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练促赛 以赛代练 敢于挑战 力争佳绩

中国女排开启世联赛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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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网络文学盗版损失62亿元

特色产品增收致富

你好，天津——说变化晒幸福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为备战
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个窗
口期等赛事，中国男篮原有16人集
训队补充了 3名球员，分别是辽宁
队的高诗岩、浙江队的王奕博和陆
文博。
原有16人名单中已经有7名后

卫，新增补的 3人中高诗岩和王奕
博均是后卫，这样一来，中国男篮集
训队拥有了9名后卫，与锋线人员紧
缺形成鲜明对比。后卫球员“扎
堆”，也势必使得该位置竞争更加
激烈。
此前，中国男篮主教练杜锋接受

采访时曾表示，其中有几人可以“客串”
不同位置。“其实有几名后卫都是可以打
二号位，比如说高后卫胡明轩、赵睿、孙
铭徽、郭艾伦。人员结构上、使用上还是
需要更多的后卫进行调配，这是最后定
名单的一个初衷。”
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赛程显示，从

6月30日开始，中国男篮要在5天内与
澳大利亚队和中国台北队共进行4场比
赛，赛程十分紧密，对队员们的体能是一
个考验。杜锋希望大家珍惜每一次为国
征战的机会，在国际赛场上体现出中国
男篮的精神面貌，展现出新一届中国男
篮好的传承。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纳达尔以
6：3、6：1、6：4战胜同为左手将的东道
主选手莫戴特，携大满贯第300胜强势
挺进法网32强，成功加入费德勒和德
约科维奇的“大满贯300胜俱乐部”。
取得大满贯第300胜后，纳达尔

表示：“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德约科
维奇、费德勒已经在赛场上很多年
了。唯一能说明的就是，我们赢得了
许多比赛，我们都太老了。”德约科维
奇以6：2、6：3、7：6（4）战胜莫尔坎，
连续17年保持赛会前两轮不败，携法
网第83胜晋级32强。

本报讯（记者 申炜）在重庆
两江竞技队退出中超联赛之后，
大连人队已经确定递补。由于进
驻各赛区的计划和时间已经敲定
和落实，大连人队将前往海口赛
区参加首阶段比赛，无缘在家门
口作战。

重庆两江竞技队退出中超联
赛，给中国足协以及联赛主办方制
造了一系列的麻烦。好在大连人队
递补重返中超已成定局，新赛季中
超联赛依然维持了18支球队的规

模。不过大连人队随后也提出了申
请，希望留在大连赛区参加中超第一
阶段的比赛，不过这个请求很难得到
支持。

由于中超分组方案早已敲定，赛
事主办方也通知各队进驻各赛区的时
间，如果进行调整的话，将带来一系列
的连锁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大连人
队只能前往重庆两江竞技队所在的海
口赛区进行比赛。赛事主办方为了确
保竞赛计划落实，不再调整首阶段的
分组结果。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中国女
排从广州乘机飞往土耳其安卡拉，正
式开启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征程。
这是新一届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周期
的首次亮相，中国女排主教练蔡斌希
望队伍利用参加本届世界女排联赛的
机会以练促赛、以赛代练，“前一段漳
州的封训，球队进入到整体磨合期，确
定了基本的打法。但受时间所限，中
间有些需要充实的内容，我们还没来
得及完成。随着世界女排联赛揭幕，
我们会以练促赛、以赛代练。”
在总结球队前一段时间的训练备

战时，蔡斌坦言，队伍现在士气非常
好，队员训练的积极性与投入程度也
都很好，“由于球队阵容较新，近期训
练更多着重于整体配合，也已形成了
一个框架。体能是另一重点，毕竟这
次出国参赛时间达一个半月，体能储
备对球队而言十分重要。”
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共有包括中国

女排在内的16支球队参加，在3个分站
赛中总成绩排名前八的队伍将晋级总
决赛。蔡斌表示：“今年世界女排联赛
与往年不同，结果与巴黎奥运会积分
相关联。因此在锻炼队伍的同时，我
们还需考虑最后的成绩，两者兼顾。
我们第一步要进入前八，然后再继续
往前冲，全力去拼，球队需要通过比赛
加以磨炼与磨合。”
对于自己重新执掌中国女排以来

遇到的困难，蔡斌坦言，困难随时都
有，包括技术或其他方面。
但在他看来，从事竞技体育
的人，不应该惧怕困难，“我
们本就应该解决困难。像比
赛中，对手就在制造困难，我们需要克
服它才能赢球。对于困难，我相信球
队上下会保持积极的心态，敢于挑战、
敢于面对。思想上，我们从倡导为国
奉献、集体主义、拼搏精神入手，把整
体团队建设好。”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本赛季
欧洲协会联赛决赛在阿尔巴尼亚首都
地拉那举行，罗马队以1：0击败费耶
诺德队，首次夺得该项赛事冠军。
欧洲协会联赛是欧足联举办的最

新俱乐部赛事，级别位于欧冠联赛和
欧罗巴联赛之下。罗马队尽管在控球
率和射门次数上逊于对手，但在反击
质量上却高出一筹。
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扎尼奥洛

胸部停球后挑射得手，打入了全场唯
一一粒进球，帮助罗马队最终捧起了
这项赛事的冠军奖杯。

这是罗马队史首次夺得欧战冠
军，就此结束长达14年的冠军荒。主
帅穆里尼奥实现带队夺取欧冠、欧联
和欧协联冠军的欧战大满贯。

罗马获欧洲协会联赛冠军

纳达尔赢大满贯300胜

大连人队将赴海口参加首阶段比赛

中国男篮集训队添3人 后卫位置竞争激烈

26件作品将代表天津参加第十九届群星奖全国复赛

“津彩”佳作逐“群星”
本报讯（记者 张帆）近日，由市文

化和旅游局主办，市群艺馆承办的全
国第十九届群星奖天津地区选拔赛在
我市举行。最终，共有26件作品在各
门类角逐中脱颖而出，将代表天津参
加全国复赛。
2019年5月，群星奖天津地区选拔

赛启动作品征集活动，共收到58件作
品，其中音乐类26件、舞蹈类10件、戏
剧类10件、曲艺类12件。随后，报送作
品的各参赛单位、社会团体代表及个
人，针对本届群星奖作品的创作思想、
创作方法以及创作方向，进行了多视
角、多方位、多形式的论证、打磨和修
改，并邀请我市群文工作专家和基层

观众，对报送作品进行点评，为参赛作
品出谋划策。

5月5日至8日，通过4场复赛评选，
40件作品入围决评。值得一提的是，复
赛采取当天比赛当天“会诊”的研讨形
式，即当天比赛完成，评委现场对作品
逐一“把脉”，并提出修改意见。结合专
家们提出的修改意见，入围决赛的作品
主创人员进行作品的修改和提升。5月
17日至20日在中华剧院进行的4场决赛
中，26件作品最终胜出，其中音乐7件、
舞蹈5件、戏剧7件、曲艺7件。它们将代
表天津参加第十九届群星奖全国复赛。

据介绍，此次天津地区选拔赛参
赛作品，均为2019年5月以后的新创

作。其中既有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有
反映当代基层工作者无私奉献的作品，
同时不乏以幽默的方式讲述百姓生活的
作品。作品在传统特色和地域特色上，
较往届更加浓郁。此外，参赛演员的年
龄结构也呈现多样化——鹤发童颜的耄
耋老人、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天真可爱
的少年儿童都纷纷“披挂上阵”，大家在
群星奖的舞台上尽情绽放。
群星奖是国家设立的全国群众文化

艺术政府奖，是群众文化的最高奖项，每
3年评选一次，包括音乐、舞蹈、戏剧、曲
艺4个艺术门类。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了
十八届，作品均由群众文化工作者和群
众文艺爱好者创作和表演。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5月26日，中国版权协会发布的
《2021年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与
发展报告》指出，2021年，中国网络
文学盗版损失62亿元，超八成作家
受侵害。中国版权协会、20个省级
网络作协、12家网络文学平台、522
名网络作家联名倡议反盗版，这是
网络文学行业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
呼吁。

面临盗版侵权“三座大山”

报告指出，网络文学在高速发
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盗版侵权的“三
座大山”——盗版平台、搜索引擎和
应用市场。2021年，中国网络文学
盗版损失规模为62亿元，同比上升
2.8%，保守估计已侵占网络文学产
业17.3%的市场份额。其中，近七成
网络文学平台和近八成作家认为，
搜索引擎是网络文学盗版内容传播
的主要途径。

超八成网络作家深受侵害

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盗

版平台整体月度活跃用户量为4371
万，占在线阅读用户量的14.1%。多
数网络文学平台每年有80%以上的
作品被盗版；82.6%的网络作家深受
盗版侵害，其中频繁经历盗版的比
例超过四成。

层出不穷的盗版行为背后，是
规模化、体系化、产业化的盗版利益
链。网络文学盗版从早期的手打复
制、截图分享、贴吧搬运，发展到现
在已形成“购买软件—搭建网站—
宣传推广—获取广告—资金结算”
的完整黑产链条。

“全民反盗版联盟”成立

“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是
当前网络文学盗版侵权愈发猖獗的
核心原因。报告显示，权利人维权
耗时多在1年左右，最长的超过5年。

今年4月，由百位知名作家联合
发起，网络文学平台提供技术支持，

搭建了业内首个盗版举报公示平台
“全民反盗版联盟”，旨在调动全行业
力量，集中举报重点侵权渠道，通过全
民监督推动侵权渠道整改，为网络作
家提供“随时发现，随时上传，随时公
示”的维权阵地。

从源头斩断盗版利益链

打击盗版需要多方合力，但搜索
引擎、应用市场主体责任不明确，增加
了版权方的维权难度。对于部分被多
次投诉或以侵权盗版为主业的网站或
App，缺少“直接断链/下架”“加入信用
黑名单”等平台治理规则，无论版权方
投诉多少次，盗版网站及盗版App始终
排名前列、屡禁不止。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胡邦胜指
出，网络文学版权治理的当务之急是
压实搜索引擎、应用市场、广告联盟等
利益相关平台的主体责任，加强打击
力度，从源头斩断盗版利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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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帆）《跟着外国大叔一起，打卡天津
玫瑰村》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展现宝坻区西刘举人庄村
用玫瑰花开启的“致富路”。

王晔昕最初发现天津有个玫瑰村，源于看到一次快
手带货直播。看完后，王晔昕决定把西刘举人庄村变身
“玫瑰村”的致富经过详细展示出来。“玫瑰花象征幸
福、美好和浪漫，天津人能用这种情人眼里的浪漫花朵
种出自己的幸福，这才是天津的浪漫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