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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天津——说变化晒幸福

听电力故事 感受时代变化

本报讯（记者 张帆）“杨柳青变电站肩负‘引电入网’
的特殊使命，是天津西部电网的重要一环。”短视频《时光
印记——杨柳青变电站的前世今生》，听“老电力人”杨志
杰讲述这座运行了30多年的变电站焕发新生的故事。
为何聚焦这座变电站？短视频策划人刘文静说，杨

柳青变电站承载了很多电力人的
工作印记，从变电站的新旧交替，
反映城市的发展变化。刘文静
说：“小时候家里会停电，常备有
蜡烛。如今用电量越来越大，但
家里很久没有停过电了，也不会
备蜡烛，我觉得这就是新时代的
一个变化。”

天歌献上两台云上民族音乐会

新外援埃德尔披上10号战袍

津门虎队大赛将临拍张全家福
中超争冠格局引人关注

本报讯（记者 梁斌）北京时间昨晚，2022年世界女
排联赛在土耳其安卡拉揭幕，北京时间今天23时30分，
中国女排首战荷兰女排，这不仅是新一届中国女排的首
秀，还是中国女排新任主教练蔡斌的亮相之战。对于与
荷兰女排的比赛，蔡斌希望队伍能够尽快进入比赛状态，
在场上敢打敢拼，打出中国女排的精气神。
经过了几天的适应，蔡斌透露，全队一开始因为长途

旅行而有些疲劳，现在逐渐调整过来，也倒好了时差。蔡
斌认为，中国女排需要通过比赛了解对手，这次参赛，正好
观察主要对手在东京奥运会之后是否出现人员变化，同时
也在比赛中找到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

本报讯（记者 顾颖 摄影 赵博）昨天下
午，天津津门虎队安排了外场训练，训练开始
前，在球队最近一直使用的足球小镇3号场
地，全队拍摄了赛季全家福。
最近几天，除了逐渐进入“临战模式”，开

始根据赛程和对手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备
战，包括津门虎队在内，中超各队的另外一项
重要任务，就是配合中超联赛官方，进行各种
联赛宣传素材的拍摄。外援埃德尔非常高兴
入队的时间刚刚好，他没有在球队的全家福
中缺席。昨天拍摄完毕后，埃德尔在津门虎
队训练的前半程，也参与了球队合练，后半
程，则与张卫、张一等几名队友一起，由体能
康复教练哈维尔带领，进行单独训练。
初来乍到，35岁的埃德尔给教练、队友们

的第一印象是身体强壮、状态不错。不过由于
重庆两江竞技队在俱乐部宣布退出中超联赛
前的一段时间，就已经停训，埃德尔近期缺乏
场地有球训练，因此，他还需要一定的调整。
对上赛季跟随江西北大门队，在梅州赛区打过
中甲联赛的埃德尔来说，这个赛区他并不陌
生，和教练、队友们相互熟悉，才是最急需的。
关注津门虎队的球迷们都了解，在之前

天津津门虎队递交给中国足协的报名名单
中，从某种意义上代表“核心力”的10号空
缺，此番仿佛是阴差阳错成全，在引进了重庆
两江竞技俱乐部的3名球员后，津门虎队已
经决定，埃德尔成为10号球衣的新主人，朴
韬宇归来后，继续披上前一个赛季就属于他
的24号战袍，孙学龙则选择了37号。

2小时45分钟三盘激战，生理痛和右腿
伤的双重侵袭之下，19岁的郑钦文遭世界第
一、前赛会冠军斯瓦泰克逆转，以16强的战
绩结束了自己的首次罗兰·加洛斯之旅。现

场观众和对手起立为年轻的中国姑娘鼓掌，
她在喝彩声中昂首离开菲利普·夏蒂埃球场。
开局无论是0：3，还是2：5落后，郑钦文

都没有轻易放弃，顽强将比赛拖入抢七。在
抢七局2：5落后的情况下，她以多变的战术
连续拿到5分，7：6逆转拿下首盘，终结了斯
瓦泰克本届法网一盘不失的纪录。第二盘
0：3时，郑钦文右腿出现问题，申请赛会医生
进场进行包扎。厚厚的绷带影响了她在场上
的移动，很快0：6丢掉该盘。
即便吃了止痛药都无法控制的生理痛，

加上右腿伤，让郑钦文有“在场上就是快要死
掉的感觉”。但即便如此，她也从未想过退
赛。“我很珍惜和世界第一比赛的机会，也
想看看到底能做到哪一步。我不会轻易放
弃，我想要坚持战斗到最后。”决胜盘开始
前，郑钦文撕掉了右腿上的绷带，坚毅的眼
神让人们感受到她要和对手“硬刚到底”的
决心。然而很遗憾，最终的胜利未能属于
她，2：6告负，结束了自己的首次法网之旅。
“第一盘我追了几个盘点，但是后面有点

可惜，我没办法把注意力放在享受网球上，没
有把自己真正想要展示的东西呈现出来。希
望下一次交手可以把自己有的东西真正发挥
出来，看看谁比较厉害。”虽然有遗憾，但郑钦
文更能积极思考问题，“我在这站增加了很多
新东西，包括放小球。我一直相信自己的水
平，我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证明我有能力达到
那个位置。这一次对我来说有很多突破，第
一次打败世界前20，对阵世界第一看到了很
多值得我学习的方面，也看到没有什么真正
的差距。”
仅仅是生涯第二次出战大满贯赛事，郑

钦文就创造了“金花军团”在本届法网女单赛
场的最好成绩。“我还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和
提高，我会不断督促自己，努力进步。我不能
在这里停下脚步，这只是开始，我还有更多机
会展示自己。”年轻的姑娘，既谦逊又霸气。
人们在期待着“下一个娜姐”的到来。
自信、阳光、大气、永不服输的拼劲，加上

19岁的青春年华，郑钦文让人们看到了无限
可能的未来。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讯（记者 申炜）本周五，新赛季中超联赛将正式
开启。从16支球队扩军为18支，争冠格局也随之发生变
化。除了山东泰山队和上海海港队之外，谁能够杀入争
冠集团之中，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随着母公司遭遇危机，本赛季广州队的前景并不乐

观。在刚刚过去的转会窗，广州队大部分主力都陆续离
队，目前仅剩韦世豪、蒋光太、严鼎皓和杨立瑜等球员。从
热身赛的表现来看，广州队的发挥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只
是由于缺少外援，这支球队恐将退出争冠集团。
毫无疑问，新赛季最有竞争力的球队是山东泰山队和

上海海港队。冬窗期间，上海海港队对球队进一步补强，
张琳芃、徐新、冯劲和恩迪亚耶加盟。山东泰山队也引入
了国脚廖力生和外援克雷桑，实力算是稳步提升。
当然，目前困扰两支球队的问题不少。上海海港队

此前将近两个月时间都没有正常训练，热身赛0：4输给
大连人队，已经说明了问题。山东泰山队的备战情况正
常，不过球队可能在联赛后期将失去核心孙准浩，这名外
援有可能入选韩国队并且参加世界杯。
谁能遏制上述两队的争冠势头，也成为外界关注的

焦点。从实力来看，北京国安队、河南嵩山龙门队、深圳
队都具备了搅局的可能。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日前记者获悉，由市教委主办
的《小英雄雨来》诵读视频展播活动广受关注。截至目
前，抖音官方话题“管桦百年”“小英雄雨来”的播放量总
计超过700万次。
作家管桦的《小英雄雨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即被选进

小学语文课本。今年是管桦百年诞辰，此次活动旨在发
挥经典文章的典范作用，引导学生学习英雄事迹。活动
开展以来，同学们积极参与发布个人诵读视频，还有许多
家长也参与进来，录制亲子合作诵读视频。值得一提的
是，60年前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潘捷朗诵的《小英雄雨
来》，作为诵读示范与孩子们在此次活动中相遇。现已
90高龄的潘捷为此次活动写下题词“向小雨来学习”，与
孩子们共勉。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六一”和端午节期间，天津歌
舞剧院“云·舞台”系列剧（节）目展播将在“直播天津”平
台带来两场高水平的民族音乐会，邀请小观众和民乐爱
好者在节日期间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
今日19:30，由著名指挥家汤沐海执棒、天津歌舞剧

院民族乐团演奏的“良宵”民族交响音乐会亮相。这台音
乐会是天歌2016年名家名曲系列演出之一，曲目上既有
新作品也有经典作品，在主题和演奏形式上十分丰富。
观众将欣赏到民族管弦乐《龙舞》《良宵》《山村节日》《丝
绸之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唢呐独奏《黄
土情》等作品。音乐会还将演出民族管弦乐《霸王别姬》，
由梅派青衣演员与民族乐队联袂呈现，淋漓尽致地演绎
传统艺术的柔情与磅礴。
“龙舞狂想·跃东方”民族音乐会将于4日19:30上

演。这台音乐会的指挥是著名指挥家彭家鹏，除了对
音乐作品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诠释，他极富个性的指挥
风格也是民乐舞台的一大亮点。音乐会的曲目包括
《良宵》《茉莉花》《古槐寻根》《龙跃东方》等，这些作品
诞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观众可以从中感受到民族音
乐的发展与传承。

《小英雄雨来》诵读展播受欢迎

憾负头号种子无缘法网八强 郑钦文赢得掌声

19岁金花未来可期
等待最恰当时机

曼城与瓜帅谈续约

中国女排世联赛首战荷兰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为庆祝“六一”
国际儿童节，昨晚，天塔湖风景区、天视少
儿频道、天津一飞智控、天津音乐广播、天
津经典音乐广播、天津滨海广播私家车
878联合策划推出“追梦童年 快乐六一”
特别灯光表演。
这场集空中无人机演艺、科技文旅等

多种元素于一体的童趣创意灯光表演，恰
如充满科技感的环境友好型“烟花”，不仅
点亮了昨晚的津门夜空，还通过直播引爆
了网络。
本次特别灯光表演分为天塔灯光表

演、无人机灯光表演两大板块，分别在河西
区天塔和滨海新区第十大街联动举行。这
也是天塔和一飞智控首次联动策划献礼
“六一”的童趣灯光表演，创意解锁“低空数
字元宇宙”造景新技能。
昨晚21时，天塔灯光表演开场，在一

个小时的表演时间里，天视少儿频道面向

全市征集的百张孩子笑脸照片，与“致童年
拾童趣”“愿你一直可以天马行空”等组成的
童趣主题灯光画面，轮番点亮天塔塔身。6
月1日晚，天塔灯光表演继续精彩上演，天塔
微信视频号、抖音号同步直播。
昨晚，接力天塔灯光表演、点亮滨海新区夜

空的是610架无人机的灯光表演。其以纸飞机

盘旋开场，随后，千纸鹤、魔法书本、悠悠球、电子
宠物小鸡、七彩花、棒棒糖等标志不同年龄段人
群童年记忆的闪亮画面一一绽放在夜空，“童心
不泯 一切皆甜”“天真可爱不知愁 我是最棒小
朋友”等充满童心的灯光字幕，唤起众多网友共
鸣。最后，610架无人机以星空降的方式逐一错
落下降，恍若星辰触手可及。
6月1日19时30分，“追梦童年 快乐六

一”特别灯光表演将在天视少儿频道播出。
此外，当日12时至14时，天视少儿频道将联
合天津经典音乐广播推出“六一”大型融媒体
直播活动。

天塔灯光秀点亮“六一”
610架无人机灯光表演在滨海新区上演

据新华社电 英超冠军曼城俱乐部主席穆
巴拉克5月30日表示，他不会催促2023年夏天
合同就将到期的主帅瓜迪奥拉决定去留，而是
要等待最恰当的时机与西班牙教头谈未来。
刚刚结束的英超2021—2022赛季，曼城

凭借最后一轮逆转战胜阿斯顿维拉，保住对
利物浦的1分领先优势，5年内第四次捧起英
超冠军奖杯。穆巴拉克坦言，曼城这一次卫
冕太过紧张刺激，他在球队与维拉的比赛过
后足足花了两天时间才缓过来。
瓜迪奥拉作为“蓝月亮”近6个赛季的主

帅，已率队收获11个奖杯，其中4个英超冠军
分量十足。穆巴拉克直言：“我们的合作创造
了许多奇迹，即将迎来的第七个年头，将会翻
开又一个令人兴奋的篇章。”
瓜迪奥拉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即

便他选择与曼城续约，也要到下赛季结束时。
对此，穆巴拉克表示：“我们一起实现了许多成
就，（续约）谈话会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进
行。”他还特别强调，一定会是在对瓜迪奥拉而
言最合适的节奏、时间以及框架下进行。

■本报记者 仇宇浩 刘茵 刘莉莉 翟志鹏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我市博物馆、
图书馆、出版社、文艺院团等准备了丰富多
彩的线上活动，文化润童心，“云端”享童
趣，陪伴小朋友们度过一个快乐的节日。

“云端”开启博物馆盛宴

今年的国际儿童节恰逢我市第36届
科技周。为了让小朋友们足不出户就能了
解“超级大白鲨”武装直升机、歼-6战斗
机、62丙型护卫艇等“大国利器”，平津战
役纪念馆举办线上有奖竞答活动，围绕平
津馆大型兵器相关知识，让孩子们感受军
事国防的魅力。
今日，天津自然博物馆开启一场线上

直播活动。该馆科普宣教部的老师带领孩
子们“云端”漫步“家园·生态”展厅，走进野
生动物的世界，与澳洲袋鼠作伴、与南极企
鹅为友，寻找热带雨林中的秘密……开启
一场环球动物之旅。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今日在该馆官方网

站、微博、小程序上同步推出“喜迎二十大 文
物传精神”红色文物系列海报第三期。该馆
精选馆藏20件精品文物，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让小朋友们了解文物历史、领略伟人风采。
红色宣讲《周恩来出演新剧的剧照》

《北方局旧址》《一条毛毯的故事》，歌曲演
唱《万水千山》……来自大沽口炮台遗址博
物馆红色文化宣讲团的小成员通过“云
端”，送上丰富多彩的红色宣讲和文艺展
演，传承红色精神。

出版社推出直播荐书

新蕾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天津科
学技术出版社推出直播荐书、“六一”书单、
免费电子书、云上领读等多种线上活动，让
孩子们的节日充满书香。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邀请旗下各出版社

的童书编辑为小读者开出“六一”书单，推
荐《中国的孩子》《云顶》《游侠小木客：青少
版》等童书。今日，新蕾出版社通过抖音直
播，为小读者解读“国际大奖小说”“亲爱的
古代朋友”“山猫医生来了”“戴小桥和他的
哥们儿”等一系列精品童书。6月1日和2
日，新蕾出版社还为家长和小读者们准备
了《我想知道你的名字》《扑克游戏》《狗来
了》《羽毛男孩》《我们的国粹·京剧故事》
《我们的国粹·相声趣话》6本免费电子
书。在云上领读活动中，领读人将与小读
者相聚线上，共读《中国的孩子》。
天津教育出版社开出“六一”书单，为青

少年推荐《童心向党话心声——“探寻党史
遗迹，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征文优秀作品选》
及“海洋秘闻馆”“蛟龙探海奇遇记”等丛书。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开出特惠书单，为

宝爸宝妈推荐《用思维导图读懂儿童心理学》
《构建积极家庭——教你运用积极心理学轻
松育儿》《从小培养财商高的孩子》等图书。
此外，该社还推出“六一”特卖专场活动。

图书馆与你线上“童”乐

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河西区图书馆、滨海新区图书馆、泰达图书
馆等推出一系列有趣且有益的线上活动。
天图推出“童心喜迎二十大 书香筑

梦新时代”儿童节主题系列阅读推广活
动，包括“书香浸润童年 阅读点亮人生”
读书卡设计征集，“书香迎盛会 童赞新时
代”主题征文，“阅享好书 共同成长”——
《别让太阳掉下来》亲子读书会，《清悦之
声》领读人——《中国的孩子》儿童节特辑，
“大手牵小手 诵读有传承”亲子诵读，“奋
进新征程 阅读向未来”2022年家庭亲子
阅读线上导读活动等。
河西区图书馆的“快乐‘六一’浓情端

午”线上活动，通过视频教大家包粽子，既
动脑又动手，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加深对传

统节日的了解。
滨海新区图书馆为小读者献上“与你‘童’

乐”——儿童节主题线上讲座、“书香润大地，
画笔映童心”主题绘画线上作品展、“扣好人生
第一颗扣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活动
之经典诗词配画作品线上展览。
泰达图书馆推出“绘本为伴 快乐阅读”

活动，通过视频和文字让小读者了解并爱上
绘本；“童心未泯 永葆童真”线上荐书活动，
为小读者精选了可在线观看的精美绘本《农
夫的梦想》《父与子》《星星钓鱼》等。

天津儿艺“云端”连播5部儿童剧

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推出多部优秀儿童剧
线上展演，于“云端”陪伴小朋友们欢度节日，传
递中国故事的真善美，5部剧目进行连续五天
的线上展演。昨日播出的《寻找海力布》讲述
了小英雄海力布为救草原万物生灵，不惜牺牲
自己的感人故事。剧中民族风情浓郁，载歌载
舞。年轻妈妈吴琼表示，陪孩子看一场有故事、
有内涵的儿童剧，让儿童节过得更有意义，也期
待恢复演出后能够走进剧场享受亲子时光。

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

推出主题云队日系列活动

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精心准备了主
题云队日系列活动，通过该中心微信公众号，
少年儿童可以在“云端”聆听红色故事、品赏
文化大餐。
今日至6月5日，该系列将推出丰富多彩

的活动：过主题队日，听思政教师讲红色故
事、学做红色书签；学习“自强之星”动人事
迹，感悟小伙伴们勇敢坚毅的不屈精神；寻访
红色足迹，云游红色展馆，跟随小讲解员“云
端”打卡红色教育基地，一起手绘红色地图；
共享端午，“云读”传统文化，阖家包粽子制香
包；悦享缤纷童趣，与爸爸妈妈探索心理小
屋，乐享亲子游戏；守护绿水青山，“云享”美
丽地球，共绘环保故事等。

我市博物馆、图书馆、出版社、文艺院团等推出丰富的“六一”系列活动

文化润童心“云端”享童趣

昨晚，天塔举行“追梦童年 快乐六

一”灯光秀，“致童年 拾童趣”“今天与你

童乐”等12幅充满童真童趣的主题灯光

点亮津城夜空。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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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6）

天视2套（103）

18:15剧场：暖春（11、
12）19:45模唱大师秀

天视3套（104）

17:30剧场：美丽谎言
（34、35）19:00剧场：孤岛
飞 鹰（35—38）22:00 剧
场：重案六组三（16、17）

天视4套（105）

21:00剧场：继母后妈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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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6集 佟丽华找到佟
梓华，说同意两万块大洋
卖掉密疏，约岛田在得月
楼交易。佟梓华喜不自
胜，草弥却担心有诈，让
佟梓华把交易地点改在
佟府，并严密部署。趁众
人交易密疏之际，丁宝悄
无声息地自梁上沿一条
黑缎倒挂而下，将毒药准
确无误地下到岛田的酒
杯中，又迅速翻上房梁，
隐入黑暗中……

天津卫视19:30

■《暖春》第11、12
集 听见小花挨打，香草
娘于心不忍，于是又着手
给小花找了个人家，和香
草把小花接了出来。小花
抓住香草死也不撒手，香
草把小花带回了家。爷爷
终于又见到了小花，心疼
地看着小花身上的伤，小
花抱着爷爷哭着说再也不
离开爷爷了……

天视2套18:15

■《继母后妈》第27、
28集 薛礼强和小艾被薛
礼燕的事搞得焦头烂
额。凡凡又惹是生非，坚
持要等罗秋出狱后和她一
起生活。小艾答应只要凡
凡安心上学，她来照顾罗
秋。精神失常的薛礼燕
跑到程广衫家里大吵大
闹，程广衫把薛礼燕送到
了精神病院……

天视4套21:00

■《模唱大师秀》在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
《模唱大师秀》录制了“六
一”特别节目专场。与以
往的节目形式不同，“六
一”特别节目没有了票友
之间的同台竞技，取而代
之的是一群可爱的娃娃
粉墨登场。虽然年龄还
小，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理
解戏曲唱词背后的含义，
但是孩子们身上的那种纯
真以及对戏曲的热爱，让
人感受到戏曲的魅力和传
统文化的美。

天视2套19:45

■《今日开庭》这场
官司发生在一对父子之
间，儿子小冯把自己的父
亲告上法庭。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