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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锈”带 今变“秀”道

你好，天津——说变化晒幸福

系列报道3

贝里奇、安杜哈尔融入球队体系

津门虎今发青岛 最后热身战海牛

结束医学隔离

上海申花大连开练

市舞协推出线上舞蹈展演

本报讯（记者 申炜）在经过了10天的医
学隔离观察之后，上海申花队昨天在大连人
青训基地球场进行了抵连后的首次训练。在
新赛季中超联赛还有两周就要开幕的情况
下，申花队能否尽快找到状态成为了外界关
注的焦点。
5月7日，上海申花队离开上海飞赴大

连，随后于当晚进驻位于大连人青训基地的
中超大连赛区驻地酒店，并按规定接受为期
“10＋7”天的医学隔离观察。17日晚，申花
队在驻地接受了核酸检测。在全员通过检测
后，赛区方面通知申花俱乐部，球队可以从
18日开始训练。不过，接下来球队还需按防
疫规定在驻地接受7天的自主隔离观察。
上海申花队是首支进驻新赛季中超赛区

的球队，赛区在防疫方面相当重视，球队上下
非常配合。由于申花队过去10天时间里都
无法训练，因此这堂训练课以身体恢复为主，
训练的时间并不长。好在新赛季中超联赛将
于6月初开赛，因此申花队开赛前仍能获得
两周的备战时间。
相比之下，上海海港队的备战情况更为

艰难，球队将在今天开始恢复训练。过去两
个月时间里，海港队一直都没有系统性训
练。此外，海港队核心队员奥斯卡目前身在
巴西，俱乐部也已着手帮他办理重返中国的
各项手续。由于新冠疫情原因，奥斯卡7月
之前恐难回到海港队，他也将大概率错过中
超首阶段的赛事。

本报讯（记者 顾颖 摄影 崔跃勇）昨天
下午，天津津门虎队的训练课例行对媒体开
放，今天，球队前往青岛，明天和中甲海牛队
进行一场热身赛，赛后当天返回。
昨天下午，天津的天气比较炎热，刚开

练，队员们已经汗流浃背，对于即将前往梅州
赛区的球队而言，提前感受高温和暴晒，是一
件好事。津门虎队昨天的训练内容，重点围
绕防守展开，量并不很大，不过对细节的要求
严格，外援贝里奇和安杜哈尔，全程参与了球
队合练。
训练结束前，主教练于根伟向队员们告

知了今天出发前往青岛的相关安排，以及随
后的日程。按计划，津门虎队本周五战罢海
牛队归来，就将为进入赛区做最后的准备，假
如中超联赛6月3日开战的时间表不变，津门
虎队的壮行会将在下周初举行，周中全队兵
发梅州。

津门虎队每一堂训练课固定的结束标
志，是全员围成一圈，高喊“为天津，加油”。
从时间上推算，昨天的训练，基本就是球队
出发前的最后一次外场媒体开放课，因而，
昨天的“为天津，加油”，听起来更有出征的
雄壮意味。
作为津门虎俱乐部新赛季开始前最

后一名确定引进的球员，守门员徐嘉敏接
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刚到球队半个月
左右，融入非常快，球队的整体氛围非常有
亲切感和凝聚力，守门员团队相处融洽，能
够做到真正的良性竞争。“主教练于根伟专
门和我细致谈过，谈工作、谈生活，谈未来
的规划，都在设身处地为我着想，守门员
是全队的最后一道防线，要有责任心、能
承受压力，我非常荣幸能够加盟津门虎
队，通过努力，在新赛季为津门虎队作出
贡献。”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天津市杂技团的演员们通过
一条短视频把文物演“活”了。历史文物搭配巧妙创意
和高超技艺，收获一片赞声。
视频中，演员们演得活灵活现：“击鼓说唱俑”憨态

可掬又略带俏皮，“杂技俑”倒立后翻令人叫绝，“散花飞
天”绸带斑斓、姿态优美……专业杂技演员以顶坛子、柔
术、倒立、空中吊床等项目展现了复杂奇特的文物造型，
也展示了演员们高超的技艺。
天津市杂技团团长刘军向记者介绍了视频的拍摄

过程：“我们希望视频拍出来既好玩儿又贴合主题，所以
大家根据一些文物造型，结合团里现
有的节目进行编排，同时以轻松、活

泼、风趣的风格呈现出来。经过
精心的前期准备，视频拍摄利用
一个中午的时间就完成了。”
文物拥有深厚底蕴，杂技拥

有千年历史，“文物+杂技”让这段
视频充满文化气息。而从演员身
边凌乱飞来的道具、反弹琵琶造
型中以扫帚充当琵琶等“小设
计”，也给这段视频增添了风趣幽
默，让人在轻松愉悦中感受中华
传统文化。许多网友发出“被可
爱的历史文物吸引了”“让文物都有了
灵魂”这样的感叹。
视频中，天津市杂技团演员郑滢演绎了两

个敦煌壁画造型。此前，郑滢演绎的冬奥会体
育图标就受到网友欢迎，此番再次“出圈”，又给
了她以杂技创作视频的动力。
借助时下流行的短视频推广杂技艺术，这

是很多杂技人的心之所想。刘军表示：“做视
频要以内容为王，要富有文化内涵，这样才更
有生命力。目前我们计划制作科普类内容，宣
传杂技本体艺术。杂技有很多品类，有的比较
年轻，有的历史比较长，我们讲杂技的历史，讲
其演变的过程、蕴含的故事。杂技背后有很多
文化内容，把这些内容挖掘出来，并以现代的
表现形式呈现，这样的科普好玩儿、好看，能够
寓教于乐。”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2022年全国群众舞蹈网络展
演活动于日前启动，市舞协在线上平台推出首批精选作
品展演。
自2018年起，中国舞协于每年的5月15日启动以

“中国舞蹈日”为概念的群众舞蹈活动，今年的活动以全
国群众舞蹈作品线上展示为主。应市舞协倡议，全市群
众舞蹈相关单位和团体踊跃报送了一批舞蹈作品。市舞
协从中选取了优秀作品5件进行首批展示。这批作品来
自天津传媒学院、津南区文联和津南区舞协以及民间舞
蹈机构，舞者既有少年儿童、青年学子，也有中老年人，他
们以满怀激情的舞蹈演绎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连心歌》
等作品，展现了新时代百姓的幸福生活和我市群众舞蹈
蓬勃发展的景象。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昨天，天津杨柳青画社推出
“线上赏年画 走进工作室”——“5·18国际博物馆日”主
题直播活动，吸引了3000多人在线观看。
活动中，画社传承人高筵和主播李之卉担任“导游”，

引导网友在线参观了画社旗下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
博物馆。馆内藏有年画近万幅、画版6400余块，分为
历史传流、戏曲故事等展厅，共展出 600 多件藏品。
从镇馆之宝——明代《八秩荣庆八宝中堂》到清道光
年间的“十八魁”珍贵木版，再到超大幅的代表性年画
《莲年有余》，两位“导游”将杨柳青木版年画的艺术特点、
制作工艺与文化内涵娓娓道来。尤其是馆内复原的旧时
天津民居，既展示了与世俗生活相关的年画，又直观地告
诉观众年画究竟应该怎么贴。网友们和“导游”即时互动，
十分热闹。
随后，两位“导游”带领网友探秘了画社传承人的工

作室。从天津市级非遗传承人刘杰的工作室开始，“导
游”与各位传承人一起为大家揭秘杨柳青年画的制作工
序——勾描、木刻、水印、彩绘，让更多人了解杨柳青年画
的艺术风格和工艺流程。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日前，记者从天津演艺网获
悉，文惠卡有效期将在原基础上延长3个月。2022年文
惠卡发行工作也将延期进行。
近日，我市部分演出延期或取消，为保障文惠卡用户

的切身利益，天津演艺网将全体用户的文惠卡有效期在
原基础上延长3个月。对于近期取消或延期举行的演出
场次，天津演艺网组织协调各演出主办单位电话通知观
众，并为有需要的观众退票。

本报讯（记者 张帆）孙玮的短视频作品《“远”离城市
喧嚣 近觅身边美好》用1分32秒的时间展示了河西区城
市绿道公园的风景。
河西区城市绿道公园是利用停用的陈塘庄支线铁路，

建成长度为5.5公里的绿化生态走廊。孙玮说：“10年间，河
西区的变化日新月异，一项项民心工程的完成，让河西百姓
的幸福感直线上升。河西区已经是一个生活便利、宜居宜
业的城区了。这个作品主要是以主
播打卡的形式，将绿道公园的人文景
观和自然景致融入到主播的解说配
音中，以一个文艺唯美的成片效果，
体现出河西区城市绿道由昔日铁路
‘锈’带变成了如今城市‘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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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蓓）北京时间昨天，在法国诺曼底举
行的2022年第19届世界中学生夏季运动会上，天津柔道
小将惠欣冉克服重重困难，代表中国出战女子48公斤级
比赛，连胜阿尔及利亚、法国、罗马尼亚运动员闯进决
赛。决赛场上遗憾输给西班牙选手，最终获得该级别银
牌。但这枚银牌也是中国柔道小级别在世界中学生比赛
的最好成绩了。
赛场上惠欣冉不畏强敌，在比赛中表现出较高的竞

技水平，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拿下了这枚来之不易的银牌，
决赛结束时她奔涌的泪水包含了太多的感情。“没有教
练，没有领队，两个孩子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比赛，只能
互相当对方的教练，有异议都不能及时申诉。能够拿到
银牌真的太不容易了。”此次世界中学生运动会柔道队的
领队，也是天津柔道队的总教练赵治山向记者介绍说，16
岁的惠欣冉练习柔道已经4年了，是武清体校的学生，此
前连续两年在全国中学生运动会上夺冠，因此获得了参
加此次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资格，这也是她第一次参加
国际比赛。
虽然赵教练是此次比赛柔道队的领队，但他和另

一位教练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和惠欣冉一起站在诺曼底
的赛场上。“幸亏还有一名天津队队员牛馨冉入选了，
两个孩子还能有个伴儿。”没能陪伴在爱徒身边，两位
教练的心却同时飞到了诺曼底，“比赛的时候我们现场
视频连线，一个队员在场上比赛，另一个队员就负责给
我们直播，然后把我们的战术和意见再反馈给比赛的
队员，这样指挥比赛也是头一遭。”正因没有教练在现
场，决赛制胜时出现争议，中国队无法及时申诉，最终
遗憾告负，但赵教练表示这种经历也是财富，让惠欣冉
一夜长大，加快进步。

世界中学生夏季运动会

天津柔道小将夺银

“线上赏年画 走进工作室”
杨柳青画社主题直播受欢迎

文惠卡有效期延长3个月

昨天，一条历史文物搭配巧妙创意和高超技艺的视频“火”了——

天津杂技演员把文物演“活”了

据新华社电 18日，亚足联第32次代表大
会以线上方式举行。亚足联主席萨尔曼宣布，
明年将参加新一届亚足联主席竞选，争取连任。

萨尔曼在2013年亚足联前任主席哈曼
卷入腐败丑闻后接任亚足联主席，2015年
他作为唯一候选人当选。2019年，萨尔曼

获得连任，现任期至2023年结束。若能再
次当选，萨尔曼执掌亚足联的时间将超过
10年。
亚足联第33次代表大会将于2023年 2

月1日至2日在巴林举行，届时将举行新一届
主席选举。

亚足联主席萨尔曼谋求连任

畅享文博盛宴 感知博物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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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茵

昨日迎来第46个国际博物馆日，由市文物局、滨海
新区政府主办的2022年国际博物馆日天津主会场宣传
活动在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举行。
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的力量”。近年来，

我市博物馆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涉及历史、民俗、军
事、自然等诸多领域，已成为传承文明、俯瞰历史、纵观
文化的重要载体。去年，全市博物馆举办展览378个，
举办教育活动1972场次，接待观众922.8万人次，让“博
物馆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近百项展览展示活动举办

为迎接国际博物馆日的到来，全市文博场馆推出
了陈列展览、主题宣讲、直播导览、研学体验等近百项
展览展示活动，加强了博物馆与公众的沟通、互动。
活动包括28项线上线下展览，其中，天津自然博物馆
推出的《“科学家精神”主题展览》通过集中讲述17位
科学家的科研生涯，传播科学精神，厚植科学文化和
爱国主义沃土。武清区博物馆在线上举办了《潞水帆
樯——大运河武清段历史文化遗产展》，精选具有代表
性的大运河武清段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内容，将运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生活习俗
重现在观众面前。

除了展览，各博物馆还举办了68项线上线下宣传、
讲座、访谈、观影等活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开展“我
眼中的红色文物”活动，吸引公众走进纪念馆感知文物魅
力。天津博物馆推出“云游博物馆 直播看天博”活动，策
展人李君带领大家云游《币览春秋——馆藏历代钱币
展》。天津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陈卓告诉记者：“当下，
博物馆不应仅仅收藏和展示文物，而应创造多元化的空
间，为社会服务。天津博物馆目前将25个展览搬到了线
上，通过互联网和VR、AR等技术，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
尽享文博盛宴。”

天津市博物馆青少年教育联盟成立

昨日，市文博学会、市大中小学思政工作一体化研究
中心、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共同倡议，成立了“天津市博物馆
青少年教育联盟”。联盟将在我市各大博物馆与学校之间
打造共建平台，借助丰富藏品与文化体验活动，通过“引进
来”与“走出去”的双向模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
的家国情怀代代相传。
我市文博场馆充分调动博物馆资源，创新方式方法，

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将博物馆里的文物与青少
年教育相结合，为青少年开启博物馆学习研究之旅。今
年，市文旅局开展了2022年博物馆青少年精神素养培养
优秀案例推介活动，天津博物馆“遇见你·天博——传统
文化主题活动”等10个案例项目被评为示范案例和优秀

案例。天津博物馆与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出版的
《博物馆的秘密》系列儿童绘本丛书，以馆藏文物为依托，
选取天津博物馆10件精品文物，多维度讲述文物背后的
故事。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推出了中小学生“三爱”主
题教育读本《红色津沽》，面向青少年开展红色教育。

文博手语研究培训基地成立

为做好博物馆服务残疾人观众的工作，市残疾人联合
会与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市文博学会在文博领域率先
开展手语服务的推广工作，共同建设天津市博物馆文博手
语研究培训基地。日前，该基地落户天津博物馆，重点开
展博物馆手语讲解员培训和文博专用词汇手语研究，为听
障者打开欣赏文物之美的大门。
2022年初，天津博物

馆率先完成了全馆206段
手语讲解视频的制作，创
新常用文博专业
词汇手语200个，
为有需要的
人群提供无
障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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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四牌楼东（9、10）

天视2套（103）

18:15剧场：樱桃红之
袖珍妈妈（22、23）19:45鱼
龙百戏

天视3套（104）

17:30 剧场：美丽谎
言(8、9)19:00 剧场：绝地
刀锋(19—22)22:00剧场：
重案六组四(26、27)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继母后
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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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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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四牌楼东》第
9、10集 娄三喜劝娄晓月
放弃哈岚，可娄晓月却有
苦难言。当晚正在唱《凤还
巢》，汪四海突然带人闯了
进来，硬说《凤还巢》是禁
戏，要查封得月楼。无奈之
下，娄三喜跪着将得月楼
房契交给汪四海……

天津卫视19:30

■《樱桃红之袖珍妈
妈》第22、23集 正要离开
学校的杜娟听说笑笑受伤
了，急得赶紧去救女儿，却
使母女关系意外曝光。
笑笑愤怒地冲出学校，却
被疾驰而过的汽车撞倒
在地。杜娟和周兰连忙
将笑笑送进医院。周兰
回到家批评娇娇，娇娇一
气之下跑到了周校长
家。周校长正在看周兰
小时候的舞蹈录像，娇娇
以为那是笑笑的录像。周
校长对笑笑和周兰的关系
产生了疑惑……

天视2套18:15

■《继母后妈》第1、2
集 薛礼强是一家工厂的
货车司机，他和师兄开车
拉私活儿，因天气炎热，他
俩下河洗澡。师兄的脚突
然抽筋，薛礼强赶紧游过
去救人，求生心切的师兄
死死抱住他，二人同时沉
到水底。危急时刻，在城
里打工的丁春明骑车路过
此地，他奋不顾身地跳入
河中将薛礼强和师兄推上
岸，自己却因体力不支溺
水身亡……

天视4套21:00

■《鱼龙百戏》“鱼龙
百戏杯”2022虎年曲艺人
才电视擂台3进1的终极
擂台争夺战今晚与您见
面。参加本期晋级擂台
的3位擂主是王石青春、
魏天泽，以及震翰组合
（李震霆、韩翰）。本场坐
镇现场的监考官是中国
曲协副主席、京韵大鼓名
家种玉杰，天津曲协副主
席、河南坠子名家张楷，以
及深受大家喜爱的相声名
家刘俊杰。

天视2套19:45

■《今日开庭》结婚刚
满5年，女方称男方图谋她
家财产，男方大呼情感被
骗，双方因此对峙公堂。是
相互利用的婚姻，还是其中
另有隐情？法官将如何裁
定？财产将如何分割？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