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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翟志鹏

日前，打响抗疫阻击战天津在行
动——天津画院美术作品线上展在
“天津现代美术馆”微信公众号推出。
天津画院的艺术家们从不同角度记录
自己的战“疫”记忆，笔墨丹青里蕴含
着天津人的战“疫”密码——坚强、乐
观与团结。

此次疫情发生以来，天津画院的艺
术家们从基层一线汲取鲜活的创作素
材，奋笔创作出56幅美术作品，涵盖国
画、油画、速写、篆刻等不同类别，既有
或写实、或艺术性地表现一线医务人员
英勇战“疫”场景的作品，也有通过传统
花鸟画、山水画借物抒情的作品。
作品《寒风中的温暖》记录了寒风

中的医务人员为群众做核酸检测采样
的瞬间，作者张晓彦感慨地说:“我作为

一名预备党员参与到了志愿者工作中，
每次轮替工作几小时，已觉浑身清冷、
手脚麻木，而医务工作者在固定的岗位
上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甚至更久，为了
少去厕所甚至少饮食，灯光之下我看不
清他们的模样，但感受到了他们的坚
强。”王卫平创作的《青松》《冰雪真情》
《一片冰心在玉壶》三幅国画，以挺拔的
青松、傲雪的梅花、洁白的荷花为喻，歌
颂天津各界的战“疫”壮举。
此次疫情再次让全国网友感受到

天津人民的乐观与幽默。范扬创作的
《幽默的志愿者》以高喊“核酸大筛听
指令，叫到哪栋哪栋动，没有叫的不要
动，动了下楼白挨冻”的志愿者为形
象，体现了疫情当前天津人始终保持
乐观的健康心态，为紧张的疫情氛围
解压。他说：“生性乐观的天津人，在
疫情面前，在料峭寒风里，不愁眉苦

脸，用张口就来的天津快板和俏皮话，给
市民加油鼓劲。美术工作者应该主动出
击，以感动为墨，以担当为笔，用积极向
上的作品赞扬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
员和志愿者，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

经过艺术家们的提炼与创作，天津人
众志成城的美术形象跃然纸上，引起读
者共鸣。李林河创作的《瘟君欲何往 遍
地黄金甲》，以花为喻赞颂天津人民在抗
疫中的团结精神。他说：“我市党政军民
学并肩齐心，共克时艰。英雄的城市，谱
写着英雄的壮歌。”王爱宗创作的《守护
者》《志愿者》《排队》一组作品，表现的是
一线医务人员、志愿者、人民群众一同参
与核酸检测采样的场景。他表示，他所在
的小区在管控区内，业主们组成志愿者团
队组织居民有序做核酸检测，街坊邻里主
动让老人和孩子先做，小区的团结让他感
受到“疫情无情人有情”。

■ 本报记者 张帆

连日来，市群艺馆组织我市群文
工作者积极开展抗疫主题文艺创作，
从不同视角展现全民抗疫的温暖瞬间
和动人故事。

唱响天津人的《速度与温度》

日前，市群艺馆组织群文干部创作
的歌曲《速度与温度》上线发布。歌曲
道出天津人迎难而上的坚韧意志与抗
击疫情相互扶持的人情之暖，也唱出了
天津人战胜疫情的决心。
词作者鲍和平退休后在社区从事

合唱队辅导工作，本轮疫情发生后，队
员们都主动去做志愿者。“他们每天凌
晨就到集合点，一站就是一天。有市
民为筛查人员送去暖宝和豆浆，反映
出天津抗疫的速度、温度以及干事的
力度，我是有感而发、一蹴而就，很快
就完成了歌词创作。”
曲作者、市群艺馆文艺创作部副

主任司涛作为志愿者参与了社区的志
愿服务工作，被一线抗疫人员的热情
和干劲深深打动。“我向鲍老师约稿，
想写一首支持抗疫的歌曲，当天就收
到了他的歌词。‘爱多牢固，防线就多
牢固，所有人都感受到天津的速度’，
当我看到歌词时，画面感油然而生，创

作灵感迸发，半天就完成了旋律创作。”
创作完成后，司涛找到下沉社区的歌手
陈欢、李安娜，他们利用空闲时间完成了
线上录制。司涛说：“从周密部署到全员
配合，体现出天津抗疫的速度；把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理念体现了天
津抗疫的温度，这就是《速度和温度》表
达的主旨。”

“感谢所有与时间赛跑的天津人”

近日，市群艺馆在其微信公众号上
发布了一则《听我说谢谢你，温暖的天
津》视频作品，将真切的感谢化作手语舞
蹈，配以近期全民战“疫”为背景的图片、
短视频，用群文人的方式向每位参与战
“疫”的天津人道一声“感谢”。

视频中，来自市群艺馆的群文干部和
文艺爱好者伴随着音乐的旋律用手语表
达歌词含义，创作出独特的“手语舞”。视
频制作者、市群艺馆培训活动部副主任王
淳告诉记者，视频中出现的许多图片和视
频短片，都是她和同事们在社区志愿服务
期间拍摄的。正是在下沉社区期间亲身
感受了疫情防控工作的辛苦，才让她有了
创作的灵感。王淳表示，“就像作品中所
说，我们就是想感谢寒风中战斗在一线
的医务工作者、在社区服务的志愿者，感
谢所有与时间赛跑的天津人，让我们一
起为天津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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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花”挺进澳网第三轮

我市群文工作者从不同视角记录战“疫”故事

“听我说谢谢你，温暖的天津”

闭环交通服务今日开启 中心区景观布置完工

冬奥会相关筹备工作就绪

本报讯（记者 赵睿）第20届女足
亚洲杯昨天在印度孟买开幕，小组赛首
战，中国女足4：0战胜中国台北女足，取
得2022年开门红。王珊珊和王霜这对
“王炸组合”在前锋线上发挥了重要作
用。北京时间23日18时，小组赛第二
轮比赛，中国女足将迎战伊朗女足。
开场一分多钟，王珊珊禁区内拿

球交给接应的张琳艳，后者被防守队
员放倒，王霜将点球稳稳罚进。第8
分钟，中国女足右路下底传中，王珊珊
门前头球得分。中国女足将两球领先

优势保持到中场。
下半时水庆霞连续走马换将，李影、

唐佳丽等队员陆续登场。不过，中国女
足虽然一直控制着比赛，但也暴露出配
合还欠默契、面对密集防守进攻能力有
待提高的短板。第53分钟，7号王霜回
撤中场拿球直塞，6号张馨得球后抹过
对方后卫左脚推射远角得分。第68分
钟，中国女足左路下底传中，对手连续出
现防守漏球，王霜得球后轻松骗过封堵
队员将球打进。李影和唐佳丽也都获得
了不错的射门机会，均未能把握住。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赛季
澳网昨天继续女单第二轮争夺，“津
花”张帅在6：4、1：0领先时，收获12号
种子莱巴金娜的因伤退赛礼，4年内
第三次打进赛会32强，下轮将迎战
2018年赛会四强梅尔滕斯。王欣瑜
以6：1、4：6、2：6遭2号种子萨巴伦卡
逆转，无缘女单32强。女双首轮比赛
中，韩馨蕴/亚当扎克以6：4、6（1）：7、
6：3力克布伦格尔/玛利亚晋级次轮，
将迎战赛会头号种子克雷吉茨科
娃/西尼亚科娃。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在冬奥会
开幕式交通保障团队日前进行了最后
一次场馆现场踏勘工作后，北京冬奥
会今日将开启闭环交通服务。奥林匹
克中心区景观布置也于昨日完工，7
座景观小品落成。北京冬奥会期间，
《一起向未来》等冬奥歌曲将传遍大街
小巷，共同演绎“迎冬奥 庆新春 享未
来”的绚烂故事。
2月4日开幕式当天，巴士团队将

负责近万名运动员、工作人员、媒体等
人员的运送，目标和2008年北京奥运
会一样，开幕式结束后45分钟之内完
成人员的全部疏散。在零度气温之
下，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交通点位踏

勘工作日前在国家体育场周边展开，
这次踏勘工作是闭环交通服务开始
前，国家体育场周边的最后一次现场
踏勘，让驾驶员更加熟悉停车场和人
员下车的位置，了解对接人和司机对
接窗口，确保人员的顺利集结和疏散。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奥

林匹克中心区景观布置全部完工，朝
阳区的大街小巷增添了很多道旗、装

饰和灯带，包括雪花、灯笼、冰山等元素，
营造出浓郁的冬奥氛围。该景观以“双
奥盛典 闪耀朝阳”为主题，以奥林匹克
中心区为核心，着重北中轴、长安街延长
线“两轴”，贯穿火炬传递路线、24条奥运
专用道和奥运专用线。7处景观小品矗
立于奥林匹克中心区，讲述着冬奥故
事。夜幕降临时，路旁如雪花般的灯带
点亮，让奥林匹克中心区更加璀璨夺目。

在天津的滑冰圈，提到孙作岳的名
字几乎无人不知，他7岁练习滑冰，多次
获得过天津市职工花样滑冰冠军。今
年已经七旬的孙作岳，一辈子和冰雪结
下了不解之缘，也从单纯的自己玩，逐
渐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社会体育指导
员。谈到即将开幕的北京冬奥会，孙
作岳告诉记者：“希望可以激发天津人
对于冰雪运动的热情。”

1951年出生的孙作岳，在很小的
时候就开始练习滑冰，师从王铁铮。
孙作岳介绍说，当时天津冰雪运动的
水平在全国也是比较靠前的，花样滑
冰、速滑和冰球可以排在中上游。在
这种氛围下，加之有武术功底，孙作岳
很快就在业余滑冰界崭露头角，在天
津体育工会业余滑冰锦标赛上获得了
多次冠军。

按照孙作岳的话说，一般人很少
能够达到自己的水平，这项运动让他

受益终生。随着年龄增大，孙作岳不
仅没有停下滑冰的脚步，反而变得更
忙了。2003年他组建了轮滑队，夏季
轮滑，冬季滑冰，逐渐形成了轮转冰的
队伍。2005年，在全民健身促进会指
导下参与组织天津市民冰上健身大拜
年活动，一直坚持到现在。

孙作岳至今已教学员近千人，如今
他将注意力都放在了培养青少年上。
疫情期间，孙作岳和他的小学员们没办
法正常锻炼了，不过他在微信群里还是
对孩子们提出了要求，“我们的口号是：
居家锻炼迎奥运，一起向未来。”

孙作岳之所以将注意力放在青
少年身上，就是希望他们可以享受冰
雪运动带来的乐趣，尤其是可以提升
身体素质。孙作岳说：“少年强则中
国强，孩子们强壮的体格对自己和国
家都有好处。”

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50天的时
候，天津蓟州国家冰上项目训练基地

速度滑冰馆揭牌仪式暨“冰雪惠民计划”
全国示范活动举行。孙作岳也参加了，
他这样告诉记者：“很多孩子来到了现
场，让人挺感动的。这让我更有了社会
责任感，希望把掌握的东西教给下一代，
他们未来也许不会从事冰雪运动，但喜
欢冰雪运动是非常有益的。”
孙作岳一直盼望到北京冬奥会现场

观看比赛，由于疫情原因难以成行。不
过他表示：“我会在家通过电视观看比
赛，也会鼓励孩子们观看本届盛会。疫
情期间，我们的群里很热闹，孩子们在家
也不能闲着，可以练练基本功，他们很有
热情。”

谈及天津冰雪运动的发展，孙作岳
介绍说：“天津体育局有计划，在各个学
校推广冰雪运动，做普及工作。如果发
现特别好的苗子，可以作为梯队来培养，
希望未来可以看到天津冰雪运动的突飞
猛进。”

本报记者 申炜 摄影 魏兵 崔文艺

七旬老人的冰雪情
编者按：冰雪运动在天津有着良

好的群众基础，近几年，随着“三亿人

上冰雪”计划的推进，在体育主管部门

的积极努力下，我市的群众性冰雪运

动取得更大的发展，参与其中的人口

数量有了很大提升。活跃在冰雪场地

上的身影中，既有兢兢业业的社会体

育指导员，又有普通的冰雪爱好者；既

有年逾古稀、身手依然矫健的冰雪“老

炮”，又有刚刚尝试的少年儿童……他

们每个人都有一段与冰雪运动结缘的

故事，他们用自己的执着与热爱，为天

津冰雪运动的普及和发展作出了贡

献，也为北京冬奥会增添了热烈的氛

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让

我们来倾听他们的故事……

中国女足亚洲杯开门红

打响抗疫阻击战天津在行动——天津画院美术作品线上展出

笔墨丹青里的战“疫”密码

津城出版人

为抗疫一线送“福”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我们来
送‘福’了，非常感谢你们冲在一线。”
昨日，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天
津教育出版社与津读书苑联手，为
奋战在河西区龙都花园社区的医务
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送上吉祥
的年画、“福”字、对联，带去出版人
的诚意祝福。

大寒节气当天，适逢全市第四
轮全员核酸检测，“天使白”“志愿
红”“警服蓝”们奋战在抗疫一线，无
暇顾及小家的除旧布新、准备年
货。11时许，出版工作人员带着一
箱精美的文创产品来到龙都花园社
区。其中，天津教育出版社推出的
尉氏年画文创产品《鞭尺门神》《黄
金万两》《五子夺魁》，是从800多块
尉氏年画非遗雕版中精选出的3对
门神；津读书苑出品的“福”字和对
联，则由书法家李毅峰创作。
“我们来送‘福’了，非常感谢

你们冲在一线，为天津百姓筑起一
道屏障。”来送“福”的出版工作人
员也是社区志愿者，深知抗疫一线
工作的辛苦。挂甲寺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邓凯表示，今天收到了满满
的福气，我们也要把这个福气和大
家分享，期待早日战胜疫情，共迎
春回大地。

津门达人 冰雪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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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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0
集 关世良得知孙炮手独
自一人下山，安排狼叼和
鬼火去支援丁大命等人。
孙炮手赶到镇上妓院刺杀
关世才，被关世才等人生
擒。关老太太过七十大
寿，丁大命出主意请关世
才回来，想借此机会捉拿
关世才换孙炮手。寿宴开
始，佘魁元也来参加。乔
装后的丁大命在寿宴上捉
住了关世才，却被佘魁元
认出。狼叼、鬼火出现，控
制了佘魁元……

天津卫视19:30

■《全家福》第32—
34集趁着家里没人，满堂
来到闺女家向大妞道歉，
想把大妞接回去。大妞可
不吃这一套，她把满堂推
了出去，把门关上了。满
堂来找老萧，才知道门墩
和刨子这两天一直跟老萧
在一起。老萧要认门墩为
干儿子，满堂却一个劲儿
地揭门墩的老底儿。大妞
终于回家了，说是门墩想
要用点钱，让她拿存折。
谁知这是两个小辈给她下
的套，帮着爷爷骗奶奶回
家。王满堂认怂，大妞来
劲了，要和他从头说起，要
他把这些年对不起大妞的
事都说清楚了……

天视2套18:25

■《独生子女的婆婆
妈妈》第37、38集 尚振国
到艾语家找尚伟志，告诉
他最近公司的状况，说与
其被林芳和徐浩掐着脖子
走，不如自己站出来清洗
尚氏的污点，希望尚伟志
能带领尚氏走出一片新天
地。父子俩第一次深情
地相拥。尚振国在律师、
尚伟志和艾语的陪同下
到法院自首。尚伟志在
艾语的帮助下，开始着手
稳定尚氏的局面。警方
立案通缉林芳和徐浩。
艾语约郭小奇，告诉她要
有心理准备，因为林芳为
了减轻自己的罪行，说了
尚振国通过郭小奇向郭向
东行贿的事……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赵女
士一直是自己带着孩子生
活，娘俩相依为命。多年
来，孩子的父亲对娘俩不
闻不问。从这儿就引出了
这场官司。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