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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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排发接发环节发挥欠佳，以0：3不
敌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东京奥运会冠军美国
女排，终止两连胜，这也是球队在本次世界女
排联赛中的第2场失利，三局比分为21：25、
23：25和21：25。北京时间今天19时，中国女
排将对阵老对手日本女排。
面对本站比赛有5名奥运会冠军队员加

入的美国女排，中国女排此役主要输在发接
发环节。在两大主力队员朱婷、张常宁因伤
缺阵的不利局面下，中国女排本场比赛确实
拼尽全力，无奈终因整体实力上的差距，连输
三局不敌对手。
此役，中国队延续此前的首发阵容。首

局，美国队力拼发球，用颇具攻击性的发球有

效冲击中国队的一传体系，而一传出现波动
的中国队受到对手高拦网的抑制，一攻下球
率不是很高。第二局，中国队错失多次防反
得分的机会，以2分惜败。第三局，中国队取
得7：2的良好开局，后半局一传再次出现明
显波动，一攻很难突破美国队针对性拦网，被
对手逆转取胜。
从整场比赛看，中国女排在发球攻击

性、一传保障和进攻环节上明显不如美国
队，自身的高拦网很难有效抑制美国队的强
攻和快攻，尤其是第三局需要球队好好总
结，在开局领先的有利局面下，被对手成功
逆转，这曾经是中国女排的取胜之道。赛后
技术统计，中国女排也是全面处于下风，进
攻得分以35：50落后，拦网得分以5：7落后，
发球得分以3：8落后。

世界联赛菲律宾站0：3负于美国队

中国女排拼尽全力看到差距

《梦华录》展现“她力量”

本报讯（记者 顾颖）经过第4轮赛后
一天的休整，昨天，天津津门虎队开始了中
超联赛第5轮对阵沧州雄狮队的备战。本
轮比赛过后，3个赛区的总共18支球队，每
支球队都相当于完成了与同赛区5个对手
的第一回合交手。
昨天津门虎队的训练安排在上午，

第3轮比赛中受伤的周通，和第4轮比赛
中受伤的外援埃德尔，没有出现在训练
场上，他们目前的重要任务是疗伤。外
援贝里奇全程参与了球队的训练，尽管
伤情已经极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复，不过
他的训练内容和训练强度，依然要紧密
贴合他的康复进度。备战期间意外骨折
的钱宇淼，近期已经开始参与部分对抗

训练，另外，经历了长时间隔离，几乎从赛
季开始才有机会进行外场训练的张卫，最
近的调整状况不错，应该可以逐渐获得出
场机会。
纵观中超前4轮总共36场比赛的整体推

进情况，各队在应对密集赛程方面，选择的方
案不尽相同。津门虎队属于“人员深度轮换”
的类型，除了第2轮比赛的首发阵容，大比例
地复刻了首轮首发阵容之外，随后的第3轮、
第4轮比赛，首发阵容变化都非常大。这一

方面是为了保证队员们的身体状态，尽量避
免疲劳引发的伤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队伍
经过赛季开始前的大幅度人员调整，仍然需
要尽快磨合。
沧州雄狮队4轮比赛过后1胜2平1负积

5分。刚刚经历了一场必须“简单粗暴”应对
的雨战，津门虎队上下这两天除了要针对对
手备战，也在密切关注梅州当地的雨势变化，
主观上，他们仍然希望在场上能够尝试更多
的传接配合。

备战与沧州雄狮队之战

津门虎队仍需尽快磨合

伤病成中超各队头号天敌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脚伤打麻药坚
持打完法网后，纳达尔能否出战温网一直
备受关注。昨天，纳达尔召开发布会宣布
将出战今年的温网，这将是他时隔三年重
回全英俱乐部。
法网夺冠后，纳达尔在巴塞罗那治疗

脚伤。他表示，接受了两次射频消融术治
疗，整体效果值得肯定，虽然疼痛没有完
全消失，不过减轻了，在治疗一周后他走
路已经不再一瘸一拐。“赢得法网冠军让
我提升了自信心，但草地是不同的场地。
我三年没有打过温网了，这让我很兴奋，
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事情给了我希望。我
即将踏上温网征程，在草地上进行训练，
看看是否能做到。”
据悉，纳达尔将于下周一前往伦敦，在

赫林汉姆打一场表演赛，并进行一周的训
练。对于外界关注的赛季接下来的安排，
纳达尔透露，自己的计划是温网之后休息，
随后参加加拿大大师赛和美网，他会尽所
能执行这个时间表。
在发布会上，纳达尔还证实了妻子怀

孕的消息。他表示，为了自己宁静的生活，
希望能够保护好隐私，保持熟悉的生活方
式。“在我看来，为人父母并不会改变我的
职业生涯。”

随着陕西全运会的
结束，新一届天津青年
男排阵容也初步落定，
队伍同时迎来了一位新
主帅——64 岁的鞠根
寅。训练中，鞠根寅和
蔼可亲的笑容让青年球
员倍感亲切。2025年粤
港澳大湾区全运会周期
伊始，老帅鞠根寅表示
要“从零开始”，“天津青
年队有很多潜力股，我
会尽我所能，为天津培
养出更多后备人才。”
鞠根寅曾在上海男

排执教，还曾多次带领
中国少年男排、中国青年男排征战世界大赛，对于培养青年队
员有着独到见解。他认为：“青年队承上启下，一方面自身要
力争好成绩，同时也是成年队的后备军。虽然队员们现在的
基础还比较薄弱，但是几名年轻教练很努力，我要在培养年轻
教练员和运动员上‘双管齐下’，带领全队取得理想成绩。”
天津男排目前共有13名队员，其中8名是天津本土的孩

子。上个月，林俊男、杨俊杰、田毓、韩宇淇、杨鹏5名队员前
往中国少年男排集训。天津5名运动员入选国字号球队，标
志着天津“排球之城”高水平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已初见成效，
而培养健全后备人才梯队也是“排球之城”建设的主要任务之
一。鞠根寅认为这对他的执教生涯是一个全新挑战，可谓压
力与挑战并存：“我知道天津市在着力推进‘排球之城’建设，
天津女排一直是国内顶尖水平的队伍，但是天津男排的成绩
相对要落后一些。我们教练组不怕辛苦，有信心把孩子们培
养成才，从而提高天津男排的成绩。我从事排球工作很多年
了，如今已经64岁，这个周期我想再努力一次，为排球事业作
出贡献。” 本报记者 张璐璐 摄影 谢晨

本报讯（记者 谢晨）2022年国际泳联世锦赛游泳项目的
争夺北京时间昨日下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展开，中国队在首
个竞赛单元的预赛中表现并不理想，不过奥运冠军张雨霏还
是顺利通过了女子100米蝶泳预赛的考验。
女子100米蝶泳预赛，张雨霏完成了她在本届世锦赛上

的首秀，她在预赛第四组第四道出发，最终以57.37秒的成绩
轻松获得本组头名，总排名预赛第三位而顺利跻身半决赛。
此外在男子100米蛙泳预赛中，闫子贝游出59.83秒的成绩，
总排名预赛第五位也顺利晋级半决赛。天津选手杨金潼昨日
携手队友侯钰杰、洪金权和潘展乐参加了男子4×100米自由
泳接力项目的预赛，他们以3分15.39秒的成绩完赛排名预赛
第十位，遗憾无缘该项目决赛。
而在早先结束的花样游泳双人技术自选项目预赛中，中

国“姐妹花”王柳懿、王芊懿以总分92.6378位居第一名。

纳豆确认出战温网

接掌天津青年男排直面挑战

64岁老帅“从零开始”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日前，由西青区杨柳青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项目建设工作指挥部编著，西青文史学者杨鸣起、冯
立主编的《西青大运河诗钞》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千年古镇杨柳青是大运河历史上的重要节点，南来北往

的文人雅士在这里留下过众多诗篇，其中有很多篇目描绘杨
柳青及周边地区的运河风光、风土人情，也有不少篇目借景抒
情，对研究大运河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西青大运河诗钞》
抄录整理了元明清三代中，歌咏西青境内大运河沿岸之地、之
人、之事、之物的诗词284首，每首作品均配有出处及作者简
介，并收录了部分大运河历史照片。全书分为“运河名镇”“运
河风情”“乡贤遗篇”“运河轶事”等部分，使读者从古诗词中一
窥元明清时期大运河西青段的盛景，感悟大运河文化。

■ 本报记者 刘茵

近日，网剧《梦华录》爆红，豆瓣开分8.3，目前评分8.6，不

仅打破了古偶剧难上8分的局面，也是国产剧中少有的高分

之作，豆瓣评分甚至超过了《还珠格格》《步步惊心》等经典剧

集，成为高分现象级古偶剧。

《梦华录》缘何如此火爆？除去男女主角的高颜值和精良

制作外，女主角赵盼儿“接地气”的人设起到关键作用。刘亦

菲一改“神仙姐姐”的清冷疏离，塑造的聪明果敢、自强自立的

赵盼儿，一改观众看厌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宫斗爱情和生

搬硬套的穿越剧情，这样一个又美又飒、专注搞事业的姐姐让

人耳目一新。

赵盼儿出身低微，但她从不自怨自艾、以色事人。脱籍归

良后以卖茶为生，也没有自甘堕落。用导演杨阳的话说：“在

自己想要放弃的时候，坚强地站起来，永远不会向恶劣的命运

低头”。她懂得对自己好，做自己的主，选择自己的活法、伴侣

和谋生方式，她身上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和自由自在的精神世

界，在市井烟火中闪闪发光。

剧中爱情线的设置也跳出了以往古偶剧的窠臼。在被未

婚夫欧阳旭抛弃后，赵盼儿不是渴望被拯救，而是认清欧阳旭

的真面目后洒脱离去。遇到顾千帆后，她虽然考虑自己出身

低微，但也勇敢坦诚面对，不是将其当成救命稻草来攀附。顾

千帆对赵盼儿，欣赏的不只是她的美，更在于她作为女性的独

立和自强以及面对不公命运的奋起反抗。这种精神上的交流

远比以往古偶剧中动不动就“发糖”，更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

姐妹们携手创业也是本剧一大看点。赵盼儿和情同姐妹的宋

引章擅乐能舞，虽出身乐籍，但她们始终相信命由我造。泼辣

能干的孙三娘同样身份低微，靠着杀猪、做果子的手艺养家糊

口。三姐妹各有所长，凭借自身实力将“半遮面”茶楼经营得

有声有色。从她们的创业史中，观众可以看到小镇女孩“北

漂”奋斗的励志故事。

《梦华录》的成功，在于其真正走进了女性观众的内心，

真正诠释出了温柔而强大的女性力量，引发了无数女性观

众的共鸣和喝彩。所以，无论古今，“她力量”都是一道靓丽

的风景。

文 化 时 评

《西青大运河诗钞》出版

张碧晨

张萌

周深 李宇春

杨坤

萧敬腾

众星云集“天津建卫618周年晚会”

“闪耀之夜”为天津“庆生”
■ 本报记者 张帆

昨晚，由京东独家冠名的“闪耀之
夜——天津建卫 618 周年晚会”在天津
卫视直播，众多实力唱将用歌声为天津
“庆生”，也彰显这座城市开放包容、务
实创新的独特魅力。

众星分享“天津故事”

昨晚的直播晚会群星云集，他们不但
用自己的倾情表演为天津“庆生”，也在采
访中讲述了自己的“天津故事”。
作为晚会的主持人之一，杨澜表示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天津的烟火气和兼容
并蓄的城市性格：“我觉得天津有一种开
阔、包容、多元的城市气质。天津人的性
格则是平和、幽默、耿直，特别豪爽的感
觉。”对于晚会，她也充满期待，“这座城
市承载了很多故事，这台晚会会让更多

人了解天津的历史和这里曾经发生、正
在发生的故事。”
回到家乡的“姐姐”张萌用一曲《你好

天津》表达了她的思乡之情：“这是一首很
有意思的歌，有接地气的歌词，值得去感
受，反正我是越唱越开心，因为天津是我
的主场。”从演员到制片人，再到“乘风破
浪的姐姐”，张萌多年来一直在外奔忙，
“这些年虽然回来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每
次回家都会尽量多待几天，感受天津新的
变化，回忆一些小时候的事，还会见见老
朋友。”张萌说，无论走多远，自己身上都
刻着天津人“热情、幽默、务实、重情义”的
基因。
同样是土生土长的天津孩子，张碧晨

为观众奉献了开场曲《开往早晨的午夜》和
歌曲《光的方向》。张碧晨说，每次提到家
乡，还是小时候的回忆最深刻，“当年我如
果听话，爸妈就会半个月带我去‘乐园’玩
一次，这些都是久远的回忆了。”在张碧晨

的眼中，家乡天津是一座有着自己节奏的城
市，“不管是我还是朋友，对天津最大的感受
就是它有自己的节奏，在这里心会很踏实。
如果要我推荐天津好玩的地方，我建议去海
河边走走，海河的桥很有特色，一直走到‘天
津之眼’，真的很美。”
萧敬腾演唱了《萨哈星球》和《海芋恋》两

首歌，他透露自己并不是第一次来天津，“印
象最深的就是煎饼馃子了，享受美食是人生
的乐趣之一，这次在天津我也期待能尝到更
多美食。”

四大篇章致敬天津人民

“山海孕育，海河、运河滋养的这座城
市，走过了618载春秋。悠悠岁月中，天津
见证了南北融通、东西汇流，也见证了近代
百年的风云激荡、觉醒与变革。新时代，天
津正在续写着高质量发展新篇章。618岁的
天津，古老而又年轻，活力澎湃，时刻精彩。”

昨晚的直播中，大气磅礴又不失细腻的
主持词让人印象深刻，负责撰稿的孙磊此前
有过多次大型纪录片解说词的创作经验，但
这一次对她来说依旧充满挑战：“面临的第一
个难题就是如何在天津的雄厚历史、丰富景
观和多元文化中取舍编排，更好地展示天津
特色，抒发人民情怀。作为总撰稿，我和导演
组进行了多次研讨、推演，最终拟定了节目主
题、基调、结构、架构。”
城市之光、奋斗之光、传承之光、未来之

光，晚会的四大篇章在重温历史的同时，也致
敬奋斗中的天津人民，守护传承不竭的艺术
文脉，以青年力量展望美好未来。孙磊介绍：
“整台晚会节目数量多且题材丰富，主持词要
高度凝练，既要活跃气氛，又要为节目穿针引
线、承上启下，甚至是画龙点睛。‘闪耀之夜’
晚会是直播，各个环节、工种的时间，都要在
撰稿中予以保障。我与导演组反复测算时
间，然后精心打磨内容，确保直播万无一失、
节目流畅精彩。”

2022年国际泳联世锦赛开赛

本报讯（记者 申炜）平均四天一场
比赛节奏，加之梅州和海口两个赛区湿
热的天气状况，都给中超各队带来了不
小的影响。目前，各队已经开始出现大
面积伤病情况，这已经给联赛主办方敲
响了警钟。
中超联赛第四轮，最晚开赛的一场比

赛是北京国安队对阵梅州客家队。这场比
赛，北京国安队的外援阿德本罗出现了拉
伤情况，晋鹏翔的脚踝扭伤，一场比赛损失
了两名主力，运气实在糟糕。当然，梅州客
家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杨一虎在比赛
第30分钟的时候就被换下。一场比赛有

三名球员先后受伤，这已经成为了中超联赛
的一种常态。
一方面，赛程和天气状况造成了球员

们很容易受伤，另外一方面由于要考虑到
疫情防控的需求，封闭条件下对于球员们
的伤病恢复存在着一定影响。上海申花队
在通报于汉超伤情的时候透露，他在 5月
22日进行的教学赛当中受伤，经队医诊断
为半月板损伤，因赛区条件有限，只能进行
封闭治疗。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随着天气状况越来
越闷热，球员们在四天一场的比赛节奏中，身
体早晚都会出现问题。中超的三个赛区中，
梅州赛区应该是天气条件最糟糕的。目前有
传闻显示，成都接下来有望取代梅州承办中
超赛事。
对于中超球员来说，密集赛程带来了很

强的疲惫感，糟糕天气制造了不小的难度，导
致联赛大多数场次频繁出现“磨洋工、耗时
间”的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