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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名单出炉

我市5个项目入选
天津音乐学院师生提供心理减压服务

用音乐抚慰心灵激发力量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在疫情的影响下，如何摆脱恐惧、焦虑的
情绪，让心灵与身体同步，既能在学习、工作
中保持平静，又能投身到抗疫中去？也许，音
乐心理减压能送上一个满意的答案。自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天津音乐学院师生积极
运用音乐和心理学知识，为医护人员、新冠肺
炎患者、隔离人员提供音乐心理减压服务，让
音乐帮助他们在工作、治疗、隔离期间放松身
心，积蓄前进的力量。

为医护人员解压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天津。
当时，我市众多医护人员长期奋战在抗疫一
线，他们的子女不得不与父母分开一段时
间。“用音乐帮助白衣战士陪伴孩子”，在努力
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天音师生达成这一
共识。于是，一场名为“成长守护”的行动开
始了，在这一阶段的行动中，天音师生为医护
人员子女开展了累计600余小时的一对一公
益家教服务，声乐、古筝、打击乐、舞蹈……专
业的指导，耐心的陪伴，让孩子们的脸上重新
绽放了笑容。

根据受众需求，师生们一直在调整音乐

心理减压活动的方式。医护人员围坐成圆
形，指导老师位于中心，在他的调动下，大家
先是通过音乐冥想放松身心，又一同有节奏
地敲响手中的鼓，将身心的压力挥洒在击鼓
中——这是2021年天音师生为海河医院医
护人员举办的“鼓圈”活动。石晓伟是海河
医院麻醉科医生，她告诉记者，她和同事每
轮工作结束后要单人隔离15天，很容易出
现失眠、生物钟紊乱、情绪低落等情况。师
生们带来的“鼓圈”活动，让大家在击鼓中把
疲惫和焦虑都抛在脑后，从外到内得到了充
分的放松。

音乐驱散心灵阴霾

在心理减压的过程中，音乐究竟发挥
了什么“魔力”？音乐心理减压指导老师、
天津音乐学院教师田野告诉记者：“在参与
音乐体验的过程中，人的心率、血压、脑电
波、脉搏都会发生变化，音乐手段的干预，
能让人进入到一种放松、释压的生理状
态。”近两年来，天音师生尝试了“鼓圈”音
乐、音乐催眠、音乐冥想、“身体打击乐”等
线上和线下的减压形式，有效地改善了受
众群体的心理状态。

年过七旬的王素云（化名）曾是一名新

冠肺炎患者，在她治疗和康复期间，天音师
生帮助她练习肺部呼吸，增加肺活量，对治
疗起到了积极效果。老人出院后还出现了
一系列心理问题，师生们选取了她喜爱的
《驼铃》《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等老歌，与她
一同聆听、讨论、分享感受。一段时间的陪
伴下来，王素云心灵上的伤疤渐渐愈合，她
告诉记者：“以前我对音乐是个门外汉，没
想到音乐还能帮我治疗康复。音乐心理减
压让我觉得心里像搬走了一块大石头，现
在我也喜欢唱歌和朗诵了，感到生活又多
了很多色彩。”

孩子脸上绽放笑容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
视频连线中的孩子们，跟着欢快的音乐击掌、
拍肩，他们的脸上绽放出笑容。今年1月，津
南区辛庄镇的不少小学生因疫情被隔离，天
音师生迅速为孩子们制定了“身体打击乐”
活动计划，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邀请孩子
们跟随音乐，通过拍手、跺脚等方式把身体
作为乐器演奏。

活动开始前，师生们一度担心孩子们
不配合。但当手机中的音乐响起，孩子们
立即跟随音乐拍打起身体，直到活动结束

还感到意犹未尽。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听
着好听的音乐，跟着老师的指导，和视频那
一端的同学好友同步拍打身体，成为孩子
们隔离生活中最大的期待。家长们告诉记
者：“隔离期间，孩子一度感到害怕和无事
可做。几次‘身体打击乐’活动下来，他们
不但开口笑了，也向家长、老师敞开了心
扉，说现在最盼望的就是回到校园，和同学
们一起上课。”

音乐减压发挥积极作用

目前，包括我市在内的多个省市都面
向公众提供有关疫情的心理援助热线服
务，加强疫情影响下的心理关怀逐渐成为
全社会的共识。在田野看来，音乐可以在
这一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他说：“音乐治
疗在临床医学、心理健康教育、临终关怀、
医学康复等领域效果显著。我们进行的音
乐心理减压实践，也更加表明音乐在解决
人们亚健康、焦虑、抑郁、失眠、情绪障碍、
社交障碍等方面有着很好的效果。”他表
示，很多音乐作品本身就具有抚慰心灵、激
发力量的功能，结合适当的心理学科方法，
期待音乐可以在抗疫及其他社会领域中发
挥更大能量。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近日，2022年度国家出版基
金资助项目名单出炉，天津共有5个项目入选，分别是天
津人民出版社的“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研究”丛书、“经学与
理学”丛书，以及该社与南开大学出版社联合申报的《图
碑证史：金元以来山陕水利社会新探》，天津教育出版社
的“基于‘华夷译语’的汉藏语历史研究”丛书（5册），天
津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智能肿瘤学》。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
尔纳至今未在中国发行过作品单行本，仅在2014年出版
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中可见其两部短篇小说《囚笼》
《博西》。近日，译林出版社再版《非洲短篇小说选集》，让
读者感受新晋诺奖得主的文字魅力，同时呈现非洲现当
代文学的谱系图。

该书是由“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钦努阿·阿契贝与知
名非洲文学学者英尼斯联袂编选的《非洲短篇小说选》和
《当代非洲短篇小说选》之合集，书中收录了16个国家的
38位作家的代表作，如阿契贝的《国内和平》、古尔纳的
《囚笼》《博西》、非洲首位女性诺奖得主纳丁·戈迪默的
《新郎》《特赦》、最年轻的布克奖得主本·奥克瑞的《会合
之城》、“阿契贝的继承者”恩古吉·瓦·提安哥的《片刻荣
耀》、卡蒙斯文学奖得主米亚·科托的《神鸟》等。这些背
景各异的作家，以不同的角度和笔法呈现着非洲历史的
凝聚与离散，展现着多姿多彩的独特非洲。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世界羽联全英公开赛
昨天展开1/4决赛争夺，何冰娇退赛，陈雨菲自动晋级女
单四强，男单“独苗”陆光祖退赛。郑思维/黄雅琼与王懿
律/黄东萍会师混双半决赛，男双何济霆/谭强与女双张
殊贤/郑雨均逆转打进四强。

继首轮收获队友张艺曼的退赛礼后，陈雨菲又收获
了何冰娇的退赛礼。何冰娇因为身体状况欠佳选择退
赛，陈雨菲不战而胜晋级半决赛，将迎战日本名将山口
茜，后者2：0击败高桥沙也加。率先进行的一场女单半
决赛中，中国台北名将戴资颖以19：21、13：21负于韩国
天才少女安洗莹，无缘女单决赛。中国队男单“独苗”陆
光祖因身体原因临阵选择退赛。日本名将桃田贤斗以
7：21、21：13、11：21负于卫冕冠军李梓嘉，无缘四强。奥
运冠军安赛龙21：4、21：9轻取印尼名将金廷，半决赛对
阵中国台北名将周天成。

郑思维/黄雅琼21：15、21：15战胜马来西亚组合陈
健铭/赖沛君，与王懿律/黄东萍会师混双四强，后者以
25：23、21：19力克印尼组合乔丹/梅拉蒂。何济霆/谭强
以15：21、21：16、21：14逆转印尼组合卡尔南多/马丁，半
决赛迎战印尼名将阿什桑/亨德拉。张殊贤/郑雨以
19：21、21：18、21：16逆转泰国组合宗功攀/拉温达，半决
赛对阵印度组合乔利/戈比昌德。

李磊因伤无缘12强赛 后防线面临更大压力

临战减员 国足急需调整应对
本报讯（记者 赵睿）昨天，中国队传来糟

糕消息，效力于瑞士草蜢队的左后卫李磊因
伤退出12强赛最后两轮比赛。非血缘入籍
队员集体缺席，海外队员缺阵，缺少高质量热
身赛的锻炼，中国队最后两轮比赛面临的挑
战有增无减。

草蜢俱乐部宣布，李磊在训练中因为右
内收肌受伤离场，经过核磁共振检查，他的
右内收肌肌肉撕裂，预计将缺阵四周左右，
他也将错过3月中国国家队的世界杯预选
赛。李磊也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了电影
《肖申克的救赎》海报，并配文勉励自己：“让
你难过的事情，有一天，你一定会笑着说出
来。”李磊的伤退，令中国队左后卫位置需要
作出相应调整。中国队其他一些队员，也有
不同程度老伤，训练上量之后身体有反应，
例如抵达阿联酋后的首次训练后卫高准翼
缺席,如何避免非战斗减员是教练组的一个
课题。

虽然中国队已没有出线机会了，但后两
场比赛的表现如何，受关注程度不会减弱。
沙特队本场比赛获胜，就可提前一轮拿到世
界杯入场券，比赛将非常艰苦。教练组成员
孙继海透露：“大家非常认真地对待比赛，球
队的整个氛围很好。相信在未来的两场比
赛当中，球队能有一些改观。”据悉，教练组
比较担忧的是队伍缺少高水平热身赛来拉
升状态，适应沙特这种亚洲顶级队伍的攻防
节奏会比较吃力，尤其上半场可能会被压
制，而一旦陷入被动，中国队很难保证球门
不失。教练组近来仔细复盘中沙两队首回
合比赛，考虑如何抑制对手，力争不让他们
打“疯”了。

据了解，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此次率队
出征，他到目前为止没有给队伍设置任何目
标，专注做好中国队和U23国足的保障支持
工作。陈戌源前不久曾表示，这个时候队员
都知道应该怎么做。

本报讯（记者 申炜）中国足球职业联
赛大面积的欠薪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足
协乃至国际足联的高度关注。如何妥善解
决这个问题，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最近几个月时间，国际足联收到了
很多针对中超和中甲俱乐部的投诉，主
要原因就是欠薪问题。和外界所曝光的
俱乐部相比，实际上目前存在欠薪问题
的还有很多，据说中超俱乐部有近2/3都
存在这样的情况，情况远比外界所想象
的更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协没有置之
不问。最近一段时间里，中超和中甲俱
乐部都递交了2022赛季职业联赛准入材

料，但很多俱乐部都收到了中国足协的
回复，要求针对存在的欠薪问题作出解
释和进行解决。对此，各俱乐部只能给
出解决方案，一旦无法通过的话，新赛季
准入资格将被打上一个问号。

各俱乐部焦头烂额的同时，也导致转
会市场比较冷清，尽管中国足协取消了转
会人数方面的限制，但各俱乐部买人的兴
趣并不大。截至目前，转会市场上的主角
应该是“升班马”梅州客家，他们一口气引
进了包括李帅、刘盛、廖均健、陈哲超、王伟
等球员。不过梅州客家的花费并不多，因
为这些球员都是自由身加盟，这应该成为
目前比较流行的转会方式。

同样以自由身加盟的还包括赵宇豪，
考虑到目前河北队的实际情况，他加盟河
南嵩山龙门队应该不存在障碍。此外，武
汉队已经和上赛季的一些主力完成了解约
事宜，赵宏略有希望加盟河南嵩山龙门队，
如果这笔交易顺利完成的话，算是性价比
超高的转会。

大连人队的汪晋贤已经确定转会长春
亚泰队，他之前为大连人队效力了五个赛
季，一直被球队视为“非卖品”。在中超投入
最大的时候，曾经有俱乐部想要花费巨资引
进汪晋贤，但未能如愿。如今随着“金元足
球”的落幕，球员们的身价终于恢复到了正
常区间。

欠薪问题影响俱乐部整体运行

中超转会冷清“升班马”梅州客家成主角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

昨天在贝尔格莱德开赛，首日决出五枚金牌。瑞士女飞
人坎邦德吉以6秒96夺得女子60米冠军，古巴选手马丁
内兹和希腊选手滕托格罗分获男子三级跳远和跳远金
牌，葡萄牙选手东莫拿到女子铅球冠军，埃塞俄比亚选手
海露夺得女子3000米金牌。

最受关注的女子60米，坎邦德吉在最外道后来居
上，杀出重围打开7秒大关，跑出6秒96的历史并列第
四好成绩夺冠。两位美国选手布里斯科和桑特·皮尔
斯分别以6秒99和7秒04获得亚军和季军。东莫以20
米 43 拿下女子铅球冠军，创造 8年来该项目最好成
绩。美国选手伊列20米21获得亚军，荷兰的舒尔德19
米48拿到铜牌。海露跑出8分41秒82，夺得女子3000
米冠军。

男子三级跳远产生本届赛事首金，马丁内兹跳出17
米64夺冠。葡萄牙名将皮查多以17米46屈居亚军，美
国选手斯科特17米21排名第三。男子跳远决赛，滕托格
罗跳出8米55摘金，瑞典选手蒙特勒和美国选手丹迪分
别以8米38和8米27获得亚军和季军。

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

首日决出五枚金牌

据新华社电 大连人职业足球俱
乐部19日发布公告，宣布聘任谢晖为
男子一线队主教练。
大连人俱乐部公告中表示：“根据

《关于选聘大连人职业足球俱乐部男
子一线队主教练的公告》，秉承公平、
公正、公开原则，经公开面试选拔，大
连人职业足球俱乐部聘任谢晖先生担
任男子一线队主教练。”

谢晖此前在2020年3月底出任中
甲球队南通支云队主教练，去年8月
他因个人原因辞职。

大连人在上赛季中超联赛排名
倒数第二，之后在附加赛中失利降入
中甲。

大连人俱乐部官宣

谢晖出任主教练

读者“云端”享文化大餐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近日，中新友

好图书馆推出了线上展览、“懒人”听书
等一系列“无接触”活动，让读者足不出
户即可享受在线读书、看报和听书等文
化大餐。

线上展览“天津滨海渔家非遗文化
展览”分为六期，依次为读者推送《渔家
非遗文化载体——老风船》《国家级非遗

“汉沽飞镲”》《滨海新区非遗蔡家堡“渔家
号子”》《渔家谚语》《滨海非遗“蔡家堡船
对”》《天津非遗美食“汉沽八大馇”》。

新增的“懒人读书”数据库内含13个
大类、115个小类，包括外语学习、人文社
科、相声评书、文学著作、商业财经等多类
型，提供超60万章节、18万多小时的有声
书资源储备。读者可通过该馆微信公众号

进入。本月陆续开展的线上活动还有“二
十四节气”——“春分立蛋”儿童创意手工
征集、“绿色你我，传递梦想”环保手工线上
课堂、“带你走遍中国”地域文化阅读推荐、
一周阅读“绘”等。同时，将原本线下的进
社区、进学校活动改为线上，推出“童心向
党，阅享童年”少儿荐书等线上阅读推广及
科普活动。

《非洲短篇小说选集》再版

《神探大战》4月2日上映

本报讯（记者 张

钢）由韦家辉监制、编
剧并执导，刘青云、蔡
卓妍等主演的电影《神
探大战》定于 4月 2日
在全国公映。该片日
前发布一组剧照，为观
众预告了影片中的部
分大场面戏份。
该片取材自香港的

真实案件，讲述了“癫佬
神探”李俊独行查案抓
获犯罪分子的故事。刘
青云扮演的李俊是一名患有精神疾病、拥有多重分裂人
格的“神探”，他自称能够看见凶手，正是因为他的“癫
狂”，才令他破获了悬而未决的奇案。

刘青云表示，“参演该片我挑战了很多的‘不可能’，
有些场面我此前都没有试过，比如吊威亚拍水底戏等，每
一场戏都让我觉得很有难度。”

中新友好图书馆推出系列线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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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作家作品进民宿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日前，蓟州区开展
了本土作家作品进民宿活动，充分发挥“精品
民宿+农家书屋”的作用，推动文旅融合发
展，提升民宿文化品位。

此次活动为蓟州区首批164家民宿配送
了以鲁迅文学奖得主尹学芸为代表的本土作
家图书13种，共计1196册。其中包括尹学芸
的《岁月风尘》《寻隐者不遇》《李海叔叔》《慢
慢消失的乡村词语》《遍地都是野芹菜》，以及
《蓟州谈古》《诗画蓟州》《蓟州生态之旅》《独
乐寺藏乾隆御碑图释》等具有浓郁蓟州特色
的作品。

本土作家作品进民宿，不仅增强了图书
的流动性、共享性，还为游客开启了一扇眺望
蓟州风土人情的窗口，让游客在饱览蓟州山
水同时感受蓟州的文化气息。

2022年全英公开赛

国羽四项晋级四强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快乐生活剧
场：亲爱的爸妈（22、23）

21:20非你莫属

天视2套（103）

17：55 剧场:我叫苗
金花（15、16）

19：25相声大会

天视3套（104）

17:30 剧场：独生子
女的婆婆妈妈（31、32）

19:00 剧场：刺刀英
雄(44)枪花（1—3）

22:00晚间剧场:设局
(37-38)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永远一
家人（16、17）

天视5套（106）

18:55 直播:体坛新
视野

天视6套（107）

18:30 警方报道
19:20 法眼精编
20:10 百医百顺
21:00 生活黑科技

天津少儿（108）

19:30多派玩儿动画
《萌鸡小队》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亲爱的爸妈》第
22、23集 柳碧云在江天
怀的劝说下答应做主考
官，江梅威逼利诱柳碧云，
说帮了江森，自己就和她
做朋友，柳碧云坚持原则
和标准不收江森，气走了
江梅。招生考试，欧阳红
的考试表现得到了所有人
赞扬。江森由于过度紧
张，唱完便晕倒了。欧阳
红以第一名考进了京剧
团，江森未被录取。王改
风带着对婆婆的恨，跟江
森回了乡下。拜师仪式，
欧阳红毕恭毕敬给柳碧云
敬茶，柳碧云教欧阳红入
行的规矩，要她立誓成角，
欧阳红感动落泪……

天津卫视19:30

■《我叫苗金花》第
15、16集 黑头找到金花，
劝说她跟杨家保持距离，
亲近沈家，金花巧妙回
绝。黑头分配工作，把金
花分到了最偏远的地区，
大夯替金花打抱不平，被
黑头顶了回去。主任答应
给金花粮食，金花拖着粮
食准备下山，可是山路太
陡，翻车了。大家把金花
从悬崖边救了上来……

天视2套17:55

■《永远一家人》第
16、17集 全家纷纷拿出
财物，希望通过赔偿厂里
损失来减轻大哥的罪行，
但大哥还是被判了三年多
的监禁。大哥入狱，杜守
福精神遭受重创，只能靠
保林站出来担起这个家。
长期被轻视的他竟在这种
情况下得到了证明自己的
机会。大嫂找到一个夜间
开出租车的活计，开始了
奔忙的生活。因此，也就
疏忽了对女儿的管教……

天视4套21:00

■《非你莫属》翟倩
睫，今年30岁，毕业于财
经贸易学院艺术设计专
业。19岁，翟倩睫就考取
了专业瑜伽教练证书。后
来，她不断在各大瑜伽馆
代课学习经验，二十几岁
开设瑜伽类课程。2016
年末，翟倩睫和妈妈开创
了康复性教学瑜伽会所，
因为现在客户落地难，此
次来节目寻求瑜伽、运动、
健康、主播的岗位，能否顺
利求职成功？

天津卫视2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