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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足亚洲杯开战

中国队志在夺冠

微信端免费开放数字资源 官网开辟抗疫救灾知识服务平台

天图推出线上知识盛宴

赛时采用空中救援为冬奥保驾护航

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启动闭环管理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此次突发疫情袭击津城以来，天
津美术人以手中画笔积极投身到战
“疫”之中。从学生到画家，从孩子到
老人，笔中倾注的是钦佩、感动与信
念，纸上涌现的是速度、温度与力度，
天津美术人正在绘出一幅闪耀着坚强
与温暖的津门战“疫”图景。

天津美院师生作品火出圈

连日来，天津美院师生们创作的
战“疫”题材美术作品火出了圈。通过
全国各大媒体及微信、微博等平台，师
生们笔下的天津战“疫”故事感动着全
国乃至海外的朋友。这份感动源自于
师生们真实感受到的战“疫”经历，他
们创作的新作品均取材于此次战“疫”
的所见所感。天津美院教授张耀来创
作的系列速写作品《天津战“疫”》忠实
记录了全员核酸筛查的场景，用生动
凝练的线条和丰富的视角再现了筛查
现场的温暖瞬间，他由衷地说：“人人
心手相牵，个个守望相助，让我倍加感
动和赞佩。”师生们创作的《冬寒暖意
是美好》《核酸》等作品，从不同侧面展
现了医务人员的尽职尽责、百姓的积
极配合。
很多作品将视角对准社区志愿者

群体。油画《冬日里的一抹红色》
里，“志愿红”成为寒冬场景里动人
的色彩，作者天津美院副教授刘悦
表示：“画面中的志愿者里最突出的
是一位年轻的社区党员，她手拿记
录本，站立在画面中心，展现了新时
代青年人的勇于担当。”学子们创作的
《请党放心，抗疫有我》《守护者》《迎战
奥密克戎》《天津宝宝做核酸》等作品，
以青年人的视角还原了一个个天津人
民同仇敌忾、守望相助的感人瞬间。
记者了解到，很多天津美院学子还积
极投身到社区志愿工作中，主动承担
起战“疫”的责任。

市美协美术家全景记录战“疫”场景

此次疫情发生以来，市美协迅速
组织广大美术工作者用画笔记录天津
人民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瞬间，很多

美术工作者一边参加防疫工作一边抽
空创作。国画《英雄天津众志成城》以
群像的方式描绘了一线抗疫人员、志
愿者、人民群众等群体的形象，他们
坚定地站立在画面中，背后是忙碌的
核酸检测场景；水彩《与奥密克戎赛
跑》以温情的笔触再现了寒冷冬夜一
线防疫人员挑灯夜战、群众积极参与
核酸检测的画面，在简易的室外灯光
映射下，“大白”们身上散发出温暖的
光芒；水彩《叫到哪栋哪栋动》定格了
社区志愿者手持喇叭，以幽默的语言
科学有序安排居民参加核酸检测的
场景；油画《白色的山——捍卫津城》
中，一线战“疫”人员坚守在一起，构成
长城般的动人画面，背景色是鲜艳的
“中国红”。

记者获悉，截至目前，市美协已收
到作品200余幅，涵盖多个画种。市
美协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战“疫”主
题作品的创作，不但起到凝聚力量、提
振士气的作用，也使我市美术家和美
术工作者对于发生在身边的重大主题
创作得到了锻炼和提升。据悉，“抗疫
有我 天津加油”天津市美术家协会抗
疫主题美术作品展已于昨日在“天津
文艺界”官网推出，陆续发布此次创作
的优秀作品。

民间作品“艺”起战“疫”

面对此次突发疫情，来自社会和民
间的众多天津美术工作者和美术爱好者
也拿起画笔投入创作。他们将天津人乐
观、幽默、坚强，热爱生活的性格融入到
绘画中，讲述正在发生的天津故事。天
津漫画家陈小桃创作的抗疫题材漫画赢
得了广大网友的点赞。作品画面分为两
个场景，一个是现实场景，一线抗疫人员
一手拿快板一手拿喇叭喊话，百姓在排
队做核酸检测；另一个是照片场景，百姓
或背着书包、或夹着书本、或自带鸡蛋，
排队等着热气腾腾的煎饼果子。陈小桃
说：“医务工作者、志愿者和乐观的天津
人民一起应对挑战，希望天津快快恢复
往日的样子”。

在天津美术人投身战“疫”的队伍
中，还有很多孩子拿起画笔，把身边的故
事、美好的愿望绘成五彩斑斓的图画，童
真的色彩凝聚成一件件感人的作品。
“艺”起战“疫”——北辰区中小学作品展
播系列正在线上展出，孩子们用天马行
空的想象讲述一个个抗疫故事，画面中
既有“大白”英勇战斗的瞬间、百姓有序
排队参加核酸检测的场景，还有病毒被
打败、仓皇逃离天津的美好愿望。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昨天，北京
冬奥村（冬残奥村）正式启动闭环管
理，由此拉开了运行时间长达2个多
月的北京冬奥村工作序幕。此外，
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如在特殊环
境下出现重症伤员，组委会将启用
直升机空中救援方案，为大会保驾
护航。
北京冬奥村分为居住区和运行

区两部分。赛时，居住区将为运动员
及随队官员提供住宿、餐饮、医疗等

保障服务；运行区主要包括代表团注
册、办公、安保、礼宾等功能。进入闭
环管理后，运行团队将按照精准化要
求，做好开村前的各项准备，打造安
全、温馨、舒适的运动员之家。据悉，
冬奥村将于本月23日开始试运行，27
日正式开村，也就是说从23日开始就

会有各国（地区）运动员入村。
此外，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部分

比赛由于天气寒冷、风速较大、气象条件
复杂等原因，遇到突发情况时仅靠地面
救援无法满足需求。北京冬奥会期间，
北京市红十字会将提供直升机医疗救援
服务。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澳网
昨天继续女单首轮争夺，“津花”张帅延
续中国军团的连胜势头，以6：3、6：4战
胜瑞士球员格鲁比奇，顺利闯过首轮，
下轮将迎战12号种子莱巴吉娜，后者以
6(3)：7、7：6(3)、6：1逆转迪亚斯。
这是张帅首次与格鲁比奇交手，全

场张帅轰出包括6个ace在内的26个制胜
分，远超对手的16个。凭借本场胜利，张帅终
结自去年年末法国境内WTA125赛事决赛
开始的单打4连败，这是她本赛季拿到的首
场女单胜利，也是个人在大满贯女单的第
30胜。第二次征战澳网女单正赛的小花王
欣瑜，以7：6(5)、6：3战胜排名第44位的去
年赛会32强美国球员李安，首次闯入大满
贯次轮，接下来将迎战2号种子萨巴伦卡和
本土外卡选手桑德斯之间的胜者。加上前
一天取胜的王蔷、郑钦文、王曦雨，出战的5
位中国球员全部过关。五朵金花携手晋级
大满贯第二轮，上一次还是2016年的美网。
5届赛会亚军穆雷持外卡时隔三年

重返澳网，以6：1、3：6、6：4、6(5)：7、6：4
险胜21号种子巴西选手拉什维利，收获
五年来赛会首胜。世界排名第2的梅德
韦杰夫以6：1、6：4、7：6(3)战胜瑞士球员
拉科森尼，携同胞卢布列夫晋级次轮。
加上首日获胜的卡拉采夫和卡恰诺夫，
俄罗斯四将全部闯过首轮。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2022北京
冬奥会即将于2月4日拉开大幕，届时
成为“双奥之城”的北京将再次聚焦世
界目光。昨天，经国际奥委会批准，北
京冬奥组委发布了北京冬奥会竞赛日
程最终版，中国短道速滑队将于2月5
日（大年初五）在混合团体接力项目上
冲击金牌，自由式滑雪也有望成为中
国代表团的新突破。
开幕式前，包括冰壶、冰球、自由

式滑雪等在内的比赛项目将会提前打
响，其中最先开战的是冰壶比赛，中国
队将在2月2日晚的混双比赛中对阵
瑞士队，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

冬奥会上的首战。2月5日（大年初五）
是北京冬奥会首个金牌日，素有“金牌
之师”之称的中国短道速滑队将在混
合团体2000米接力项目上，冲击中国
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枚金牌，
自由式滑雪项目的第一枚金牌——男
子雪上技巧也将在当晚诞生。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肩负着为中国体育代表团争创佳绩的重
任，并有望在多个小项上实现新突破。按
照赛程，自由式滑雪一共有14个比赛日，
从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前一天就开始比
赛。雪上技巧男子、女子资格赛将于2月3
日率先在云顶滑雪公园开战。2月7日，自
由式滑雪大跳台资格赛将在北京首钢滑
雪大跳台进行，8日是女子大跳台决赛。

五朵金花携手闯过澳网首轮关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近日，天津
图书馆（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先是
在微信端免费开放数字资源推出线上
知识盛宴，让市民无需读者证，无需下
载任何应用，即可免费阅读海量资源；
随后又在官网推出“抗疫救灾知识服
务平台”，让更多读者能运用专业的防
疫知识做好自身防护。
此次天图在微信端免费开放的数

字资源包括15多万册畅销电子书、10
万集有声资源、4000多种社科期刊、
海量双语绘本、6000余种简笔画互动
资源、400多门文化慕课、50万件中国
艺术精品图片等。读者可通过微信公
众号“天图数字图书馆”扫码阅读；也
可通过“天津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点
击“阅·听”，选择“游客体验版”一键触
达海量资源。

天图官网开辟的“抗疫救灾知识服务
平台”，资源总量达200万条，涵盖与抗疫
紧密相关的近十类资源。读者可通过天
图官网的“阅览一码通”栏目登录使用。
“阅览一码通”是天图的一项公益性、开
放性数字资源阅览服务，汇集防疫知识、
电子图书、电子报纸、电子期刊、多媒体、
数据事实、少儿资源7大类的40余种数据
库，涵盖大众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笔中倾注钦佩、感动与信念，纸上涌现速度、温度与力度——

画笔战“疫”，美术人在行动
短道速滑队将冲击中国代表团首金

北京冬奥会竞赛日程公布

本报讯（记者 赵睿）北京时间昨
天中午，第20届女足亚洲杯小组赛首
战中国女足赛前发布会上，主教练水
庆霞道出队伍志在夺冠的目标。效力
于托特纳姆热刺的前锋唐佳丽已于昨
天到队，中国女足23名球员全部集
齐，蓄势待发。

水庆霞介绍自己的执教理念是“快
速、合理、胜利”。中国女足自2006年之
后就再也没有品尝过亚洲杯冠军的滋
味，水庆霞毫不掩饰夺冠愿望：“希望最
终夺得冠军，打出更好的成绩，这是我
执教的愿望。首先发挥出我们的应有
水平，对手不一样，采取的方式不一样，
炎热的天气，这些都会影响到球队的发
挥。希望球队能够走到最后，当然，这
也需要一些运气。”北京时间明天18时，
中国女足小组赛首战中国台北女足，后
者目前世界排名第39位，亚洲排名第8
位，包括东道主印度女足都与中国女足
有一定差距，但水庆霞认为“我们要充
分准备，重视每一个对手”。
天津女足的王珊珊成为本届中国

女足的队长，她在发布会上表示：“希望
我们这个新的集体能够在比赛中打出
自己的精气神，向亚洲、向全世界展示
中国女足的风采。”将帅的这番表态显
示出中国女足信心十足。刚刚结束的
一轮英超女足比赛，状态颇佳的唐佳丽
为热刺创造了一个点球，她的冲击力将
帮助中国女足提升进攻火力。

郭津生（天津美院）作品《20220109晨·天津》（局部）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 丁大命
（35、36）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全家福
（26—28）20:45 模 唱大
师秀

天视3套（104）

17:50剧场:翠兰的爱
情（23、24）19:20剧场:冲
天炮(5—8)22:15剧场:穿
越火线(32、33)

天视4套（105）

21:00剧场:独生子女
的婆婆妈妈（33、34）

天视5套（106）

18:55 直播:体坛新
视野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大律师20:10 百医百
顺21:00二哥说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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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6
集 魏家英带关世栋和山
杏娘来见佘魁元，二人求
佘魁元放了山杏。佘魁元
答应放了山杏，但魏家英
必须和山杏成亲，山杏不
同意，山杏娘以死相逼。
魏家英回到家中，把此事
告诉魏父，魏父不同意，此
时佘魁元来到魏家游说魏
家英。山杏回到家中，在
家人的逼迫下同意嫁给魏
家英。关世才来到监狱，
告诉柳叶山杏要跟魏家英
成亲，柳叶听后答应嫁给
关世才。魏家英成亲当
天，守备团押送丁大命赶
赴刑场。正当行刑之际，
佘魁元赶赴刑场，改变主
意决定不枪毙丁大命……

天津卫视19:30

■《全家福》第26—
28集 为了不让老妈着
急，门墩勉强同意进了古
建队，大妞终于放了心。
满堂正式退休，刨子和门
墩也进了古建队。满堂提
出，退休以后就经常在家
了，和大妞的关系得改善
了，结果谈着谈着，话不投
机，俩人又谈崩了。退休
的满堂还总是往古建队
跑，到了古建队就指手画
脚，柱子实在忍不住，就和
老爸说道起来，结果满堂
和柱子也崩了。刨子学了
油工，门墩分到瓦工组
了。彪子是瓦工组组长，
大妞怕彪子报复门墩，又
担心起来……

天视2套18:25

■《独生子女的婆婆妈
妈》第33、34集 艾语流产
了，伤心不已。尚伟志告诉
艾语，孩子虽然没了，但是
尚振国答应还是会赠予艾
语10%的股份。艾语得到
了梦想的股份，可是却一点
儿不快乐，她发现自己其实
更想要的是真情……

天视4套21:00

■《模唱大师秀》票
房争霸赛复活赛京剧专场
如期开锣。本期登场的分
别是程麒京剧社和华程京
剧社。

天视2套20:45

■《今日开庭》小杨
的父亲在工作中受了重
伤，至今仍在昏迷。可一
直以来，却始终没人愿意
承担责任。气不过的小杨
决定来法庭讨个公道。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