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位“鲁奖”作家和您聊聊读书

本报讯（记者 申炜）在中国男足结束12
强赛的征程之后，吴曦、张玉宁和张琳芃3名
球员已经正式和U23中国男足会合，备战今
年9月份的杭州亚运会。

在结束近3年来的首次国际比赛“迪拜
杯”，U23中国男足在4月初回国，目前在海口
进行为期21天的医学隔离观察。利用这段时
间，球队也抓紧时间进行磨合，备战东亚杯和

杭州亚运会。昨天上午，U23中国男足的队
伍中出现了吴曦、张琳芃、张玉宁3名球员的
身影，他们将以超龄球员的身份加入球队。

U23中国男足之所以增补超龄球员，是
因为杭州亚运会男足比赛的各队允许最多3
名超龄球员（1999年1月1日以前出生球员）报
名参赛。在这种情况下，根据U23中国男足
的实际情况，最终主教练扬科维奇选中了张

琳芃、吴曦和张玉宁。考虑到中国男足今年
已经没有大赛任务，3名球员的加入也不存在
任何障碍。

在“迪拜杯”上，U23中国男足在攻守两
端都出现了问题，3名超龄球员可以弥补球队
的不足。吴曦无疑是目前本土中场球员中最
有实力的，他在中场的组织和策应将给U23
中国男足带来帮助，扬科维奇选中这3名球

员，还是相当有眼光和预见力的。
为了更好地检验这一段时间在海口的集

训效果，扬科维奇提出最好在解散之前安排
一场热身赛。经过联系，U23中国男足将与
正在海口集训的长春亚泰队在24日进行一场
热身赛。对于3名超龄球员来说，他们是否可
以给年轻的队友们带来帮助，也成为比赛的
最大看点。

颜丙涛晋级斯诺克世锦赛16强

扬科维奇钦点 吴曦、张琳芃、张玉宁三人已报到

亚运会U23国足超龄球员确定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从亚足联传来消息，在新赛季亚冠
联赛小组赛首轮角逐中，因报复踢人而被当值主裁出示红牌逐出
赛场的广州队球员关浩津，将面临3场停赛以及部分罚款的追罚。

此前进行的亚冠联赛首轮角逐中，广州队以0：5大比分败给
马来西亚柔佛新山队。比赛第69分钟，关浩津报复踢击对方球员
头部，结果被当值主裁直接出示了红牌。尽管关浩津本人对于判
罚相当吃惊，但当值裁判员是因为认定此次犯规属暴力违纪性质
而出示红牌的。从回放来看，这次判罚并没有问题。

这次暴力违纪性质的犯规同样被亚足联纪律委员会所重视，
关浩津将面临3场停赛以及部分罚款的追罚。需要说明的是，关
浩津停赛的3场比赛包括因吃到红牌而自动停赛的1场。不过从
亚足联现行纪律罚则来看，亚足联是按照“最低限”来执行对关浩
津的处罚。也就是说，亚足联纪律委员会认为动作虽然恶劣，但犯
规严重程度处于最低档。

由于广州足球俱乐部已官宣开除关浩津，因此亚足联的罚单
对他本人来说已经没有太多实际意义。如果亚足联的罚单存在罚
款金额的话，理论上将由关浩津负担。目前，由于无法提前回国，
关浩津依然和广州队在一起，考虑到这件事带来的热度，对于他来
说无疑是一种煎熬。

本报讯（记者 顾颖 摄影 崔跃

勇）昨天下午，天津津门虎队在奥体
中心体育场内场，安排了一次媒体
公开课。通过总时长90分钟的训
练课能够看出，经过前期超过两个
月集训的积累，目前队伍的训练，无
论是内容设置，还是强度调整，都已
经过渡到了偏重实战的阶段，队员
们的状态整体也不错。
虽然本赛季中超联赛的最终

方案尚未对外公布，但是津门虎
队中的每个人，都在尽最大努力
保持专注，做到“时刻准备着”。
教练组每堂训练课之前，都会制
定时间计算精准、强度安排合理、
项目串联紧凑，并且目的性强的
训练计划。某些球员还有单独的
加练计划，有伤的球员，也有各自
的训练方案。另外整个训练过程
中，教练组对训练质量和细节的

要求都非常严格，站在队员们的角
度，就是要时刻保持精力集中，争取
百分之百完成教练的要求。
昨天的训练结束后，津门虎队球

员赵英杰接受了现场采访。全程参与
了上赛季队伍保级，以及过去两个月
集训的赵英杰说：“前一段时间我们球
队一直在封闭训练，这次媒体公开课，
大家都比较兴奋，想把近期的训练成
果展示出来。新赛季的准备期里，我
们球队陆续来了不少新人，通过训练
中的有效沟通和生活中的相互熟悉，
大家已经完成了初步的磨合，包括新
外援拉多尼奇，合练了差不多两周，他
在头球和脚下球处理方面的特点，我
们也有所了解，下一步，大家还要加紧
提高默契程度。”展望新赛季津门虎队
的参赛前景，赵英杰说：“全队上下都
有信心，对比上赛季向前迈出坚实的
一步，实现更高的成绩目标，让球迷们
看到一个‘全新的我们’。”
日常的每一次训练结束前，津门虎

队在场的全体教练员、队员、工作人员，
都会围成一圈，在教练兼队长白岳峰的
带领下，齐声高喊“为天津，加油”。如
今，津门虎队正厉兵秣马，等待新赛季
“为天津，登场”时刻的到来。

关浩津追加停赛三场

CBA总决赛辽宁队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 梁斌）北京时间昨天，在2022年斯诺克
世锦赛正赛首轮的比赛中，中国选手颜丙涛发挥出色，以
10：6战胜英格兰选手克里斯·韦克林，成为继赵心童后第
二位晋级本届斯诺克世锦赛正赛16强的中国选手。颜丙
涛将在第二轮对阵卫冕冠军、英格兰名将塞尔比。
本届斯诺克世锦赛正赛首轮采用19局10胜制，分两个阶

段进行。在北京时间前天进行的首轮第一阶段的比赛中，颜
丙涛与克里斯·韦克林打得十分胶着，最终颜丙涛以总比分
5：4领先结束第一阶段。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开始的首轮第
二阶段的比赛，排名和实力均占优的颜丙涛未再给对手机
会，以10：6顺利晋级第二轮，这也是颜丙涛连续3届世锦赛
晋级16强。与第二轮对手卫冕冠军塞尔比相比，作为首位
获得排名赛冠军的“00后”选手，颜丙涛也有足够底气。在
今年的德国大师赛上，颜丙涛以5：4绝杀塞尔比后，他已在近
三次交锋中战胜过这位世锦赛四冠王。赛后，颜丙涛表示：
“许多人都说我俩风格相似，我已经等不及要和他（塞尔比）
在25局13胜的比赛中碰面了。我会尽可能去享受比赛。他
对台面的控制非常棒，我在防守方面一直都想要像他一样出
色。”另一名中国选手吕昊天以5：10不敌2015年世锦赛冠军、
46岁的英格兰老将宾汉姆，止步正赛首轮。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阅读与人生

记者：您觉得阅读和自己的人生是怎样的

关系？

池莉：如果说食物和空气是我肉身的营养
支撑，那么书籍和阅读就是我精神的营养支
撑。从小开始的阅读习惯已成为我的自然，无
法想象没有阅读的人生是怎样的。我只能说我
拥有阅读的人生挺好，精神世界富有又满足。
尹学芸：人生无法假设。但很多作家会有

相同的感受，那就是阅读改变命运。阅读像灯
盏一样照亮了前行的路，很难想象没有书籍的
陪伴，人生该是多么无趣和晦暗，我们承载了太
多的滋润和光华，所以才能让自己活出精彩。
而那些光华只是取了瀚海中的一瓢而饮所带来
的。所以我总感慨：好书太多，读不过来啊！
张楚：少年时期的阅读让小镇上的我发现

并渴望外面的世界。如果没有书籍的启蒙，我
可能不会是如今的自己。可以说，阅读在不知
不觉中规划了我的人生，并让我对这个复杂多
变的世界继续保持着一种孩童似的好奇心。

书房里的状态

记者：能形容一下您在书房里的状态吗？

池莉：哈哈，神仙状态吧。穿最舒适的松
垮休闲，喝最香香的清茶，有听或者没听最喜
欢的音乐，读那时那刻最想读的书，笔记本和
笔随时伺候，冒出想写的句子就即刻写下来。
尹学芸：在书房里有三种状态，那就是读

书、写作和发呆。无数个虚拟世界是在这里构
建的，无数人物也是在这里创作出来并走出去
的。所以有时候会有幻觉，你只有坐在那把椅
子上，才和那些人物在一起。发呆时会想起一
些人和事，那些人和事非常容易成就你的下一
部作品。
张楚：我在书房里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写

作状态，写作中的人肯定是幸福的，因为处于
创造虚构世界的幸福当中；另一种就是放空的

状态了，坐在椅子上翻看闲书，听音乐，看电
影，胡思乱想，抽烟……即便如此，内心也会荡
漾着绵延不绝的焦虑感。只有进入写作状态，
这种焦虑感才会得到舒缓和终结。

常读常新的书

记者：让您觉得常读常新的书有哪些？

池莉：这个书单就太长了，举例说明：以赛
亚·伯林的《启蒙的三个批评者》，在这七八年的
时间里，反复在读。随着自己阅历和理解力的
增长，常读常新，一次又一次刷新了我对世界、
人类以及自己的认识。
尹学芸：有很多。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

水年华》，它太浩瀚，有一种从无穷尽的感觉，我
实在喜欢这种叙述腔调。还有马尔克斯的《百
年孤独》，把它当成一座村庄的村史来读，孤独
时读，不孤独时也读。
张楚：很多文学经典都是常读常新的，比如

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作品，沈从文和张爱
玲的小说，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
尤瑟纳尔和阿特伍德的小说，等等。文学经典
会塑造我们的小说审美。
记者：您喜欢读什么书？又希望写出怎样

的书？

池莉：我喜欢读最好的书，也希望写出最好
的书。这个标准，完全个体化，正如有一千个观
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万个读者，就有
一万个红楼梦。
尹学芸：我读书没有偏好，最近几年读了

很多过去没有读过、或者读过以后没有消化的
经典，比如《战争与和平》《约翰·克里斯多夫》
等，真是没有比读书更幸福的事了。年轻时会
希望能写一部砖头厚的书，因为觉得创作很神

秘。现在随性一些，不太有创作规划，不论什
么样的文字，用心写，读者就会喜欢。否则，作
者自己也很难喜欢。
张楚：我读书很杂，文学、历史、哲学、社会

学、美学、宇宙学、饮食等方面的书，都会翻一
翻。小说家必须是个杂家，必须对这个世界保
持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心，才能在自己的小说
里创造出独属于他的世界和人物。我有一个
梦想，就是写出一部像托尔斯泰的小说那么宽
广深邃的作品。

作家与读者

记者：希望读者怎么评价您及作品？

池莉：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是人
之常情。曾经，我也喜欢读者净说好话，也曾
只看对我评价最高的评论，不过很快我就意识
到自己的愚蠢，慢慢打消了这样的希望或者说
虚荣心。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总有读者喜欢
你，也总有读者不喜欢你，这才是正常。
尹学芸：有评论界称我是社会观察家，其实

这样的称谓适用很多作家。记住我不重要，如
果有可能，记住我创造出的人物就好。读者如
何评价也不是作者能够关心的，作家用心用情
写，对得起自己和读者就好。
张楚：我的希望很简单，如果他们说：瞧，这

个家伙写得不错。我就很满足了。
记者：怎么形容自己和读者的关系？

池莉：我觉得，我与自己的读者既密切又疏
远，既一无所知又无所不知，是一种云状态；始
终保有一份渴求感与神秘感，是一种纯美风
格。对我来说，这就是理想的关系。
尹学芸：更多的是朋友关系，我在生活中

确实是这样的感受。喜欢你文字的人，肯定
喜欢你。

张楚：和读者的交流常常让我惊讶，他们的
灵魂和我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契合的。那种
从未相识却又心心相印的感觉，也是小说家创
作时潜意识里的一种动力。

文学的启蒙

记者：还记得年少时对您影响最大的作品

或作家吗？

池莉：这个问题不好说，不是记得不记得的
问题，是作品或作家太多、是无法排最大或最
小、还是不断在更换与淘汰的动感状态，作家永
远都在认识自己与其他作家的作品，新的认识
就伴随着更换与淘汰，其影响的变化与修正，也
就不言而喻了。
尹学芸：少年接触到的书籍很少，从没有过

系统阅读的体验。因为作家浩然是家乡人，所
以对他的作品格外眷顾。至今都记得在夏日的
午后，背他的小说篇目入眠，很多章节也记忆犹
新。在描摹现实和刻画人物方面，他启蒙并感
召了我，我在他的作品里借到了光。
张楚：上初中时最喜欢三毛的散文，她让我

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大、又有多么神奇，
她的文笔清澈温暖，有种淡然的自嘲和幽默，特
别适合孩子们读。上高中时喜欢王小波、林白
的小说。大学时又读遍了苏童、格非、余华、孙
甘露的小说，他们对小说世界的开疆辟土，让我
领略了独属于文学的美，并被这种美俘虏，从而
开始走上一条偷偷摸摸写小说的路。

给读者的阅读建议

记者：对青少年有什么阅读建议？读者要

如何寻找适合自己的好书？

池莉：关于这个建议，我已经反复建议十几
年了。这个建议我是不会变的：读己所喜，力求
甚解。前面四个字已经说了怎么去寻找自己的
好书：喜，喜欢的喜，一切从喜欢和兴趣开始。
尹学芸：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喜欢或不喜

欢什么人的作品都很正常。但无论怎样，我强
调阅读的重要性，而且应该从经典读起，那是经
过岁月淘洗的作品，不会让自己读到歧路上
去。我小时候没有这样的阅读环境和阅读氛
围，书店里找一本外国文学作品都困难，至今想
起都引以为憾。
张楚：我觉得喜欢读书的孩子和从不读书

的孩子，对世界的感受能力是不同的。喜爱阅
读的孩子可能更有同理心，更能多维度理解这
个世界，更能设身处地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并对
社会、对人抱以更多的善意和爱。一个阅读者，
总是在广泛的阅读中，找到那些触动自我灵魂
的好书。如果你不主动打开世界，世界会永远
对你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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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讲好天津故事，挖掘津沽历史文化资源，反映新时代人民
心声，展城市形象，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天津出版传媒集
团承办的“‘阅读天津’系列口袋书创作计划”启动，面向
海内外广大作家和文学写作者征稿，邀请大家以文学的
方式记录天津，成为天津故事的讲述人和传播者。
“无论你是来过一次就爱上天津的旅行者，还是土生

土长的天津人，又或是生活在这里的新天津人和国际友
人，都欢迎你来参与，讲述你眼中、心中的天津故事。”天
津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纪秀荣介绍，“阅读天津”系列
口袋书是市委宣传部2022年推出的重点文化宣传项目，
旨在为读者打造一套有生气、接地气、聚人气的大众读
物，让其不仅成为外地游客了解天津的导览手册，还将成
为沟通世界的天津文化特色礼物。

为打造好该系列口袋书，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发布
“‘阅读天津’系列口袋书创作计划”征稿启事。投稿作
品要求为非虚构写作，须具备天津特色，凸显天津精
神，蕴含天津智慧，展现天津文化；创作主题包括但不
限于天津的历史文化、文学艺术、自然物产、人文旅游、
文博非遗、风土民俗、科技创新、哏都百态等，既要紧扣
时代脉搏，又要贴近群众需求，写作风格突出趣味性、
故事性、通俗性。
写作者可自荐投稿，也可由各文学机构、文学网站推

荐投稿；可提交完整作品，也可提交不少于3000字的创
作大纲。征集作品经专家组遴选后，将在天津文明网、天
津出版传媒集团官网公布入选名单，并交由天津出版传
媒集团旗下天津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新蕾出版
社等出版社出版。

征稿时间为 4 月 23 日至 6 月 30 日，投稿邮箱：
yuedutianjin@163.com，邮件名须为“征文+作品名+作者
名+手机号”。详细征稿事宜可通过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官网（http://www.tjcbcm.com）或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官方
微信公众号了解。

本报讯（记者 张帆）视频作品《盘山山色翠空蒙，我
欲登游雾半封》从一位蓟州本地人的视角，为网友呈现了
盘山的绝美风光。

视频中，俯瞰盘山的画面都是作者郝靖爬上山顶航拍
的，这样的拍摄方式有难度。郝靖说，在山顶飞无人机的时
候对风速的要求很高，山顶的气流也是航拍的挑战因素。
“每次创作，我用航拍机从这段飞
到那段，都会有失败的风险，但是
失败的视频我也会保留下来。”他
印象最深的是雨中拍摄盘山，“我
之前从网上看到一个雨中灵隐寺
的视频，感觉非常奇妙，就想试试，
咱们盘山的雨中风景之美也胜过
很多景区。”

“‘阅读天津’系列口袋书创作计划”征稿

寻点“津”之笔 书前世“津”生

盘山山色翠空蒙

“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CBA总决赛昨晚在南昌赛区
展开首回合较量，顶住广厦队上半场的冲击，辽宁队在下
半场全面接管比赛，以98：75赢得开门红。郭艾伦生涯总
得分突破8000分大关，成为历史第12人。
广厦队19日官宣，赵岩昊被诊断为局灶性脑挫伤伴

颅内出血脑外伤综合征，预计住院两周，两周之内如未全
面恢复，则需要三个月至半年。辽宁队官方发布的总决
赛首战预热海报中，持球的手臂上缠满写有重伤球员名
字的绷带，其中就包括胡金秋和赵岩昊。许钟豪在球鞋
上写着对胡金秋、赵岩昊的祝福，二人的球衣也被放在了
广厦队替补席上。就像队友们赛前所言，带着他们的力
量和心愿上场。
在广厦队缺少两员主将的情况下，重任压在了年轻

的赵嘉仁和朱俊龙肩上，他们需要挺身而出帮助孙铭徽
分担压力。同为1999年出生的二人，均是首次出战总决
赛。上半场，赵嘉仁5投5中拿到11分，朱俊龙拿到8分4篮
板4助攻，使得广厦队半场仅以46：49落后，并在篮板球上
以20：19领先。
适应了广厦队的节奏，提升了防守强度的辽宁队第

三节单节24：11领先，最终多点开花一波流带走比赛。辽
宁队篮板球46：40领先，并逼出了广厦队21次失误。辽宁
队完美贯彻了针对孙铭徽的重点盯防策略，孙铭徽全场
仅得到13分3篮板5助攻3抢断，并出现5次失误。第二节
还剩4分28秒，郭艾伦命中三分球，个人生涯总得分来到
8001分，突破8000分大关，成为历史第12人。他拿到全场
最高的24分，并贡献7篮板4助攻2抢断。

内容设置丰富 高强度偏重实战

津门虎公开课 展示训练成果

“4·23”世界读书日将

至，本报推出四期主题策划

报道，以同题问答的方式，分

别邀请图书行业生态链上的

写书人、出书人、卖书人、读

书人，从不同视角聊聊与书

相关的那些事儿，让阅读点

亮梦想，让书香浸润心灵。

首期为读者畅谈阅读、

写作故事的三位作家是中国

作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团委员、武汉市文联主席、鲁

迅文学奖得主池莉，天津市

作协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

尹学芸，天津市作协副主席、

鲁迅文学奖得主张楚。

4·23世界读书日
系列报道 1

池莉 尹学芸 张楚

荧屏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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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视（101）

19:30 快乐生活剧
场：突围（43、44）

天视2套（103）

18：15 剧场:咱爸咱
妈六十年（4、5）19：45鱼
龙百戏

天视3套（104）

17:30 剧场：别样幸
福 (21、22)19:00 剧 场 ：
猎鹰1949 (31—34)22:00
剧场:尖锋之烈焰青春
(14、15)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非亲姐
妹（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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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出没之探险日记》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突围》第43、44
集程端阳要求皮丹自首，
皮丹无奈之下告诉程端阳
自己如果去自首，林满江
可能会送命。程端阳意识
到问题的严峻性，打电话让
齐本安、牛俊杰来到家中。
皮丹将自己所知的京丰、京
胜案交易情况告诉二人。
“长明号”公务飞机是因为
林满江患癌症需要到香港
治疗，傅长明为方便林满江
看病送给他的……

天津卫视19:30

■《咱爸咱妈六十年》
第4、5集 白玉兰责备高
树江没有搞清前妻的生死
就跟她结婚，欺骗了两个
女人。争吵中，高树江把
枪交给白玉兰，威胁她开
枪，白玉兰以为枪中没有
子弹，回手一枪，哪知枪中
还有一颗子弹，正打中高
树江的小腿。高树江赌气
住到单位，白玉兰也不肯
让步，追到单位送药时把
离婚协议书交给高树江，
二人正式宣战……

天视2套18:15

■《非亲姐妹》第12、
13集 冯父从齐东那里追
问出夏明宇背叛了卢月，
他对夏明宇的不满立刻影
响到夏明宇的工程。夏明
宇认为是齐东背后告了他
的黑状，对齐东怀恨在
心。卢月对丈夫仍有感
情，她在家人面前表示愿
意再和夏明宇谈谈，得到
父母的支持。冯依璇却责
备卢月没出息，她借口留
下照顾姐姐设法阻止卢月
与夏明宇见面……

天视4套21:00

■《鱼龙百戏》本期
三组寻师人，分别是来自
天津理工大学相声社的女
相声组合“嘉多宝组合”（伏
多多、陈嘉怡）、青年演员魏
天泽以及两位相声爱好者
“东越组合”（许越、陶捍
东），他们将进行本工展示、
趣味抢答两关的竞技。本
场坐镇现场的监考官是天
津曲协副主席、河南坠子名
家张楷，梅花大鼓名家安
冰，快板名家李少杰。

天视2套19:45

■《今日开庭》今天
原告的丈夫是一位肝癌患
者，他曾经很幸运地找到
了肝移植的供体，也接受
了肝移植手术，手术很成
功。正当夫妻二人以为苦
尽甘来、憧憬着美好的未
来时，意外却到来了。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