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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聚焦新时代主题的歌曲脱颖而出

《春风十万里》深情唱响幸福生活

世界联赛菲律宾奎松站

中国女排赢得开门红
“馆藏明清景德镇窑瓷器展”吸引观众前来“打卡”

走进天博一览“瓷都芳华”

本报讯（记者 梁斌）北京时间昨
晚，在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菲律宾奎
松站的比赛中，整体实力占优的中国
女排充分发挥网口优势，以3：0战胜
欧洲新锐比利时女排，赢得球队在本
站比赛的开门红，三局比分为25：19、

25：22和25：14。此役，中国女排接应
龚翔宇拿下全场最高的19分。北京
时间明天15时，中国女排将对阵加拿
大女排。
相较于土耳其安卡拉站的比赛，本

站比赛中国女排在14人名单上只做了

一处微调，在接应位置上由陈佩妍顶替了
之前的缪依雯。由于球队抵达菲律宾后，
主教练蔡斌身体出现不适，所以本场比赛
由助理教练袁志现场指挥。而比利时女
排在出征本站比赛之前，队内从主攻、副
攻到二传，一共有4名队员感染新冠肺炎
病毒，无缘本站比赛。相比之前的比赛，
此役首发阵容唯一变化是二传丁霞首发
出战并打满三局，在这位老将的有效组织
下，中国女排没有给对手机会，连胜三局
赢得比赛。这也是中国女排在今年世界
女排联赛中获得的第4场胜利。
首局比赛，中国队并未遭遇太多挑

战，而年轻的比利时队在局末阶段失误
频频，中国队抓住机会以25：19赢下首
局。第二局比赛，双方比分一路胶着，但
在最后阶段的关键分上，中国女排展现
出色的拦防能力，以25：22再胜一局。
第三局比赛，中国队在开局阶段用主攻
王云蕗替换李盈莹，志在锻炼队伍，在袁
心玥和丁霞的率领下，中国队本局彻底
压制住对手，以25：14赢下制胜一局。
此役，中国女排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尤其
是在拦网得分环节以10：0领先对手。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文并摄）昨
日，“光辉岁月”——庆祝中国共青团
成立100周年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在天
津画院开幕。
本次画展展出全国27位美术名

家创作的近百幅美术作品。美术家们
以深情的笔触从中国共青团百年奋斗
史中取材，或直接表现革命先烈和重
大历史事件，或以传统花鸟画、山水画
反映中国青年不同时期拼搏奋斗的精
神面貌，或以丰富的视角描绘新时代
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结合天津市“迎盛会、铸忠诚、强

担当、创业绩”主题学习宣传教育实
践活动工作，昨日，天津画院机关党

委与市职工疗休养中心门诊服务部
党支部开展党建共建主题党日活动，
邀请该党支部党员走进展览现场欣
赏美术作品，并举办座谈交流。天津
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展览旨在
用优秀美术作品展现中国共青团百
年来的荣耀历程，为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营造浓厚氛围。展览将举办至
本月30日。

■本报记者 刘茵

陶瓷一直以中华文明的符号被
世界所熟知，天津博物馆新展“瓷都
芳华——馆藏明清景德镇窑瓷器展”
开展近一个月以来，吸引了很多观众
前来参观“打卡”，近距离领略陶瓷文
化的独特魅力。

展出245件（套）文物

景德镇古称昌南，因北宋景德年
间烧制精美的瓷器而得名，有瓷都之
称。景德镇窑始烧于唐代，兴于宋元，
明清时期由于御窑厂的建立，促进了
景德镇窑跨越式发展，形成了以景德
镇为中心，“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
一枝独秀的格局。明清时期景德镇窑
享誉中外，在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我
国瓷器贸易达到空前繁荣。
天博馆藏瓷以明清时期景德镇窑

瓷见长、藏品丰富、精美成序。此次展
览共甄选245件（套）文物，分为绚丽
多姿——彩瓷、色彩斑斓——颜色釉
瓷、中西交融——外销瓷3个单元，涵
盖7个专题、26个品种；展出一、二级
文物100余件（套），其余均为三级文
物。其中，“清雍正款青花红彩云龙纹
盘”“明宣德款洒蓝釉暗刻云龙纹钵”
“清乾隆款粉彩山水图板沿盆”等20

余件文物为首次与观众见面。策展人
崔伯鉴告诉记者：“明清景德镇窑瓷器
收藏是我馆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古
玩收藏市场的一大热点，受众面广。
我馆如此大规模、高质量的集中展出
明清景德镇窑瓷器，尚属首次，体现出
天博的收藏实力。”

官窑瓷器工艺精美

据了解，此次展出的文物中，官窑
瓷器占比七成以上。记者走进展厅，
眼前这些珍贵的瓷器走过历史的浩
瀚，见证时代的更迭，如今它们汇集一
堂，用自己独特的“密码”向世人“诉
说”其背后的故事。
展厅内，一件精美绝伦的珐琅彩

瓷瓶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崔伯鉴介
绍，这是馆藏一级文物“清乾隆款珐琅
彩宝相花纹瓶”，此瓶口部、肩部描金
彩，颈部绘朱红色条状螺旋图案，腹部
施胭脂紫釉并绘三组宝相花纹，颇有
锦上添花的效果，寓“百花呈瑞”之
意。足内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
字三行方款。色彩饱满润美，富丽堂
皇，体现了宫廷崇尚富艳华贵的审美
风致，代表了乾隆时期彩瓷的最高工
艺水平。
“清雍正款粉彩八桃过枝图盘”也

是此次展出的重要展品之一。盘心粉

彩绘一枝桃自盘里延伸至盘外，盘里五
枚桃子、三只飞蝠;外壁三枚桃子、两只
飞蝠；枝叶硕果累累，摇曳生姿，蝙蝠翩
然起舞，寓意福寿双全。构图色彩淡雅
柔丽，阴阳层次分明，如同一幅没骨花卉
画，是雍正粉彩中的珍品。

“二刷”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琳琅满目、制作精美的瓷器在展厅
内交相辉映，收获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
评。市民尚家勇是陶瓷器收藏爱好者，
此次来天博已经是“二刷”这个展览了。
他指着“明宣德款洒蓝釉暗刻云龙纹钵”
这件文物，告诉记者：“洒蓝釉色是明宣
德时首创的品种，为明朝一代所独有，传
世品极少。此次展出的文物可谓件件是
精品，造型别致、纹饰精美、色彩丰富、工
艺水准很高。从中既能感受到古代皇家
韵味和时代风貌，同时也可以看出古代
民间生活的多姿多彩。”
“众多的传世瓷器珍品，是我国物质

文化史上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文明对
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崔伯鉴说，“展览
让观众欣赏精美古代陶瓷艺术品的同
时，也能够了解到明清景德镇窑的发展
脉络，以及装饰工艺和时代特征的演变
规律。我们希望通过举办这样的展览让
文物真正‘活’起来，使之成为扩大中华
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

直播提醒

今日16:30天视体育

天津津门虎队VS成都蓉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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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轮比赛中，与中超新军成都蓉城队
相遇。目前两支球队都是3轮比赛过
后1平 2负积1分，双方对胜利的渴
望，也都不言而喻。
“3 场比赛过后，我们只得到 1

分，成绩不理想，不过总体看来，队员
的发挥一场比一场好。特别是上一
场对阵北京国安队，我们做了大面积
人员轮换，大家表现都很出色，球队
与球员都收获了信心。我们只要保
持自己的踢球方式，全力面对每一场
比赛，相信成绩会越来越好。”津门虎
队主教练于根伟在赛前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客观上，津门虎队比对手少
休息一天，球队备战的重点，还是球
员们的身体恢复，另外，成都蓉城队

是进攻端很有特点的球队，津门虎队
首先还是要保持自己的打法，做好防
守工作，在此基础上，争取本队的进
攻端能有好的发挥。
实际上，关于成都蓉城队，天津

球迷关注的目光，几乎都集中在他们
的巴西外援乔纳森身上。乔纳森当
年曾是天津泰达俱乐部引进的射手，
为泰达队屡屡建功，2020年8月底最
后一次代表泰达队出战后，便淡出了
中超舞台，直至本赛季中超上一轮，
成都蓉城队对阵沧州雄狮队时替补
登场，乔纳森才时隔近两年，真正重
返中超。虽然成都蓉城队主教练徐

正源表示，乔纳森归队时间比较晚，目
前还在恢复中，但是预计本场比赛，乔
纳森依然会获得一定的出场时间。
昨天下午，赶在梅州当地大雨初歇

的时段，津门虎队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外
场训练。虽然随着比赛的推进，队中逐
渐出现了一些伤情，但是，只有上一场比
赛中途受伤被替换下场的周通，没有出
现在训练场。

由新主帅刘浩带领的天津食品集
团男排昨天已前往广东江门，开启
2021—2022赛季中国男排超级联赛
征程。这是刘浩接掌天津男排后率队
征战的首个国内重大赛事，“带队取得
更好成绩”是他的目标，“天津排球底
蕴深厚，社会各界的支持给了我很大
信心。”刘浩表示。
42岁的刘浩在运动员时期是八

一男排优秀球员，曾入选中国青年男
排和中国男排。退役后，刘浩先后担
任八一男排教练员、八一青年男排主
教练和中国青年男排主教练，有着丰
富的执教经验。而在八一男排经历改
革之后，刘浩也接受了天津方面的邀
请，在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周
期伊始，接过了天津男排的教鞭。“天
津是一座有着深厚排球底蕴的城市，

社会各界对排球的支持和热爱给我很大
触动，也很吸引我。尤其是天津正在进
行‘排球之城’建设，这些都让我对未来
充满信心。”刘浩表示。
戴着黑框眼镜的刘浩在训练中也是

相当严格，不放过队员的每一个技术细
节。“作为主帅第一次带领天津男排参加
联赛，有压力也有动力。天津男排正处
于快速发展时期，新的队伍在新的周期
要适应新的技战术打法。排超联赛是对
天津男排训练成果的检验，也是对本队
球员和其他队伍做一个摸底，确定我们
每位球员未来的培养方向。”刘浩说。去
年的排超联赛和全锦赛，天津男排分别
取得第6名和亚军的好成绩，对于今年
联赛目标，刘浩也给出了“向着更好成绩
去努力”的答案。

本报记者 张璐璐

津门虎今战蓉城期待首胜

“天津排球底蕴吸引我”

天津男排新帅带队开启新征程
榜首大战武汉三镇取胜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中超联
赛第四轮进行了3场比赛。在榜首大
战中，武汉三镇队3：1轻松击败了武
汉长江队，排名重返积分榜首。
本轮最引人关注的比赛无疑是

“武汉德比”，武汉长江队和武汉三镇
队目前排名中超前两位。比赛开始
后，武汉三镇队全面掌控了比赛主动
权，尤其外援的发挥相当出色。上半
时，马尔康和戴维森的进球，帮助武汉
三镇队取得了两球领先优势。下半
时，马尔康凌空抽射得手，打入了自己
在本场比赛的第二球。尽管随后武汉
长江队扳回一球，但武汉三镇队还是
以3：1取胜。
凭借冯劲的进球，上海海港队

1：0 战胜广州队，拿到了中超两连
胜。另外一场比赛中，河南嵩山龙门
队3：0轻松击败了广州城队，积分继
续紧追武汉三镇队。

■本报记者 翟志鹏

“一声布谷啼，春风十万里，枝头
桃花红，陌上杨柳绿，这方才播种，那
边又开犁……春风十万里，十万好消
息。”在2020、2022两届的央视春晚上，
歌曲《春风十万里》以朴实的歌词和深
情的旋律唱出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希
望与幸福，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近年来，由市文联、市音协组织创作或
报送的一系列优秀歌曲在全国各类评
选、大赛、展演等活动中脱颖而出、赢
得佳绩，《春风十万里》正是其中之一。
歌曲《春风十万里》由石顺义作

词，孟卫东作曲，殷秀梅、阎维文演唱，
曾入选第八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

曲。该曲立意深远，“春风十万里”的
曲名既指自然界的春风泽被幅员辽阔
的神州大地，又指改革开放以来的万
千气象，让春风源源不断地吹来“十万
好消息”。歌词中，词作者用类似五言
诗句的词句写出了花红柳绿、春季农
忙、燕子衔泥的春天景象，最后升华到
“春天是一首向上的歌，蓬勃勃洒满中
华大地”，让生机勃勃的窗外美景引发
新时代观众的内心共鸣。
在歌词上，《春风十万里》以小切

口表现大主题，而在作曲上，该曲没有
采取磅礴澎湃的风格，而是以平铺直
叙、情真意切的旋律，如娓娓道来般为
观众讲述着生活的新变化和“十万好
消息”。这样的处理，让词曲在主题与

风格上达到了高度统一，使聆听者从一
声鸟啼、一朵花开、一日春耕这样的寻常
景象中，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伟大时代给
平凡的生活带来的无限希望，把幸福感、
获得感随着演唱传递到每一位观众的耳
畔与心中。
市音协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下半

年，市音协启动了天津市精品歌曲创作
工程，鼓励广大音乐工作者努力创作聚
焦新时代主题，思想性、艺术性、可听性
俱佳的精品歌曲，涌现了一批以迎庆党
的二十大、“你好！天津”、“天津我可爱
的家乡”、描绘我市“871”重大生态工程
等为主题的优秀作品。这些优秀作品目
前正在紧张创作、制作中，将在近期与广
大观众见面。

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开幕

美术作品展现“光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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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外（17、18）

天视2套（103）

18:15剧场：坐88路
车回家（15、16）19:45鱼龙
百戏

天视3套（104）

17:30剧场：当人心遇
上仁心（28、29）19:00剧场：
狐影（12—15）22:00剧场：
破冰行动（10、11）

天视4套（105）

21:00剧场：老伴（26、
27）

天视5套（106）

20:15 中超联赛第一
阶段第4轮 天津津门虎
VS成都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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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楼外》第17、18
集 马三新和霍老板说于
钟声养鸵鸟就是为了报复
尹东义，而且于钟声不想
当上门女婿，不想吃软
饭。尹东义找于钟声聊
天，尹东义表示自己这次
不会再输给于钟声了，但
是于钟声表示无论尹东义
怎么练，自己都能超过
他。两个人立下赌注：在
鸵鸟业，如果于钟声输了
就不计前嫌放弃一切仇
恨；如果尹东义输了，于钟
声说做什么就做什么……

天津卫视19:30

■《坐88路车回家》
第15、16集 被训斥后的
黄哆在父亲黄胜利生日这
天一个人跑到江边给父亲
烧纸，彻夜未归。黄元帅
和高山等人满城疯找，天
亮了才在江边找到了冻僵
的黄哆，此时黄哆已经不
认识任何人。高山及时找
来了精神科的医生，把黄
哆哄到了医院……

天视2套18:15

■《老伴》第26、27集
马晓建白天在外工作，就留
陈茜文和二老在家。封闭
的公寓和与陈茜文格格不
入的生活习惯，令马丙坤和
林芝花感觉特别别扭。两
个老人不停地找事情做打
发时间。马丙坤在外晕倒
送往医院。马晓建怪罪陈
茜文没和父母处好，两人的
矛盾一触即发。马丙坤和
林芝花也开始想到底去哪
个孩子的家最好……

天视4套21:00

■《鱼龙百戏》本期
节目迎来三位老擂主表
演，他们是评书演员张福、
快板演员赵丹丹，以及山
东快书演员方琦。重回娘
家的张福表演了一段评书
《姑娘打擂》精彩连连，大
展实力；赵丹丹带来一段
快板书《千锤百炼》片段，
展示扎实的基本功；方琦
献上一段山东快书《梁山
好汉美名扬》，来迎接自己
的老朋友们。这三位老擂
主还联袂演出了一段“女
三书”评书、快板书、山东
快书联唱《玲珑塔》，将现
场气氛推向高潮。

天视2套19:45

■《今日开庭》钓鱼
作为一项简便的户外活
动，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
青睐，不过在户外钓鱼的
时候，由于对环境的不了
解，加之不注意安全，意外
溺亡事件导致悲剧。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