术名家的精彩表演。

以艺”“ 战疫”“ 寒假美育实践课堂明开播
可在公众号和天津数字电视导视频道收看

中国花滑冬奥参赛名单确定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澳网昨天展开女单首轮争夺，
“津花”王蔷以6：4、6：2战胜18号种子美国球员高芙，取得个人赛
季首胜，也在双方三次交锋中赢得首胜，8次征战澳网正赛第4次
闯过首轮关，下一轮将迎战乌伊特凡克。
首轮对阵18号种子高芙，王蔷并不被看好。毕竟去年帕尔马

公开赛决赛以及法网第二轮，王蔷曾在两周内两次不敌高芙。然
而，这一次王蔷“硬刚到底”两盘横扫对手，迎来去年法网后首场巡
回赛胜利，高芙则成为本届澳网首位出局的女单种子球员。14日
刚刚过完30岁生日的王蔷，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给自己补上了
一份生日大礼。王蔷在大满贯赛中曾4次战胜TOP20球员，上一
次是2020年澳网爆冷淘汰小威。
19岁的郑钦文迎来了在大满贯成人组的正赛首秀，她也是5位

出战本届澳网资格赛的中国大陆球员中唯一出线的。6：3、1：6、7：6力
克萨斯诺维奇，郑钦文赢得开门红，即时排名进入前100名，下一轮将
挑战5号种子萨卡里。持外卡参赛20岁的王曦雨以7：5、6：3击败资
格赛球员库兹莫娃，收获个人在大满贯女单正赛的首场胜利，第二轮
将面对4号种子捷克名将克雷吉茨科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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