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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男篮

将迎人员调整

赛前海报表达球队态度 冒雨备战细化战术环节

津门虎蓄势 打场别样的津京德比
世界男排联赛巴西利亚站

中国队爆冷完胜卫冕冠军

郑钦文王曦雨会师瓦伦西亚站决赛

印尼大师赛国羽揽3冠

本报讯（记者 梁斌）北京时间昨晚，2022年世界男排
联赛巴西利亚站展开第6比赛日的争夺，此前遭遇三连败
的中国男排与卫冕冠军巴西队交手。面对实力强劲的东
道主，中国男排敢打敢拼表现超强，直落三局完胜，斩获今
年世联赛的首胜，三局比分为25：23、31：29和25：23。
本场比赛中国队总结了前面三场比赛的经验，注重

发接发环节的把握。首局中国队进入状态较快，以12：9
领先进入技术暂停。随后俞元泰拦网和跳发连续施压，
中国队将比分拉开到17：12。此后中国队始终保持比分
领先，以25：23先下一城。
第二局中国队依旧保持旺盛的斗志，以12：9领先进

入技术暂停。巴西队此后展开反击，双方打出很多精彩的
攻防回合，比分一直相持到29平，最终随着巴西队触网送
分、张景胤发球直得，中国队以31：29险胜再下一城。
第三局中国队乘胜追击，开局以8：4领先。巴西队通

过加强防反和压制张景胤的强攻，在技术暂停时以12：11
反超，并一度以22：19领先。李咏臻两度拦网建功、张景
胤抓反击，中国队23：22反超。23平后张景胤强攻打中、
对方扣球下网，中国队以25：23获胜。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世
界羽联巡回赛印尼
大师赛昨天落幕，
中国队夺得 3冠 1
亚成为最大赢家。
其中，郑思维/黄雅
琼收获混双赛季第
三冠，陈雨菲女单
夺冠，陈清晨/贾一
凡女双夺冠，梁伟
铿/王昶男双摘银。
郑思维/黄雅琼21：13、21：14战胜法国组合吉凯尔/

德尔吕，自亚锦赛以来豪取15连胜，夺得本赛季第三冠，
也是连续第二站夺得巡回赛混双冠军。陈雨菲和因达农
之前交手以14胜2负占据绝对上风，上个月的尤伯杯半
决赛，陈雨菲还曾2：0击败因达农。此次交锋，陈雨菲
21：16、18：21、21：15力克因达农，夺得赛季首个女单冠
军。女双决赛陈清晨/贾一凡21：18、21：12战胜印尼组
合拉哈尤/拉马汉迪，夺得冠军。
男双半决赛中，世界排名仅第424位的梁伟铿/王昶

2：0横扫世界第一、印尼名将吉迪恩/苏卡穆约，爆出大冷门。
遗憾的是，二人在决赛中未能再次带来惊喜，10：21、17：21
负于印尼组合阿尔菲安/阿迪安托，获得男双亚军。安赛龙
21：10、21：12轻取中国台北的周天成，夺得男单冠军。
东京奥运会女双冠军、印尼名将波莉昨天举行退役

仪式并进行了表演赛。陈清晨、贾一凡、黄东萍、王懿律
等人参加了波莉的退役仪式。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天从
正在四川转训的天津先行者男篮
传出消息，上赛季执教四川男篮的
周金利将出任天津队助理教练，球
队联系的小外援布兰登·杰弗森也
有了回应。

结束2021—2022赛季征程后，
天津男篮迎来了一个多月假期，按
照规定于5月9日归队集中。由于
主教练张德贵在休赛期接受了腰
部手术治疗，至今一直休养未归
队，据悉将于7月份回归。球队刚
集中的半个多月，助理教练张庆鹏
处于隔离中，训练一直由助理教练
孟祥龙负责。5月25日，球队前往
四川转训一个月。受疫情影响，孟
祥龙此次未随队前往，球队训练由
张庆鹏负责。
球队的人员调整和外援引进工

作也在进行中，上赛季执教四川男
篮的周金利将出任天津队助理教
练。据悉，周金利将在球队回津后
正式报到。外援方面有了新进展，
据悉，法甲联赛巴奥夫斯队后卫布
兰登·杰弗森对天津有了回应。杰
弗森出生于1991年，身高1.75米，
体重77公斤，司职后卫。效力于巴
奥夫斯队常规赛期间，他出战 38
场，场均登场33分钟，得到18.2分
2.8篮板4.5助攻。

本报讯（记者 李蓓）亚洲首位终极格斗
冠军赛（UFC）世界冠军、中国名将张伟丽昨
天在新加坡举行的UFC275比赛中，KO（击
倒）波兰对手乔安娜·耶德尔泽西克，全程用
时不到10分钟。凭借此次二番战的获胜，张
伟丽赢得女子草量级冠军挑战权，而乔安娜

则当场宣布退役。
此前在2020年3月，张伟丽曾战胜乔安

娜首次卫冕金腰带，那场对决也在年终被
UFC官方评为年度最佳比赛。两年过去了，
双方的再度相遇势必吸引全球搏击迷的目
光。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的胜者也将获

得挑战新科草量级冠军卡拉·埃斯帕扎的资
格，强强对话之外，比赛被赋予了更多的意
义。比赛首回合张伟丽多次抱摔成功，而第
二回合张伟丽抓住机会，一记转身鞭拳打中
乔安娜面部，完成KO，张伟丽赢得二番战胜
利，夺得了冠军挑战权。张伟丽在赛后表示，
这次比赛自己特别放松，因为在她心里，对手
不是乔安娜而是自己。她还霸气地表示：“我
这次定的目标是全方位碾压。”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WTA125瓦伦西
亚站昨天结束半决赛争夺，19岁的郑钦文
2：1淘汰赛会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51位的
东道主球员迪亚斯，与20岁的王曦雨会师
女单决赛。凭借这场胜利，郑钦文世界排名
将超越张帅，成为中国女单“一姐”。

经过2小时41分钟的三盘激战，郑钦文
6：3、4：6、7：5力克迪亚斯，昂首挺进女单决
赛。凭借本场胜利，郑钦文收获95个积分，
排名第52位（张帅第54位），成为中国女网
首位“00后一姐”。王曦雨6：3、6：4战胜瑞
典选手比约克隆德，杀入职业生涯迄今最高

级别赛事单打决赛，即时世界排名首次跻身
前100行列。

WTA250诺丁汉站女双半决赛中，头号
种子张帅/玛雅以两个6：4淘汰3号种子青山
修子/詹皓晴，将和4号种子多勒海德/尼库
莱斯库争夺冠军。这是张帅继斯图加特站后
今年第二次跻身WTA双打决赛，也是继
2017年伯明翰站之后职业生涯第二次杀入
WTA草地双打决赛。

张伟丽KO乔安娜 赢冠军挑战权

升班黑马止连胜 卫冕冠军赢得苦

本报讯（记者 顾颖）今天16:30，天津津
门虎队将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3轮比赛中，
迎战北京国安队。昨天上午，津门虎俱乐部
对外发布了本场比赛的赛前海报，“尽力守
护、勉力承担”的主题，再次表达了球队面对
联赛、面对自身的态度。
京津足球队，过去很多年一直是中国足

球顶级联赛舞台上的老对手、老朋友，追溯历
史，两队过往的交锋中，从来不乏各种各样的

故事。上赛季，津门虎队艰难中起步，在第一
阶段比赛中，两回合面对国安队，取得了1胜
1平的战绩，是整个赛季的亮点之一。本赛
季，两队都经历了人员和战术打法的调整，从
整体阵容班底上看，津门虎队与国安队相比
仍处于劣势，不过，无论是球队内部，还是关
注津门虎队的球迷，自然都希望此番遭遇战，
津门虎队能够取得好结果。
和津门虎队正在逐渐通过比赛磨合阵容

很类似，国安队目前的阵容，尤其是后防线也
还处于磨合之中。从赛程推进上看，本轮津
门虎队比国安队少休息一天，待到第4轮，又
将比对手成都蓉城队少休息一天，这两场比
赛，在连续考验津门虎队的体能储备，以及现
有“能战”人员基础上的轮换调配能力，站在
这个角度说，今天的比赛，也是一场遭遇战。
昨天下午，津门虎队内的工作安排紧凑，先

看录像、给队员们开对手分析会，之后又转到外

场冒雨进行训练。与深圳队的比赛中，下半时
登场后，又很快出于战术调整需要，被教练组替
换下场的小将孙学龙，训练中表现十分积极。
由于主教练于根伟和教练组在赛后很细致地与
他沟通了当时的情况，并且和他一起分析了当
时假如把他留在场上，另外做人员调度，需要面
对的变化与问题，孙学龙表示非常理解，今后一
定会尽最大努力训练和准备，争取更多的出
场机会，为球队作贡献。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中超联赛第三
轮进行了4场比赛。均取得两连胜的武汉三
镇队和上海申花队本轮相遇，结果两队1：1握
手言和，三连胜的武汉长江队则领跑积分榜。
面对实力强劲的武汉三镇队，上海申花队

此役派出了全华班，摆出了防反的阵型。不
过，比赛开始仅仅10分钟，谢鹏飞捅射破门，帮
助武汉三镇队取得了领先。下半时开始后，上
海申花队一口气换上了巴索戈、曹赟定和吴曦
出场，力求加强进攻。全场补时阶段，毕津浩
头球破门，上海申花队最终1：1成功逼平对手。
尽管队中人才济济，但武汉三镇队还是

止住了连胜的势头，队中只有一名外援的上
海申花队无疑给他们好好上了一课。积分榜

上，武汉三镇队让出了榜首位置，取得三连胜
的武汉长江队则领跑中超。
山东泰山队本轮迎来了全华班的广州城

队，取胜是唯一目标。全场比赛，山东泰山队
射门次数高达32次，不过却久攻不下。第65
分钟，主教练郝伟只好换上费莱尼，加强前场
的高空球优势。第75分钟，刘彬彬底线起球
传中，费莱尼跟上头球打进，山东泰山队最终
1：0取胜。
成都蓉城队0：0战平了沧州雄狮队，拿

到了赛季第一分，全场比赛他们在射门次数
上19：4领先，但始终无法破门。大连人队的
表现依然让人刮目相看，本轮1：1战平了实
力强劲的长春亚泰队。

新
华
社
发

天大迎国内首批非遗硕士新生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6月10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学交叉学科（以下简称“非遗学科”）硕士研究生录
取通知书从天津寄出。秋季新学期，7位新生将进入天
大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冯研院”）开启求学
之旅。
天大冯研院非遗学科致力于培养掌握非遗基础理论

和知识体系，具备专业的田野调查能力，并具有一定的人
类学、民俗学、历史学、艺术学等相关知识技能，能胜任非
遗调查认定、传承保护、宣传推广、转化利用等工作需要
的研究型和管理型高层次专业人才。为了增加学生的田
野实践机会，并将教学与地方文化现实需要相融合，冯研
院正在传统村落遗产资源丰富的浙江西塘和木版年画重
要的产地天津杨柳青，分别筹建实践基地。

冯骥才先生特别注重审美教育，他说：“民间文化都
以审美形式表达出来，只有懂得非遗源自民间生活和情
感的原生态的美，才能产生对文化的热爱和责任感。”冯
研院收藏了大量民间艺术珍品，并在筹建新的博物馆，将
为学生提供非遗审美教育的良好条件。
据悉，冯研院培养的非遗学科硕士生为全日制，基本

学习年限为2.5年，计划在3年内招收30名研究生。已录
取的首批7名学生均为择优遴选的推免生。

童心聚力绘制“多彩的中国”
本报讯（记者 张帆）前日，由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

市群艺馆承办的“多彩的中国”天津市第六届“你好，天
真”少儿创意美术作品展在天津美术馆开幕。

作为第七届市民文化艺术节的子活动，今年的展览
以“多彩的中国”为主题，向全市3—16岁的少年儿童征
集创意美术作品近1200幅，最终选出200幅作品。主办
方精心设计了由入展小作者自画像组成的“艺术群像”，
展示出他们纯真无邪、自由飞扬的鲜明个性。

你好，天津——说变化晒幸福

感受城市烟火气
本报讯（记者 张帆）《欢迎大家端午来天津玩》是美

食旅游博主“天津嘛好吃”的视频新作。视频中的天津在
端午节日气氛中更显特别。
视频中，作者傅国圣作了一番比较，除了网红旅游打

卡地，解放北路、五大道、天塔俯瞰天津美景似乎更有味
道；相较于食品街品尝美食，傅国圣更推荐大家去西北角
和十月美食街品尝正宗的天津早点。这些烟火气都是每
天会升腾起来的，是天津人积极
乐观热情奋进的写照。他说：“过
去不少网友和外地游客私信我，
都是问天津哪里好玩，哪里有好
吃的。现在，大家会找一些鲜为
人知天津美食和旅游景点，问的
问题深入而专业。”

专家盛赞专题片《行进天津》，观之使人共鸣，思之催人奋进——

一座城写给时代的答卷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张帆

连日来，六集专题片《行进天津》在天视
新闻频道持续热播，网络传播热度也有增无
减。全片以影像化的方式形象展现“行进中
的天津”“奋斗中的天津”，为观众提供了了解
天津、热爱天津的素材和场景，描绘了天津发
展的美好前景。

展现一座城市成长之路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
员任吉东看过《行进天津》后表示，该片全面
呈现了津沽九河下梢、海陆交汇、山水相融的
地理风貌，真实再现了津门万年史迹、千年传
承和百年历程的深厚底蕴，集中彰显了津城
忠诚爱国、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人文精神，
用丰富的素材、严谨的史论、唯美的画卷、感
人的情节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一座城市的
成长之路。
任吉东说：“《行进天津》以天津发展的关

键节点和突出亮点为抓手，借助宏观视野与
微观细节的全息扫描与重点解读，采取‘自上
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俯仰角度与移形换位，
再辅以人物事件的场景还原与技术再现，通

过唯美画面与诗意描绘，既具备纪录片的求
真求实，也富有艺术片的惟妙惟肖，更有故事
片的绘声绘色，展现出行进天津的脉动、天
津行进的跃动，为观众活化出有血有肉、有
情有感的津门雅韵与天津印象，观之使人共
鸣，思之催人奋进。”他指出，《行进天津》可
以看作是一部天津政治经济发展史，一部社
会文化进步史，更是一部天津人民奋斗史，
“行进的天津气势恢宏，天津的行进众志成
城。《行进天津》是天津行进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之路上，站在新时代的转型时期和新征
程的历史起点，向党和人民递交的一份沉甸
甸的答卷。”

写给中国和世界的影像家书

天津大学新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陆小华
认为，一部纪录片的价值蕴藏是多重的。“在《行
进天津》中，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所拥有的大自
然美好、珍贵馈赠，可以看到这座城市在不同
历史时空中所作出的历史性和现实性贡献，可
以看到这座城市面对时代之问正做什么样的
精彩回答，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生活的韵味和魅
力。观看《行进天津》，强烈地感受到这座城市
和生活在这座城市奋斗者的使命感、生命力和

鲜活气在奔涌。一部纪录片，因而成为这座城
市写给中国和世界的一份影像家书，成为这座
城市写给时代和人民的一份答卷，成为这座城
市写给未来的一份宣示。”
陆小华还特别提到了该片的结构设计，

“第一集《逐梦远航》形象展现这座城市在完
成什么样的核心命题；第二集《红色画卷》深
切叙述这座城市的红色血脉如何传承；第三
集《星河璀璨》自豪展现这座城市在诸多领域
为中国作出贡献的人们；第四集《魅力之都》
展现生态、建筑、人文之美；第五集《拱卫之
城》从新层面阐发了这座城市的使命意识和
独特贡献；第六集《津沽韵味》从人的感受出
发挥洒出这座城市的神韵和魅力。”
“这部纪录片的影像是精心摄取、编织

而成，从影像叙述节奏、表达手法运用的掌
控中可以感受到既激情又内敛的创作格
调。可以想见，一些韵味隽永的画面，也许
会变为电脑开机画面；这部纪录片的许多部
分，会变为在新媒体平台上广为传播的小视
频，年轻人会以此片进行更具想象力的二度
创作。这样，《行进天津》就在新的时空和人
们的生活中以新的方式行进，持续感染人
们。”陆小华说。

诗性语言与唯美镜头完美结合

在作家王松眼中，专题片《行进天津》特
点鲜明，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专题片不好
拍，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一是形式大于内容，
过于注重画面感，内容空洞；二是内容大于形
式，只注重介绍和议论，画面缺乏美感。《行进
天津》克服了这两种倾向，可以说是声情并
茂。天津这些年无论是在生态环境保护还是
市政建设等方面，都有了破蛹化蝶的巨大变
化。形式和内容，无论忽略了哪一方面，都不
能把天津的风貌充分表现出来，《行进天津》
做到了两方面的兼顾。”
王松认为专题片的叙述语言主要有两条

线：一条是镜头语言，另一条是解说词。如何
把这两条线完美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很大的
课题。“《行进天津》的解说词是一种诗性的语
言，而它镜头下的天津既保留了独有的城市
文化，又有非常明显的时代元素，让观众感受
到这是一座时尚的城市，同时又有很深厚的
文化底蕴。在解说词和镜头画面的相互烘托
映衬下，《行进天津》展现的天津就像一只振
翅的蝴蝶，即将腾空而起，也让观众感受到这
座城市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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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出没之探险日记》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鼓楼外》第11、12
集在派出所里，于钟声正
向金所长求情。所长告诉
他受害者已经苏醒，但骗
他们80万元的父子已跑
到菲律宾去了，追回钱的
可能性较小。于钟声心中
不安。而在这时，躺在病
床上的老于已奄奄一息，
他虚弱地向家里人交代后
事。一家人正伤心落泪
时，老尹特意前来奚落老
于，他以为老于不肯出来
是因为没脸见人，在于家
门外大声嚷嚷……

天津卫视19:30

■《坐88路车回家》
第9、10集 李美丽婚后主
动调离了88路车队，踏踏
实实跟大明过日子。黄元
帅心情非常糟糕，失恋让
他在家完全没了大人样，
没事找事发泄情绪，连饭
也没心情做。黄来馋肉，
趁机偷了马老师准备送给
高山的一只羊腿……

天视2套18:15

■《老伴》第20、21集
在建秋那里碰壁的吴国庆再
次用更换水泥的把柄要挟马
建华，建华苦苦相劝，吴国庆
丝毫不加理会。林芝花想要
用钱来吓退吴国庆，以巨款
相借，不料吴国庆爽快答
应。马丙坤得知后，找到吴
国庆，警告其不要破坏江家
的幸福，并谎称建秋已怀有
江家的骨肉。吴国庆听后，
表示只要小雨，其他并不在
意，马丙坤大为意外……

天视4套21:00

■《最美文化人》作为
戏中人，他既可以将铁面无
私、一身正气凛然挥洒，又
能将阴险狡诈、人心复杂精
准刻画。10年龙套生涯，
卧薪尝胆，40多年一路上
下求索，让学小剧种出身
的他，无论多大舞台，都可
以不发声自有光。如何抛
开人物滤镜，透出演员的
本工底色，本期嘉宾有话
要说，他就是天津市评剧白
派剧团国家一级演员、花脸
名家王杰。

天视2套19:45

■《非你莫属》叶思
齐，今年27岁，毕业于浙
江传媒学院播音与主持艺
术专业。大学时期他获得
省明日之星魔术大赛银
奖，从此爱上舞台表演。
此次，他寻求新媒体方向
的岗位，能否求职成功？

天津卫视2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