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训球员频繁更替 杨帆本周也将报到

津门虎队考察球员谋划阵容

北京冬残奥会火炬传递今日启动CBA第三阶段比赛打响

天津男篮惜败广州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上海申
花足球俱乐部发布官方公告，吴金贵
已正式回归并出任一线队的主教练，
将率队征战2022赛季各项比赛。值得
一提的是，这是吴金贵第五次出任上
海申花队主帅。

对于上海申花球迷来说，吴金贵的
名字并不陌生。多年来，他一直都在为
申花俱乐部工作，分别担任过主教练、
俱乐部副总经理、技术总监等职务。吴
金贵上一次执教申花还是在2017赛季
中期，在球队战绩不佳的情况下，他以
“救火主帅”身份上任，带领球队走出困
境，并在赛季末的足协杯决赛中夺得了
阔别19年的冠军奖杯。
这是吴金贵第五次出任申花俱乐

部主帅，也创造了中国足球的一项纪
录，他对于这支球队的了解程度，无疑
是最大优势。昨天，上海申花队已经

在吴金贵及教练团队的带领下开启新赛
季的备战工作。

吴金贵回归上海申花，和北京国安
选定谢峰作为主帅，有着相同的用意。
京沪两支球队都面临着更新换代的压
力，敲定一位对于球队深入了解的教练
相当重要。此外，吴金贵和谢峰一直都
在中超联赛中执教，对于各队的了解不
落伍。

当然，和谢峰一样，吴金贵也面临着
同样的压力和困难。根据中国足协的总
体要求以及俱乐部的现实情况，新赛季上
海申花必然会压缩总体投入，不可能再像
往年那样大力度地引援。新赛季京沪两
支球队只能依靠内部挖潜，如果成绩不佳
的话，两名教练依然会有下课的风险。

此外，重庆两江竞技队虽然还没有
开始集结，但根据合同，主教练张外龙上
赛季率队保级之后，合同已经自动续约。

正在上海集训的天津津门虎队，
最近几天迎来送往比较忙。在与U21
国青队进行完一场热身赛后，球队送
走了一批试训球员，只留下其中3人继
续接受考察。紧跟着，又有一批试训
球员到队，昨天下午已经出现在训练
场，和他们一起参加训练的，还有中午
刚刚抵达的王秋明。
另外，从天津泰达一线队“出道”，

2020赛季初转会到北京国安的后卫球
员杨帆，目前也在和津门虎队确定报
到时间，按计划，他本周将前往上海和
球队会合。26岁的杨帆和北京国安的
工作合同今年底到期，津门虎方面和

国安俱乐部以及杨帆本人正在沟通协
商，本赛季以租借加盟的形式引进杨
帆，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因为当年杨帆在天津球迷中积累了不
错的人缘，所以他此次回归，对喜爱他

的球迷而言，是一件高兴事。
本周日，天津津门虎队将和上海海

港预备队再进行一场热身赛，之后，试训
球员还将经历一次新的变动。如果原定
本月中旬开始的一项苏州邀请赛，由于
新冠疫情的原因无法正常举行，津门虎
队会在上海停留到本月20日左右，然后
返津。据了解，结合自身情况，立足于进
一步挖掘球队潜力，提高训练质量和战
术水平，津门虎队后续还会有针对性地
引进教练员，充实教练组，再加上本月外
援逐步到位，球队新赛季的大模样越来
越清晰。

本报记者 顾颖

本报北京3月1日电（特派记者 张璐
璐）北京2022冬残奥会火炬传递活动将于
明天至4日在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赛区
举行。据今天召开的北京冬残奥会火炬
传递主题媒体发布会消息，北京冬残奥
会火炬传递即将全面启动，将有565名火
炬手在3个赛区进行火炬传递，分为火种
采集、火种汇集和火炬传递3个部分。

北京冬残奥会官方火种将由9处火
种汇聚生成，包含今天凌晨在残奥运动
发源地英国曼德维尔采集的火种，以及
在北京市盲人学校采集的“光明之火”、
在望京街道温馨家园采集的“互助之
火”等8处火种。火种汇集仪式结束后，
火炬手将在以“九天之火”为主题的天

坛公园进行火炬传递。
3月3日上午，火炬将在以“逐梦冬

奥”为主题的张家口市民广场、以“舞动
雪韵”为主题的崇礼太舞滑雪场等地传
递；下午，将在以“万国园林”为主题的
北京世园公园等地传递。3月4日，火炬
将在以“自强不息”为主题的北京市残
疾人文化体育指导中心、以“冬奥之家”
为主题的北京冬奥组委驻地等地传递。

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手共565名，残
疾人占到火炬手总数的21%。值得期
待的是，本次冬残奥会火炬传递中还将
穿插展示残疾人使用上、下肢助力外骨
骼机器人进行传递，届时，“黑科技”将
再次点亮“双奥之城”。

申花官宣老帅吴金贵回归

本报讯（记者 李蓓）CBA第三阶
段比赛昨天全面打响，天津男篮在全
场多次落后10分以上的局面下，最后
阶段奋起反击，但终究没能上演大逆
转，以106:110遗憾的输给了联盟第七
名广州队。

前两个阶段的常规赛结束之后，
广州男篮以18胜10负的战绩排在积分
榜的第7位，而他们在本轮的对手天津
队仅列第14位，而且天津队只是在第
二阶段才刚刚打出了完全不同的精神
面貌，让自己看到了季后赛的曙光！
没想到第三阶段首战就遇到了“赛会
制的东道主”。比赛开始后，双方打得
虽然胶着，但始终都是广州队领先，直
到最后一节天津男篮的小外援伯顿才
来了手感，打出一波得分攻势后，在比
赛还剩4分多钟时将比分反超，但此时
潘宁却意外倒地不起。据悉，潘宁伤
势较重，下场后便被送往当地医院进
行进一步确诊。

此役首发出战的罗切斯特状态
平平，12次出手只命中了6球，个人表
现中规中矩砍下了18分5个篮板和5
次助攻。而替补登场的伯顿表现抢
眼。尽管非常强调防守的郭士强已
经想尽办法限制他的发挥，但是伯顿
仍然23次出手命中15球，砍下了全场
最高的40分，其中末节独得14分，差点
帮助球队以下克上上演翻盘好戏。“这
场球我们队拼的不错，主要在细节上
做得相对弱一点，不该失误的总是会
出现问题，我们全场失误17次，对方
才10次，所以导致最终比赛的失利，
我们会认真总结，争取在后面的比赛
中把细节做得更好一点。”赛后，天津
队主教练张德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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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题词手迹展”明日开展

剧本杀也得守规
我市将施行剧本内容管理新规

用艺术塑造杨善洲的灵魂
访雕塑《优秀干部杨善洲》作者李迅

《优秀干部杨善洲》

本报讯（记者 张帆）为引导我
市剧本杀、密室逃脱、沉浸式演出
类经营单位规范经营，保障意识形
态安全，近日，市文旅局牵头研究起
草了《天津市剧本杀密室逃脱沉浸
式演出类经营单位剧本内容管理规
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
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划定了故事剧

本、设定的故事情节中不得含“违反
宪法和法律确定的基本原则”“危害
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利
益”“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
恐怖以及与毒品有关的违法犯罪活
动或者教唆犯罪”“违背社会公德或

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等十类情形；
密室剧本杀行业经营单位从业人员
不得“表演、游戏方式恐怖、残忍、暴
力、低俗，摧残工作人员或消费者身
心健康”“利用人体缺陷或者以展示
人体变异等方式招徕消费者”“以偷
拍偷录等方式，侵犯剧本版权及侵
害他人合法权益”等五类行为。同
时，《征求意见稿》中还明确规定：
“剧本杀、密室逃脱、沉浸式演出类

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未成年人保护
机制，注重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对不适宜未成年人参与的活动，经营
单位应当在显著位置或活动前予以提
示，并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在内
容审核方面，“剧本杀、密室逃脱、沉浸
式演出类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内容
自审制度，配备内容审核人员。”

目前，此《征求意见稿》已结束面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将择期施行。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朴素的衣着，手中的锄头，卷起的
裤腿沾着泥土，坚定的眼神眺望着远
方——作为我市入藏中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馆的7件美术作品之一，天津美
术学院教授李迅创作的雕塑《优秀干
部杨善洲》，为“改革先锋”“最美奋斗
者”杨善洲留下了形神兼备的美术形
象。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李迅说，

这件作品的创作就是他逐渐走近杨善
洲的过程，也是他用雕塑表现杨善洲
灵魂的过程。
曾任云南保山地委书记的杨善洲

1988年退休后，践行“只要生命不结
束，服务人民不停止”的诺言，扎进施
甸大亮山植树造林22年，把荒山变成
绿洲。2009年，他将大亮山林场经营
管理权正式移交给施甸县政府。李迅
告诉记者，在起初了解到杨善洲的事
迹时，他就非常想为之塑像，但是创作
的几版草稿都不理想。李迅也参考了
其他一些以杨善洲为原型的艺术作
品，他认为其中的不少作品只做到了
形似，带着这些思考，李迅赶赴云南，
去杨善洲生前奋斗的地方采风。
在云南期间，李迅造访了杨善洲的

故居与工作过的林场，还与当地的干
部、群众及杨善洲的家人交谈，努力还
原杨善洲的真实形象，探访他的内心世
界。给李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杨善洲
墓碑旁的党旗和入党誓词，他对记者
说：“我觉得入党誓词就是他一生的写

照。通过影像资料去还原他的外形并不
难，难的是对他精神的把握和对他灵魂的
寻找。”在最终成型的作品中，李迅采用了
写实、质朴的创作手法，选取了杨善洲植
树期间小憩的场景，劳累的他没有坐下休
息，而是拄着锄头，深情地望着远方。在
人物的身后，李迅设计了茁壮成长的小松
树，表现出在杨善洲的奋斗下，昔日的荒
山已是绿水青山。

这件作品令观众印象深刻的还有
杨善洲眺望远方的眼神。李迅向记者
介绍，他在采风中了解到，杨善洲退休
前，家乡施甸有很多老乡找他办事，都
被他拒绝，而在退休后，他决定给家乡
真真正正地做事——在大亮山植树造
林。作品中杨善洲的眼神，表现了他在
植树造林中遇到了困难，正在想办法解
决，而眼神中也蕴含着坚定的信念，那
就是一定要为群众完成这项事业。李
迅说：“创作中，我常常感到在与杨善洲
交流，这种交流是跨越时空的。只有走
近角色去慢慢体会他，才能通过作品表
达出对人物的理解。”

本报讯（记者 刘茵）在纪念周恩来
总理诞辰124周年之际，天津觉悟社
纪念馆和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共同
主办的“周恩来题词手迹展”将于明
日开展。
周恩来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数十年间，不仅
建立了丰功伟绩，还为后人留下了宝
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其中一项
重要内容就是他的题词手迹。本次展
览精选了周恩来的题词手迹照片百余

幅，既有对同学、同志和亲友的良好祝
愿，又有对广大学生青年的热切期盼；
既有对人民群众的深挚情怀，又有对
文教体卫工作者的关心与鼓励；既有
对党外人士的信赖与慰勉，又有对国
际友人的友谊与祝福；还有对国家建
设成就的高度评价、热烈祝贺与殷切
期望。

周恩来的题词内容广博深邃，跨
越时空，历久弥新。题词背后的故
事，折射出他的伟大人格与高尚情

操。青少年时期的题词，多表达忧国忧
民的情感和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的雄
心壮志；革命战争年代的题词，多围绕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义，争取革命和战争胜利这一主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题词，则突出了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题词不仅
文辞优美，极具文学和书法艺术价值，
而且多方面展现了周恩来的精神风
范、政治素养、智慧才华和道德情操。
展期至6月30日。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星辰大海》第26、
27集 简爱给托尼制作的
一批衣服出了问题，面临
巨额的赔偿，同时恒之外
贸将简爱外贸告上了法
庭，言明简爱外贸存在不
正当的竞争关系。林恒
之知晓这一切都是托尼
在背后搞鬼，为了不让简
爱受伤，林恒之将公司的
内部文件交给了文馨，让
她在合理的时机交给简
爱，里面有对简爱有利的
证据……

天津卫视19:30

■《岁月如金》第8—
10集 柏铃欣喜地等待孩
子的出世，齐少菲却闯入
她的生活。狱警打电话
把柏铃叫到监狱来，要她
好好培养女儿。柏铃在
少管所看到齐少菲。齐
少菲冷漠地看着柏铃，自
我介绍是柏铃的女儿，她
痛恨母亲抛弃了自己，嘲
笑柏铃不敢与她相认。
但柏铃不知缘由，不理解
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直到
齐少菲让柏铃看到自己
后背的胎记……

天视2套18:25

■《下辈子还做我老
爸》第13、14集 沙驼告诉
子诚他的亲生母亲是田
美娜，小娜是他的双胞胎
妹妹。姜佩丽话中有话
暗示陆远山与小娜关系
不清不白，并拍下照片拿
给陆远山看。一激之下，
陆远山说出小娜是自己
的亲生女儿……

天视4套21:00

■《模唱大师秀》津
门票房争霸赛半决赛河
北梆子组鸣锣开战，精彩
上演。本期登场的两支
队伍分别是水上唱响河
北梆子剧团和静海宇阳
剑河北梆子剧社。两支
队伍将通过两轮演唱比
拼和戏曲知识问答决出
最终胜出者，晋级决赛。

天视2套20：45

■《今日开庭》刘女
士的丈夫在工作时突发意
外，离开了人世。可她丈
夫的单位事后的做法让刘
女士无比气愤。

天视6套18:00

天津卫视（101）

19:30 快乐剧场：星
辰大海（26、27）

天视2套（103）

18:25剧场:岁月如金
（8—10）

20:45模唱大师秀
天视3套（104）

17:30 剧场：亲爱的
孩子们（35、36）
19:00 剧 场 ：枪 火

(12—15)
22:15 剧 场: 设 局

(1、2)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下辈子
还做我老爸（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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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少儿（108）

19:55 多派玩儿动画
《熊熊帮帮团》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