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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门达人 冰雪奇缘

国旗下宣誓 冲锋号吹响

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北京冬奥会
滑雪场上的“女汉子”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昨天凌晨，在
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10天之际，中
国体育代表团的100余名运动员和教练员
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并
宣誓出征。冬奥冠军武大靖在出征仪式
上领誓，随后中国冰雪众将士高喊“中国
必胜”，表达他们在北京冬奥会上力拼佳
绩的信心和决心。

在天安门广场，来自国家短道速滑
队、花样滑冰队、速度滑冰队、冰壶队、越
野滑雪队等多支队伍的运动员、教练员整
齐列队，观看升国旗仪式，并一起庄严高
唱国歌。随后，在平昌冬奥会金牌得主武
大靖的带领下，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一起
进行出征宣誓，大家整齐划一地喊出：“为
了祖国冲冲冲，不负人民拼拼拼！中国必

胜、祖国万岁，中国冰雪，加油、加油、加
油！”众将士用这样鼓舞人心的宣誓词，传
递着他们在北京冬奥会上全力拼搏、超越
自我、为国争光的决心。据悉，出征宣誓之
后，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员们陆续进入
闭环管理，做最后的冲刺。
在北京冬奥会7个大项、15个分项、109

个小项中，中国体育代表团截至目前已取得
至少96个小项参赛资格，其中包括190个参
赛席位，参赛运动员总数超过160人，这些数
字均创下了中国代表团参加冬奥会的历史
新高。其中，中国代表团在31个小项上都是
首次参加冬奥会。根据赛程，中国混双冰壶
队将是首支亮相北京冬奥会赛场的中国运
动队。2月2日晚，他们将在国家游泳中心
“冰立方”与瑞士队进行循环赛的首场比赛。

随着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
仪式的举行，中国冰雪健儿正式吹响了征战
冬奥会的“冲锋号”。出征的运动员中不仅
有冬奥冠军武大靖、冬奥亚军隋文静/韩聪
这样的名将，还有很多像谷爱凌、宁忠岩、苏
翊鸣这样首次亮相冬奥赛场的中国新生力
量，他们肩负着为中国代表团摘金夺银的重
任，“为国争光”是运动员们的共同心声。

带着“奋力拼搏，不负使命”的信念，
中国冰雪健儿踏上北京冬奥会征程。平
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冠军武大靖
作为中国冰雪的标志性人物，在本届北京

冬奥会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将率
领中国短道速滑队向男女混合2000米接
力金牌发起冲击。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宣
誓代表，武大靖感慨道：“在天安门观礼台
上看升国旗仪式，那种感觉很不一样，特
别是我们要出征了，作为运动员，我的目
标更明确，信心倍增，北京冬奥会上我会
全力以赴取得更好的成绩，完成自己的梦
想。也期待我们所有运动员都能在比赛
中拼尽全力，打出最佳战绩，不留遗憾。”
北京冬奥备战周期，中国队在冬季运动

项目上冰强雪弱的情况有了明显改观。在

短道速滑、花样滑冰，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
传统优势项目的基础上，中国队在自由式滑雪
U型场地、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项目中实力
增强。本赛季，中国天才少女谷爱凌在自由式
滑雪大跳台和U型场地项目上成功解锁高难
度动作，成为新一代“流量女王”。届时，“三线
作战”的她将成为本届冬奥会的一大看点。

在单板滑雪领域，平昌冬奥会单板滑雪
女子U型场地银牌得主刘佳宇、世界杯总决
赛冠军蔡雪桐这对中国“单板双姝”期待着弥
补自己上届冬奥会的遗憾。世界杯冠军、中
国17岁小将苏翊鸣本赛季成功解锁高难度
的内转1980度抓板动作，还凭借此动作获得
世界吉尼斯纪录认证，他将在北京冬奥会上
冲击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比
赛奖牌，“翊”鸣惊人是这位首次亮相冬奥赛
场小将的期待。 本报记者 张璐璐

肩负摘金夺银重任

“为国争光”是冰雪运动员的共同心声

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很
多“冰雪迷”翘首以盼，10岁的
小姑娘王坤雅便是其中之一。
王坤雅从6岁开始接触单板滑
雪，目前是五马路小学的学生，
如今的她已经练就了一身的
“好功夫”。身边的朋友都喜欢
叫她的小名“悦悦”，将其比作
雪场中的“女汉子”。

悦悦从小就展现出过于常
人的运动天赋。2018年假期，
旅行中悦悦第一次有机会穿上
单板滑雪板，心里别提有多紧
张了。当然，作为初学者的记
忆只有摔跤、起身再摔跤的循环往复，单板滑雪的“酷”无从谈
起。这让她的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劝孩子如果觉得辛苦就
不要再去训练了，但悦悦却一口回绝，全程参与了一周的集训。
从最初5米内就会摔跤，到顺利滑出10米、20米，甚至更远的距
离，一周的收获，令悦悦倍感喜悦。

自那之后，单板滑雪融入了悦悦的生活。由于当时天津少有
专业的滑雪场地，悦悦每次都要到外地去训练。2020年初，新冠
疫情席卷全球。那段时间，悦悦无法正常训练，只能通过滑雪机
模拟训练。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她终于能够重返滑雪场。她
将那时的自己比作一匹快马，享受着脱缰飞驰的快感。近两年，
在北京冬奥会的筹备过程中，津城的冰雪项目建设也得到了快速
发展，悦悦无需再度远征，就能够在家乡进行系统训练，她也因此
结交到了很多同样喜爱冰雪运动的小朋友。训练中，悦悦总是会
在攻克一个技术难关后，露出一副酷酷的表情，这是其4年来的
训练积累，今后的她也会一直为此而努力下去。

悦悦的妈妈说，最近几年明显可以感觉到，此前小众的冰雪
运动，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在她们身边，就有着很多单板
滑雪的新学员，作为他们的学长，悦悦还真有那么一点小骄傲。
稍显遗憾的是，受疫情影响，悦悦一家无法前往赛区观赛，切身
感受北京冬奥会的火热氛围。悦悦说，届时自己一定会守候在
电视机前，为自己喜爱的运动员加油鼓劲。 本报记者 王梓

■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日
前迎来了北京冬奥会比赛前的首次试
滑，罗马尼亚雪车舵手多林与搭档埃缪
尔在延庆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出发，
随后完成了整个赛道的滑行。二人对
于赛道冰面、计时系统、灯光等设施都
颇为满意，同时也给出相关建议。

■ 昨天，加拿大自由式滑雪队公
布了参赛选手大名单，共有24位运动
员入围，其中包括雪上技巧名将金斯
伯里，这是他参加的第3届冬奥会，将
力争卫冕。1992年出生的金斯伯里
在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项目具备超强
实力，他坦言，很期待北京冬奥会的场
地，将在这里尽情发挥自己的水平。

本报记者 张璐璐

冬奥简讯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天津市2022年军民迎新春晚会正在中
华剧院进行录制，晚会实况将于近期播
出。这台晚会以丰富的艺术形式呈现人民
群众关心的时代热点，还加入了多个表现
天津人民抗击疫情的新创节目。昨日，记
者采访到部分主创、演员，请他们为观众提
前解密晚会看点，讲述节目背后的故事。

天津抗击本土奥密克戎疫情取得阶
段性明显成效，快要到来的新春佳节，北
京冬奥会即将盛大开幕……在这个激动

人心的节点，天津市2022年军民迎新春晚
会的录制现场紧张忙碌又洋溢着温暖。
总导演张浩告诉记者，本场晚会特别突出
团圆喜庆、温暖祥和、鼓劲提气的情感与
内涵，涵盖了舞蹈、声乐、戏曲、曲艺、朗
诵、魔术、杂技、情景剧等不同艺术形式。
很多节目都具有新意，如正在全国传唱的
歌曲《领航》，将由我市优秀青年歌唱家再
度唱响；魔术杂技《冰雪奇迹》，运用杂技
中的独轮车表演及部分魔术技巧，在舞台
上呈现出既梦幻优美又激情四射的冬奥
会场景；舞蹈《大美之地》，以白鹭在芦苇

中起舞这一唯美画面，讲述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绿色天津故事。
张浩说，受疫情影响，晚会的彩排录制

一度出现困难。部分演职人员住在津南
区，无法来到剧场。还有一个舞蹈节目，其
中的6位演员赶赴津南一线参与抗疫，不得
已放弃了晚会排练。为此，剧组全体演职
人员展现出团结一致的精神风貌，一方面
对受影响的节目重新编排设计，保留节目
的艺术品质，另一方面对接全市艺术院团，
从我市文艺工作者精心创作的抗疫题材新
节目中选出代表作，表现天津人民的战

“疫”壮举。融合舞台表演、电视等艺术元素
的战“疫”节目《大爱津城，感谢有你》和群口相
声《津门“疫”事》分别由天津人艺、市曲艺团创
作，将带领观众回忆战“疫”期间的种种感动。

本场晚会的演员既有著名艺术家、优秀
中青年演员，也有来自高校和基层艺术团体
的非专业演员，他们让整台晚会既精彩又接
地气。中国文联副主席、市文联主席、著名京
剧表演艺术家孟广禄将在京剧《天地英雄气》
中亮相，他说：“这是一场体现天津市凝聚力
和全市各界责任担当的晚会。我们的舞台是
人民给的，就要站在舞台上为人民服务。”年
过八旬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于淑珍带来了歌
曲《母亲是中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感触
最深的是全体演职人员的团结与担当：“剧组
很多年轻的编导、演员，为这台晚会、为抗疫
工作尽心尽力地贡献力量，让我很受感动，我
一定尽力唱。”

本报讯（记者 张帆）昨日，2022年京津冀“携手迎冬奥 同
心过大年”活动启动仪式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

这是继2020年9月签订《京津冀新视听战略合作协议》以
来，京津冀三地广电部门在规划制定、人才培养、宣传协同、联合
治理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基础上的又一合作项目。三地广电部
门将开展广泛合作，丰富京津冀地区迎冬奥、庆新春的电视荧屏
内容供给，利用北京网络视听平台优势吸引京津冀群众线上过
年，开展京津冀融媒体中心“携手迎冬奥 精彩过大年”网络话题
推广。三地电视系统还互相捐赠了部分电视剧、纪录片和动画
片片源。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日前，由朱胜
民作词，董俊杰、李诗媛作曲的歌曲《风中
的那一抹红》录制完成，表达了我市文艺
工作者对抗疫一线人员的钦佩与赞颂。

此曲从亲历抗疫的普通百姓视角出
发，以“红”指代共产党员胸前佩戴的党员
徽章及志愿者身穿的红马甲，歌颂他们为
天津人民安康作出的贡献。歌词中写道：
“看那一抹抹的红，站成了真英雄。在茫

茫人海中，你带领姐妹弟兄，一起沐雨临
风，一起迎接彩虹。”朱胜民表示：“佩戴着
党员徽章的共产党员在严寒中犹如一颗
火种，温暖着百姓的心。当百姓看到‘那
一抹红’时便有了依靠感、信任感和安全

感，他们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
诚，感动着千千万万天津人民。”
《风中的那一抹红》音乐感人至深、大气

磅礴，作为这首作品创作的发起者和作曲
者之一，天津交响乐团团长董俊杰介绍，作

品的很多创作素材来源于身边的人和事，近
来，天津交响乐团约有40位演职人员作为志
愿者投入到了抗疫工作中，他们有的身赴津
南区一线，有的在自家小区守护街坊邻里，充
分展现了新时代天交人的责任担当。他表
示，疫情来袭，数九寒冬，无数医务人员和志
愿者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甘于奉献，文艺工
作者要用艺术作品为他们暖心、鼓劲，让他们
的英雄之举通过文艺形式传播开来。

营造新春氛围 聚焦时代热点
——主创演员谈天津市2022年军民迎新春晚会

歌曲《风中的那一抹红》暖心鼓劲

京津冀“携手迎冬奥 同心过大年”活动启动

丰富三地电视荧屏内容供给

■《刘墉追案》第9、
10集 刘墉开始着手调查
东昌府过往的案宗，发现
他到任之前徐五犯下很多
大案，但都被无罪释放
了。徐五不招，让刘墉陷
入绝境，刘喜儿一席话让
刘墉醒悟，着令秋梦楠等
人查找案宗。刘墉带着这
些案宗来见徐五，表示单
凭这些案子，就已经够砍
他几次脑袋了。但徐五依
旧猖狂。刘墉大怒，命秦
朗处斩徐五……

天津卫视19:30

■《全家福》第47、48
集刨子出狱了，门墩来接
他，叔侄拥抱在一起。刨
子回家跪见了爷爷。满堂
欣慰地告诉照片上的大
妞:刨子回来了。门墩领
着爸爸和刨子又走向博物
馆。那块老影壁竖立在博
物馆大厅门口。满堂几步
过去，抚摸着影壁，激动
了。结果门墩又白等了，
满堂没有表扬他，却骂了
他一顿，说是这影壁应该
由他来捐献……

天视2套18:25

■《别样幸福》第7、8
集 乔艳红接纳了被乔杰
挤出家门的父母，孝顺的
她把床让给了父母睡，自
己和大志儿子一起打起了
地铺。中介很快帮乔杰找
到了一次付清全年租金的
租户，刘佳琪灵机一动，赶
紧打发乔杰去牌友家先混
着，自己搬到了廖敏那儿
暂住。乔艳红识破了乔杰
小两口的诡计，怒气冲冲
来到刘佳琪公司兴师问
罪，当着大客户的面对刘
佳琪大打出手，弄得刘佳
琪丢了一大单业务……

天视4套21:00

■《模唱大师秀》津门
票房争霸赛复活赛迎来最后
一场评剧专场。本期登场的
两支队伍分别是滨海新区渤
海评剧社和津南区双港镇港
湾和谐评剧社。两支队伍通
过三轮演唱比拼和戏曲知识
问答决出最终胜出者，晋级
下一轮比赛。

天视2套20:45

■《今日开庭》小李
最近特别烦恼，原因是他
是父母的独生子，可他却
无法继承父母的遗产。确
切说是无法继承父母的全
部财产。这一切还都因为
他的大伯，这是怎么回事？

天视6套18:00

荧屏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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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刘墉追
案（9、10）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全家福
（47、48）20:45模唱大师秀

天视3套（104）

17:50 剧场:我和我
的儿女们（1、2）19:20剧
场:冲天炮(33—36)22:15
剧场: 面具(8、9)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别样幸
福（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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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 多派玩儿动
画《盟卡 魔幻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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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阳光普照下的二坪俨
然一个童话世界。一座座茅草屋
就像一座座神秘城堡，而那些活
跃在枝头的喜鹊、松鼠、百灵和叫
不出名字的小生命，似乎才是这
座寨子货真价实的主人。此情此
景让李桂林心生感慨：二坪，多么需要
这活泼的舞蹈，嘹亮的歌声！

信步走到3组，他又有新的发现。
一个个重达几吨、几十吨乃至上百

吨的石头，或短或长，或方或圆，或躺或
站，随意散布在路两侧、茅屋旁、地中
间，以至你不知道是房屋分布在石头
中，还是石头分布在村落里。走着走
着，仿佛就进入了一个石头的迷宫。路
边，一块从中间裂开的巨石磁铁般吸住
了李桂林的视线。这接近正方形的石
头中间有一道“V”形裂口，一棵核桃树
从石缝间探出身子，3米多高的躯体，挥
舞着生命的热情。而在小路另一侧，一
棵高矮相当的核桃树正以直刺苍穹之
势，在巨石顶部迎风起舞！

生命竟可以如此顽强，如此执著，如
此石破天惊，如此顶天立地！李桂林内
心一阵震颤，一个熟悉的句子在脑子里冒
了出来：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
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
应。上中学时，丁玲这段话，曾经是他的
座右铭。那时候，为了不迟一分钟、不落
一节课，李桂林常常起早贪黑、忍饥挨
饿。冬天里，走在放学路上天就黑了；有
时候，稍稍起迟了一些，来不及吃饭就要

赶去上学。后来在马托代课，就是因了这句
座右铭，就是凭着不给退缩找理由的意志，
他才让学生的成绩一次次放了“火箭”。记
忆苏醒，李桂林心间涌起深深的自责：李桂
林呀李桂林，你真的是长人不长心！以前能
做到的事情，现在咋就不能做到了？不通人
情的树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都能活得精精
神神，你有什么资格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这时候，阿木什打找了过来：李老
师，管他吃好吃歹，去我家填填肚子，一
会儿下山才有力气。

要不，你先带我去学校看看？李桂
林看着阿木什打，目光没有躲闪。

去学校？！阿木什打以为耳朵出了问题。
去学校。李桂林以重复表示肯定。
说是学校，其实只是一片断壁残

垣。几间低矮的土坯房，屋顶残缺不全，
墙面坑坑洼洼，墙根处大洞连着小洞，洞
口的土堆说得清楚，这里实际上已经被
老鼠控制。不大的操场上杂草丛生、碎
石遍地，牛和羊摆下的摊子随处可见。
要不是阿木什打说得清清楚楚，谁又敢
相信一所学校可以荒废成这般模样？

李桂林从教室前走到操场上，从操
场上走到教室前。教室没上锁，李桂林
抬手一推，吱呀一声，门开了。

16 清晨的二坪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宝
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
院》，写妙玉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
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
台
皿出来，对宝玉笑道：“就剩了这
一个，你可吃得了这一台皿？”宝玉
高兴地忙说：“吃的了。”妙玉笑道：“你
虽吃的了，也没这些茶糟蹋。岂不闻
‘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
杯便是饮牛饮骡了’。你吃这一台皿，便
成什么？”

与这“饮牛饮骡”式的大台皿相对应
的，是精致小巧的工夫茶具。

工夫茶是长期以来最为流行的茶道
或茶艺，常用于茶社经营和家庭待客。
工夫茶的特点是方法精致，物料精绝，礼
仪周全，其茶具的精巧更是出了名的。
它原本是广东潮州地区传统的饮茶风
俗，逐渐推广至全国乃至全世界。

据近十几年所见，正宗的潮州工
夫茶，第一讲究的是茶具，与其他喝茶
方法有别之处也在于茶具，一般包括
茶壶、茶杯和茶池。杯是瓷制的，杯壁
极薄。茶池形如鼓，瓷质，由一个作为
“鼓面”的盘子和一个作为“鼓身”的圆
罐组成。盘上有小眼，一则“开茶洗
盏”时的头遍茶要从这些小
眼中漏下，二来泡上茶之后
还要在壶盖上继续浇开水加
以保温，这些水也从小眼中
流下。真正的“茶池”则指鼓
身，它为承接剩水、剩茶、茶

渣而设。此外，还有用来放茶杯的茶盘
和用来放茶壶的茶垫。

工夫茶的茶具中，茶壶最为讲究。明
代以来，中国人饮茶尤重紫砂壶，而潮州工
夫茶的茶壶不是一般的宜兴紫砂壶，而是
在原料里加入了潮州泥，因其质地松软，更
宜吸香。潮州土语将茶壶叫做“冲罐”，也
有叫做“苏罐”的，因为它出自江苏宜兴，是
宜兴紫砂壶中容量最小的一种。茶壶有二
人罐、三人罐、四人罐等,分别以孟臣、铁画
轩、秋圃、尊圃、小山、袁熙生等落款制造的
最受珍视，因此即使现代人制作的茶壶，也
要打上“孟臣”的款识。壶的式样多，小如
橘子，大似蜜柑，也有梨形、瓜形、柿形、菱
形、鼓形、梅花形、六角形、栗子形等，一般
多用鼓形的，取其端正浑厚。壶的色泽也
有很多种，如朱砂、古铁、栗色、紫泥、石黄、
天青等，还有一种壶身银砂闪烁，朱粒累
累，俗谓之抽皮砂，最为珍贵。但不管款
式、色泽如何，最重要的是“宜小不宜大，宜

浅不宜深”，因为大就不“工夫”
了。所以用大茶壶、中茶壶冲的
茶，茶叶再好，也不能算是工夫
茶。壶的深浅关系着茶水的味
道，浅能酿味，能留香，不蓄水，这
样茶叶才不易变涩。

100 工夫茶具精致小巧

从五台山回来的第二天，宝明
就带着双庆、梦花和陈晓敏去了县
民政局，先给双庆和梦花办理了离
婚证，然后就给双庆和陈晓敏办理
了结婚证，并给双庆和梦花的财产
进行了协商：双庆答应给梦花一套
两居室楼房，村委会研究后同意梦花把
孩子户口上在楼村。梦花虽然没有了家
庭，但她认识到是自己的错误，不能怪双
庆，户口和房子的落实让梦花有些欣慰。

结婚前，陈晓敏对双庆说，你跟我
去给死鬼上一次坟吧。他们来到一座
长满荒草的坟丘前，陈晓敏摆上干鲜
果品，点上蜡烛和香，一边烧纸一边
说，我来给你烧纸，你死后，我有多么
苦，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眼泪都哭干
了，你和我又没生个孩子，我以后没有
指望，我只好选择再嫁，你不要怪我，
因为生活压力让我看不到希望。我看
准了双庆，他很憨厚，很会疼人，我决
定跟他结婚，你要理解我，支持我。有
双庆照顾我，你就放心吧。双庆也说，
是，你放心，我会照顾好晓敏的……

双庆扶着陈晓敏在窄窄的小路上
慢慢地走着，陈晓敏感觉今天的双庆比
任何时候都男人，如同一棵大树矗立在
她眼前，突然魁梧高大起来。她看他一
眼，感觉他目光如电，传导在她的感觉
上，他顿时感到一股热量在体内涌动。

结婚当天晚上，闹新房的人都走了。
按照楼村的风俗习惯，新娘新郎上炕前，
要有专人给他们铺被子和褥子，堂嫂把

婆家和于家准备的所有被褥都铺在炕上，
边铺边念铺床喜歌。堂嫂走后，陈晓敏又把
床收拾一下，上床就把灯关掉。双庆站在黑
暗里如戳在地上的一根木桩，许久许久，才
敢往床边摸。他摸到床边，怯生生地把屁股
歪过去，好像今夜是在别人家一样陌生。他
坐了一会儿，又怯生生地脱自己的衣裳，脱
一件往那木椅子上放一件，脱得剩个裤衩
子，才怯生生地去揭被角。新婚之夜，两人却
各睡一边，一个漫长的夜晚，谁也没有碰谁。

迷糊到刚渐天亮，公鸡的打鸣声就
把陈晓敏吵醒了，她翻了个身，把被子使
劲儿往自己身上缠了缠。这一晚，她都背
对着双庆，那样，他就看不到她的脸，她就
不用刻意地去回避他的眼光、他的面孔。

双庆和陈晓敏正式结婚了，打击并
熄灭了人们传谣的热情，人们再见面，谁
都不再提陈晓敏怀孩子这码事，前些天
闹得最凶的人也蔫头耷脑了。

双庆挺直了腰身，梗着脖子在街上
走，抬着头挺着胸，好像肩膀宽了，身子
高了，见人就用鼻子哼一声。

陈晓敏的身影又在小酒馆欢快地晃
动起来。每到夜晚，双庆就跟陈晓敏说起
悄悄话，主题自然就是期盼生个闺女还是
儿子，还有如何把小酒馆干的更加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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