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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状态 精益求精

天津女排“五一”假期恢复训练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北京时间
昨天凌晨，46岁4个月零28天的奥沙
利文18：13战胜特鲁姆普，第7次在
克鲁斯堡封王，成为年龄最大的世锦
赛冠军。奥沙利文追平亨德利世锦
赛7冠纪录，同时集齐7套大满贯（世
锦赛、英锦赛和大师赛均7次夺冠），

39个排名赛冠军巩固了其历史第一
的位置。
世锦赛开赛前，奥沙利文就曾

经说，不在意纪录，只享受比赛，但
很可能会夺冠。他做到了，追平了
此前由亨德利保持的7冠纪录。“可
以和亨德利分享这一纪录，这感觉

很好，亨德利是绝对的传奇。不过这
只是一天结束时的一个数字罢了，说
实话我不会太在意，纪录的事情没有
干扰到我。我参赛并不是为了追逐这
个，我只是试着去享受比赛，努力参与
竞争，然后就让斯诺克之神来决定该
如何选择。只不过在这17天里，他站
在了我这一边。”
奥沙利文对自己的“迷弟”对手特

鲁姆普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可能是我
期盼的最好的结果，与一位年轻而又对
荣誉如此渴望的对手进行战斗，我必须
全力争取每一局的胜利。特鲁姆普非
常伟大，他还会拿到几次世锦赛冠军，
其他人最好现在行动起来。”特鲁姆普
和自己儿时的偶像来了个大大的拥抱，
“他对我说了很多令我动容，并且颠覆
我之前看法的话，我爱他，直到这一刻
我才意识到他是怎么看我的。很高兴
能和他一起分享这张球桌，在我的整个
职业生涯中，他一直对我很好，他就是
最好的球员。”
第30次出战世锦赛，奥沙利文的总

战绩74胜 23负，胜率高达76.2%，单杆
过百已达202杆。他8进决赛赢下7次，
夺冠率达到惊人的87.5%。奥沙利文第
7次成为年终世界第一，追平塞尔比，仅
次于亨德利的9次。46岁4个月零28天
的年纪，让他成为史上第二高龄的世界
第一，仅次于雷·里尔顿（50岁206天）。
“我已经46岁了，对手都是20岁出头的
年轻人，他们督促我必须保持身体健康，
规划好自己的时间表，今晚是一个美妙
的时刻，能与家人分享这种感觉真是太
棒了。”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五一”假
期，天津渤海银行女排迎来了两天难
得的休息日，于昨天在复康路基地正
式恢复训练。身心充分调整后，重新
站在训练场上的姑娘们热情更加高
涨，不放过每一个技术环节的打磨，力
求全面提升自己。

按照计划，天津女排于1日、2日
两天休息。昨天是全队恢复训练的
第一天，以单项练习为主。受疫情影
响，天津女排一直没有比赛机会，日
复一日的训练自然有些枯燥。不过
主教练王宝泉会适时地给队员进行
调节，“打完联赛后，我们的训练时间
确实更加充裕，队员们整体比较疲
劳，所以要让大家的精神得到放松。

我们组织队员在基地内的院子中散
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另外，大家
平时也会自己看看书、听听音乐，丰富
一下业余生活。”

刚刚从伤病中恢复的杨艺在训
练中精雕细琢着自己的每一个技术
动作。两个月前，她在一次训练中意
外受伤。“当时我的反应比较大，去医
院拍了CT，也检查了骨头，结果显示
都没有什么问题，只是韧带的损伤，就
暂时休息了一下。”仅仅调整了一周时
间，杨艺就重新站在了训练场上，“一
开始只做一些原地防守训练，现在脚
伤基本好了，可以练技术动作了。我
会带着目的去训练，给自己定一些小
目标。训练时我也会用呼喊的方式

进行释放，把正能量传递给大家。”杨艺
介绍。

副攻手张世琦从去年10月份官宣
加盟天津女排，到跟随球队拿到自己的
第一个排超联赛冠军，再到入围中国女
排集训营，可以说是驶上了事业的快车
道。“在中国女排训练营见到了很多高水
平的队员，我的3000米成绩也提高了。
不过感觉自己还有很大差距，技战术需
要通过训练去改善。”张世琦说。

从昨天的训练看，从青年队上来的
年轻队员无论是移动速度还是场上的感
觉都有很大进步。从中国女排训练营归
来的小将陈博雅表示：“我目前是以力量
训练为主，配合治疗自己的肩伤，我会在
训练中一步一个脚印地提升自己。”

C·罗的故事还未结束

本报讯（记者 申炜）37岁的“高
龄”，赛季打入24球，这样的故事只属
于C·罗。3：0大胜布伦特福德，C·罗
打入了一球，他也成为五大联赛近30
年来首位在37岁仍然能够代表俱乐部
打进24球的球员。

对阵布伦特福德是曼联本赛季
最后一次主场作战，对于“红魔”来
说，这是一个失败的赛季，但对于C·
罗而言，则充满了艰辛和进取。赛
后，C·罗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感叹，“希

望借主场收官战这个机会，向我们优
秀的球迷表示感谢，他们陪伴我们度
过了一个艰难的赛季，不离不弃。”

尽管媒体在不断炒作C·罗的年
龄，但对于曼联球迷来说，非常清楚
葡萄牙人这个赛季的表现。和布伦
特福德的比赛中，C·罗在下半时用身
体撞开对方后卫，然后带球突入禁区
被侵犯后获得点球机会。37岁的年龄
还能有这样高强度的冲刺，不得不说
他强悍的体能并不输给年轻人。

数据显示，C·罗本赛季已代表曼联
打进24球，是五大联赛近30年来唯一在
37岁仍能代表俱乐部打进24球的球员。
尽管在英超射手榜上暂时落后萨拉赫4
球，但依然处于金靴的争夺行列。此外，
C·罗的俱乐部生涯进球为698球，距离
700球里程碑已很近。

值得一提的是，赛后C·罗谢场时
对着转播镜头说：“我还没结束！”或许暗
指他的职业生涯依然处于高光时刻，或
许他在告诉外界，自己不想离开曼联。
主帅朗尼克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这样
回应：“C·罗为什么要与曼联告别？他还
有一年的合同，据我所知他下赛季还会
在这里。”

“火箭”第七次笑傲克鲁斯堡

最年长世锦赛冠军诞生

多档五四青年节主题晚会亮相

荧屏奏响“青春之歌”

这其实就像指望一本书没有
封底，完全就是无稽之思，莫名其
妙。陆建芬倒是笑得云淡风轻：退
休就专心带孙子了。李威的儿子
3岁多了，我还没怎么抱过。李想
这边也排着队，他的婚期定在今年
下半年，不等把李威家的送进学校，李
想这边肯定又伸长脖子在等着我了。

李威的婚礼我参加了，2016年11
月17日，在陆建芬老家贾托村。李威
大学毕业后在成都工作，婚宴摆在外
公家，是因为离开二坪，父母没有一间
属于自己的房子。记得婚宴上李桂林
致答谢辞，说到对儿子的亏欠，一时间
无语凝噎。一晃几年过去了，同样大
学毕业后在成都工作的李想，婚礼又
在哪里举办？李桂林夫妇要我到时一
定来喝喜酒，自然而然，我得找到坐
标。李桂林似乎难以启齿，“贾托村”
像三只蚊子在耳边飞过。陆建芬眼神
也很复杂：娃娃没沾到我们什么光，我
们却啃了一辈子老。

我不确定我在安慰他们还是肯定
他们：娃娃沾你们的光也不少。学生
在信里都写了，你们就像对待亲生儿
女一样对待他们。实在要怪，就怪你
们娃娃太多，自己又只有一双手。

话是这么说，二坪人也真是从来
没把我们当外人，只差没把自己身上
的肉割给我们吃！这样的话，我差不
多每次上山都会听夫妇俩说到，并且
后面一定会跟着一个或一串故事。这

次也不例外，李桂林说，李想他妈喉管做
完手术，村里人天天都来看她，劝都劝不
住。

他的话让我无限感慨。感慨村民的
感恩，感慨夫妇俩和村里人水乳交融，感
慨他们30年初心不改、无怨无悔。李桂林
脸上浮起得意的神色：前不久，布依村和
二坪村合并了。布依村八百多人，二坪村
四百多人，合并后还叫二坪村，小鱼吃大
鱼，还不是因为二坪小学名声在外。就说
这学期，我们一年级26个学生，中心校9
个；我们三年级27个学生，中心校还是9
个。几十年过去了，布依、田坪还有不少
娃娃往二坪送，说明人家认可我们、相信
我们。再有钱也是一辈子，再穷也是一辈
子，人到最后，都要交给一把火，变成一把
土。一个人做的事别人认可、自己满意，
老了回忆起来，就是最大的幸福。

李桂林多数时候为人低调，一旦得
意起来，从来不会管控自己的语言，刻意
让自己显得低调，所以刚才他对自己的
学校津津乐道。

我丝毫不觉得意外，倒是在心里边
想，被一股孩子气的天真紧紧包裹，这样
的灵魂才会像没有剥除外壳的荔枝，保
持着柔嫩和新鲜。

113 我的无限感慨

有人说和珅的后身是世所不
齿的慈禧太后。其意是和珅为了
报仇，而化为女身来惑乱清朝。
此说虽属附会，却也反映了人们
对和珅与慈禧的痛恨。当然，和
珅留下的还有乾隆皇帝赐给他的
城中府邸庆郡王府（即后来恭亲王奕
的恭王府）和海淀这边的淑春园。

据侯仁之先生《未名湖溯源》一文
考证，和珅淑春园的前身是康熙重臣纳
兰明珠的自怡园：“最初的自怡园，就是
日后的淑春园，两者同是一地，只是前
后的名称不同而已。”康熙二十六年
（1687）在明代清华园旧址上改建的畅
春园落成后，康熙皇帝把畅春园附近的
地段分赐给皇子皇室、王公贵族们建造
园林别墅，以作为离宫御园的辅翼。这
些园林在后来圆明园建成后皆附属于
圆明园，从而形成“朱邸连云翼紫宸，屏
藩重望属亲臣”（胤禛《世宗御制文集》）
的壮观气象。其中，畅春园以东弘雅园
以北的自怡园就赐给了纳兰明珠。

纳兰明珠（1635—1708），字端范，
叶赫那拉氏，属满洲正黄旗，历任康熙朝
内务府总管、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康熙
十六年（1677）授武英殿大学士（当朝一
品，相当于宰相）、太子太傅等
要职。所以自怡园又称明珠
相国园。自怡园修建之前，其
长子、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已经
去世。明珠和二子揆叙两代
居自怡园三十多年，康熙帝曾

经临幸，不少文人学士也争相游观赋诗，故
该园闻名遐迩。康熙四十七年明珠去世
后，自怡园传于揆叙。揆叙曾任工部侍郎、
左都御史等职。他曾将西城龙华寺整修一
新，康熙帝特赐名“瑞应寺”。明珠的三子
亦有花园，在离自怡园不远的海淀水磨村。

自怡园在畅春园建成的同年开始兴
建，今天的未名湖最初即开凿于这一年。
由畅春园的总设计师、造园大家叶洮主持
设计并建造。作为叶洮代表作的自怡园具
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它规模宏大，占地532
亩，以水景为主，风格偏于素雅，有一副恬
淡的田园意境。园中诸景，颇有文人气息，
曾品题分为二十一景：筼筜坞、桐华书屋、
苍雪斋、巢山亭、隙光亭、邀月榭、含漪堂、
双竹廊、双遂堂、静镜居、朱藤迳、芦港、柳
沜、茨汊、野航、钓鱼台、红药栏、南桥、北湖、
荷塘、因旷洲等。这种分景品题，明显模仿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辋川别业二十景。揆
叙和他的馆师查慎行、汤右曾、唐孙华等均

分别为每景作诗。
明珠在世时，“多在园居少

在城”（查慎行《雨中发自怡园再
呈院长》诗）。明珠父子园居生
活丰富多彩。年初上元节（正月
十五）就有璀璨灯会。

26 自怡园与淑春园 44 一句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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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安以前从未学过修理钟
表，对此一窍不通，为了掩护身份，
才开了这家钟表修理店。为了尽
快适应身份，他开始研究钟表原
理，凭着在士官学校学过的机械知
识，他很快便掌握了修理技术，凡
是送到店里需要修理的钟表，多数都让
他给鼓捣好了，有这样的效果，上门来
的顾客自然就多起来，修理店中摆满了
送来要修的各种表。若是屋里静下来，
就能听到手表、怀表“嚓嚓嚓”的走动
声，座钟、立钟钟摆“哒哒哒”的摆动声，
要是赶上整点，屋里的大小座钟和高矮
不一的立钟一同打响，声乐齐鸣，好像
在上演一场短暂的音乐会，听起来让人
有一种被时光催进的感觉。
“将来要是不打仗了，我们就一起

开个钟表店吧。”有一次，唐明安一边
修理一座大立钟，一边对在一旁帮忙
的张月霞说。“要是不打仗了，你大概
也就回家了，我们怎么能还在一起呢？”
张月霞无意中的一句话，立即使唐明安
的脸上爬满了阴云。他看着张月霞反
问了一句：“我还有家吗？”便不说话
了。张月霞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引起唐
明安对他逝去的父母和妻子的怀念，她
在心中责备自己：“没心没肺的，怎么
说出那样让唐明安难过的话来？”于
是，她解释道：“明安同志，我没有故意
想勾起你的回忆，让你难过的意思，只
是话赶话地说了一句，让你感到不愉
快，这是我的错，请你谅解。”唐明安放

下手中的工具，十分认真地对张月霞说：
“月霞同志，你不必多想，我没有对你的话
产生什么反感，只是让我想起了亲人们的
音容笑貌，想起了对他们的生活毫无帮助
的愧疚，所以心情才觉沉闷。”张月霞睁着
两只大眼睛，看着唐明安说：“你的大度使
我感动，让我怎么谢你呢？”唐明安看着张
月霞，笑着说：“这样吧，为了表示你对我
的歉意，去厨房做两样菜，晚上请我喝
酒。”张月霞说：“做菜可以，喝酒不行，违
反纪律。”唐明安以商量的语气问：“少喝
点儿行吗？”张月霞坚决反对：“少喝点儿
也不行，万一有任务怎么办？”唐明安说：
“现在是组织上让我们沉寂期间，不会给
我们派任务的，所以请你放心，让我喝一
点儿吧。”张月霞终于妥协了：“好好好，我
说不过你，但你一定要少喝啊。”唐明安开
玩笑说：“好，谢谢我的假媳妇的批准，我
一定照办，只喝一点点儿。”听了唐明安
的话，张月霞的脸浮上了红云。

唐明安看到张月霞的变化，知道自
己这句玩笑开得不妥当，不好意思地吐
了吐舌头。张月霞眼看着别处心却在
想：“这个唐明安啊，平时总是很严肃，今
天怎么开起了玩笑？他说的谢谢‘我的
假媳妇’是什么意思？”

■ 本报记者 张帆

今年适逢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
年，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多档“五
四”主题晚会相继亮相荧屏，“青春之
歌”激荡人心。

聚焦优秀青年 展现青春力量

央视今日推出“五四”特辑，多档
节目展现青春力量。《奋斗的青春——
2022年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将
在CCTV-1综合频道、CCTV-3综艺
频道、央视频等平台联合播出。整台
节目以“奋斗的青春”为主题，聚焦优
秀学生代表、五四奖章获得者、优秀共
青团员、冬奥冠军、感动中国人物以及
青年航空航天工作者，通过青年代表
的“青春分享”，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
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的精
神风貌。整台节目创新性地打造了云
端沉浸式晚会体验场景，观众可以通
过网络端入口，以“数字形象”进入虚
拟音乐世界，共同观看节目、参与实时
互动，感受全新的视听体验。

此外，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
今天推出直播节目《强国有我，不负
韶华》，总台记者走近各行各业的年
轻人，聆听他们的奋斗故事。

“对话”百年青春 奏响时代强音

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和湖南卫
视、芒果TV联合制作的《百年青春·当
燃有我——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
晚播出。节目不仅有易烊千玺、万茜、
张晓龙、金晨等青年演员加盟，还特别
邀请到奥运冠军、特警精英、科技创业
者、疫苗研发人员等不同领域的卓越
青年代表，共同追寻百年青春印记。

易烊千玺作为特别节目的“青春同行
者”，以见证者、表演者、学习者的身
份，“对话”不同时期的青年代表人
物。金晨、张傲月、王诗玥、柳鑫宇合
作“青春风暴”冰舞秀，以冰为界，用冰
上舞和水下舞演绎两个时代并肩作战
的青春精神。万茜、张晓龙、俞灏明、
魏大勋等青年演员代表出演“青春讲
演剧”，讲述不同历史时期的青春故
事，传承砥砺前行的青年精神。

此外，“五四”特别节目还邀请到
2022年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
米冠军、中国代表团旗手高亭宇，北
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蓝剑
突击队修洪伟、田一帆，增强现实
（AR）领域科技创业者史晓刚，中国科
兴新冠疫苗研制“青年突击队”的研
发人员薛峰和质量控制检验员沙云
菲等新时代青年，分享他们积极向上
的青春故事和开拓精神，用青春唱响
“强国有我”的时代强音。

音乐舞台剧诠释“青春万岁”

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指导，中国

青年报社、河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
《“青春万岁”2022五四青年节特别节
目》昨晚播出，以一场特别形式的沉浸式
音乐舞台剧，回溯百年来一代代青年接
续奋斗、凯歌前行的高光时刻。该节目
打破传统舞台局限，没有主持人，而是通
过故事化演绎串联整场。整场节目分为
《浴血燃烧》《青春之歌》《火红乐章》《强
国有我》四大篇章，重现百年青春图鉴中
代表性青年人物，以立体化、多维度、多
视觉的叙事语言打造一场特别的音乐舞
台剧。

《跨时代战书》唱响劳动者之歌

今晚，天津卫视《跨时代战书》推出
特辑“倾听劳动者之歌”，劳动者们用清
澈的声音，唱响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农民歌手王相奎是山东菏泽一位
普通农民，自幼喜欢音乐，由于家里世
代务农，没有机会和条件系统地学习。
在妻子的鼓励下，他像同村的“大衣哥”
一样去参加比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现场嘉宾曹颖表示：“我们愿意当麦苗，
在这里静静地听他的歌。”如今，王相
奎的心愿是既要把麦子种好也要把歌
唱好。

窦立国初中未毕业就从东北小镇来
到北京，做过保安、厨师、快递小哥，凭借
吃苦耐劳和热情实在的性格，从身无分
文到最高月收入20万元，他用自己的故
事向大家证明了普通人的“逆袭”是奋斗
出来的。此外，他还参与了不少公益活
动，捐衣捐书，已给170多所乡村学校建
立“梦想图书室”。

来自河南商丘的刘磊，白天是工地
上普通的电焊工，晚上则是在抖音、快手
拥有200万粉丝的“网红”。在被别人帮
助的同时，他也努力帮助他人，将正能量
传递下去。

《中华儿女》今亮相“云·舞台”

天大原创歌曲《岁月》庆建团百年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在五四青
年节到来之际，天津大学推出原创歌
曲《岁月》，礼赞天大校友张太雷同
志，庆祝建团百年。

张太雷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
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和青年运动卓越
领导人，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长
期以来，天大注重传承和弘扬太雷精

神，做好师生思政引领。“五四潮涌，巨雷
声响，劈混沌天地。星火燎原，引领着亿
万同胞的希望……”《岁月》全曲旋律优
美、大气磅礴、朗朗上口，易于传唱。该曲
由冯公让作曲，陈曦作词，郭晶铭演唱。
在前奏和尾声的配器中，作曲家特意加入
了雷声的声音元素，既隐喻张太雷同志
“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的铮铮誓言，也
向其为革命事业作出的不朽贡献致敬。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今日 19
时30分，天津歌舞剧院“云·舞台”系
列剧（节）目展播将在“直播天津”平
台带来中国多媒体歌剧《中华儿
女》，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为广大
观众献上一台充满信仰与力量的经
典剧目。

歌剧《中华儿女》讲述了“八女投
江”的感人故事。1938年，以冷云为
代表的东北抗联8名女官兵，为掩护
大部队转移，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抗

击日军，宁死不屈，最后毅然投入冰冷刺
骨的乌斯浑河英勇牺牲。该剧由刘忠德
编剧，金湘作曲，李稻川任总导演，是天
津歌舞剧院2014年参加第二届中国歌
剧节的重点剧目。在艺术特色上，该剧
以跌宕起伏、质朴有力的音乐将故事讲
述得荡气回肠。剧中的8位女演员使用
了民族、美声、通俗三种唱法，还融入了
舞蹈元素。舞台呈现唯美精致，特别是
背景中的40棵白桦树，起到了烘托场景
和象征女性英雄的作用。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五一”期
间，天津画院为美术爱好者带来了两
项展览。
“徜徉春天——天津画院在职画家

迎春美术作品展”正在天津现代美术
馆展出，同时也在“天津现代美术馆”微
信公众号推出了线上展。该展览展出
数十幅优秀作品，既有传统花鸟、人物
画，也有反映新时代幸福生活的作品。
“向人民汇报——心象·墨韵·范

扬中国画作品展”近日在滨海美术馆
开展，主要展出天津画院院长范扬创
作的105幅美术作品。这些作品展现
了火热的生活和祖国、家乡的巨变。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五一”假
期，“小北剧场”微信小程序推出“五
一喜乐会”，三部作品供观众免费观
看。动漫视听音乐会“直到世界尽
头”，包含《灌篮高手》《七龙珠》等动漫
音乐；话剧《开心茶楼》以幽默、讽刺的
艺术手法传递正能量；儿童剧《木偶仓
库》教导孩子们遇到困难时要勇敢、团
结、有耐心，用智慧战胜困难。

“小北剧场”推出“五一喜乐会”

天津画院线上线下两画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