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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组合摘世锦赛跳水首金

市足协超级联赛精彩不断

参赛6项以4金2铜收官 天津选手石浩玙收获2铜

中国花游创世锦赛历史佳绩

“迎七一 感党恩”

红色经典朗诵活动举行

由于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6轮比赛
中，战胜了赛区东道主梅州客家队，天津津
门虎队上周取得了喜人的两连胜。更宝贵
的是，在比赛中展现出了越来越多“以我为
主”的内容，让津门虎队上下一定程度释放

了压力，也收获了信心。
期待已久的胜利终于来了，但是来得并

不轻松。昨天，中超官方公布了第6轮比赛
的“球员跑动榜”，津门虎队队长王秋明在比
赛中的跑动距离为12216.77米，排名第一，另

外，津门虎队田依浓跑动距离为11496.58米，
排名榜单第5位。梅州如此炎热的天气下，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球员们在场上的不遗
余力。鉴于连续密集作战，大家普遍比较疲
劳，昨天津门虎队教练组安排“大休整”，整体
训练强度不大，训练内容也相对平缓，旨在让
队员们能够得到一定的缓冲，以饱满的身心
状态，迎接周三和深圳队的比赛。
另外，昨天上午，中超官方还公布了入围

联赛第6轮最佳评选的5位球员名单，津门虎
队的罗萨位列其中，其他4人为河南嵩山龙门
队的恩里克·多拉多、浙江队的弗兰克、上海
海港队的恩迪亚耶和武汉三镇队的戴维森。
票选通道将在今天上午关闭，截至昨晚发稿
时，罗萨得票遥遥领先，非常有希望当选。
对于津门虎队近期的状况，主教练于根

伟表示：“我们经历了开局的不顺利，不过我
们也始终坚信，球队准备期做得很好，球员们
在比赛中也能充分贯彻执行教练组的意图，
有时候，比赛需要运气，感觉不太走运的阶
段，咬牙顶过去，球队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本报记者 顾颖 摄影 赵博

本报讯（记者 李蓓）北京时间昨天，第19届世界游泳锦
标赛开启跳水比赛序幕，在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组
合曹缘/王宗源一路领先，以459.18分的成绩夺冠，揽下本届
世锦赛跳水项目首金。
在世锦赛男子双人3米板项目上，中国队除了在2003年

和2017年摘银外，其余全部夺冠。本届世锦赛中国队派出曹
缘和王宗源搭档参赛，两人从去年冬训期间开始搭档练习3
米板。现年27岁的奥运冠军曹缘曾分别搭档秦凯、谢思埸获
得2015年和2019年世锦赛该项目冠军。东京奥运会上，王宗
源与谢思埸搭档获得这一项目冠军。此番曹缘和王宗源搭档
登场，也是中国跳水队开启巴黎奥运会周期的一大特色——
以老带新。
预赛中，曹缘/王宗源的发挥无懈可击，获得446.07分排

名第一，成功晋级决赛。决赛中，曹缘/王宗源自第一跳动
作后便占据领先位置，从起跳环节到入水的水花控制，二人
动作的协调性保持着高度一致。随着曹缘/王宗源在第6轮
中呈现了109C动作，将冠军稳稳收入囊中。面对镜头，王
宗源兴奋地“比心”。曹缘赛后表示，为中国跳水队拿到了
第一块金牌很荣幸，但最后一跳不够满意，如果再专注一些
结果会更好。这是王宗源在东京奥运会夺冠后首次参加世
界大赛，他说比赛中有瑕疵，会在以后比赛中继续打磨。接
下来曹缘将参加3米板单人项目比赛，王宗源也将参加3米
板和1米板比赛。
公开水域比赛当天也拉开战幕。在男女混合4×1500米

接力决赛上，中国队派出孙嘉珂、辛鑫、唐浩洋、张子扬参赛，
最终以1小时6分21秒8的成绩位居第8。

第19届世界游泳锦标赛日前结束了
花样游泳和室内游泳项目的全部比拼。中
国花样游泳队当天收获了混双自由自选项
目铜牌，以4金2铜收官，开创了中国花游
新的历史篇章，取得了世锦赛参赛史上的
最佳战绩；中国游泳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
没有奖牌入账，最终以1金4铜结束本届世
锦赛征程。
本届世锦赛中国花样游泳队表现出

色，不断创造历史。在他们参加的全部6
项比赛中，斩获4金2铜，所有参赛队员都
获得了奖牌，取得了参加世锦赛历史上的
最佳战绩。王柳懿、王芊懿姐妹俩则成为
了夺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两人均是4次
登上冠军领奖台。
拿下双人和集体的4枚金牌，王柳懿/王

芊懿在本届世锦赛上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高
峰。姐姐王柳懿说：“我们对自己的表现很

满意，能够为花样游泳队拿下4金，开心又激
动，那种共同拼搏的感觉特别振奋，教练的
帮助和队友的关心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让
我们克服了各种困难。”
新奥运周期，黄雪辰、孙文雁等老将退

役，中国花样游泳队准确把握项目特点，以
最快时间完成重组，全队苦练体能和技术，
以艰苦的训练赢得进步，力求在新周期第
一项国际大赛中脱颖而出占据高地，最终
果然成功把握先机，为巴黎奥运会打下基
础。中国花游队教练组组长张晓欢表示：
“包揽集体项目的技术自选和自由自选两
枚金牌，这是中国花游队自1983年建队以
来在奥运集体项目上取得的历史性突破。
我们的目标就是全力以赴把在新老交替、
最困难的这7个月里艰苦训练的成果展示
出来，对得起自己的努力。”
作为中国花样游泳男选手中的佼佼

者，年仅20岁的天津选手石浩玙已多次参加
世锦赛，这届世锦赛登上领奖台，收获两枚铜
牌。他谦虚地表示，不论拿几块奖牌，只要超
越自己就算圆满完成任务。石浩玙坦言，与
冠军组合相比，他们现场表现力稍弱，还有很
多进步空间。
本届世锦赛游泳项目比赛也已全部结

束，中国队共收获了1金4铜。杨浚瑄、汤慕
涵分别获得女子200米自由泳冠军和季军，
张雨霏则夺得女子50米蝶泳、100米蝶泳和
200米蝶泳3个项目铜牌。张雨霏表示，这是
她成为奥运冠军后首次大赛，起初会有心理
压力，赛前训练不系统导致状态低迷，但在一
点点改进。本届世锦赛张雨霏一共游了16
枪比赛，是她在国际大赛上参赛项目最多、频
率最高的一次，她说发现了很多问题，希望在
巴黎奥运会展现一个完美的自己。

本报记者 李蓓 石浩玙/张依瑶获得混双自由自选铜牌。

本报讯（记者 申炜）上周末，由天津市
足球运动协会主办，天视体育传媒有限责
任公司协办的2022年天津市足协超级联
赛，在西青区正道体育公园足球场结束了
第五轮的较量。
本轮比赛的焦点战在富晟（天津）足球

队和天津雷诺尔足球队之间展开。全场比
赛，李振上演了帽子戏法，吕伟也有进球，
最终帮助富晟（天津）足球队以5：1取胜。
天津圣德足球队本轮遭遇了天津市鸭百万
足球队，同样取得了5：1的大胜，圣德再次
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继续他们连胜的
步伐。
瑞云泓华足球队和求道足球队之间展

开了一场进球大战，这场比赛两队毫不保
守。最终，求道足球队以7：2大胜瑞云泓
华足球队，全取3分。“升班马”天津华谊津
冠足球队1：2不敌老牌劲旅天津煜腾恒泰
足球队。另外一场比赛中，为了备战中冠
联赛，以调整阵容为主的天津市逸腾海天
信美智彩足球队以0：3负于天津坤晟松足
球队。
本轮过后，圣德和坤晟松在积分榜上

并驾齐驱，少赛一场的富晟则紧随其后。

本报讯（记者 申炜）6月26日晚，深圳队决定正式向中国
足协提起申诉，原因是与成都蓉城队一战中出现了巨大的争
议判罚。由于本赛季中超已经出现了多次争议判罚，裁判问
题如今已经成为了外界讨论的焦点。
中超联赛第6轮比赛中，成都蓉城队2：2战平了深圳

队。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比分落后的成都蓉城队获得了
角球机会，不过慢镜显示，这次判罚是一次错判。正是利用
这次角球机会，成都蓉城队球员刘涛将比分扳平。于是深
圳队球员纷纷找到裁判员讨公道，比赛在纷乱之中中断了8
分钟左右。
比赛结果已经无法更改，但深足俱乐部仍连夜就此次判

罚向中国足协发去了书面申诉，希望讨回公道。按照相关规
定，针对判罚的申诉将不会被受理，深足此举也只是为了向足
协施压。接下来，联赛裁判部门专家评议组将对此次判罚进
行评议，裁判员如有误判将被内部禁哨。
对于深圳队来说，这并非第一次和主裁判张雷之间产生

争议。根据统计，从2019年开始，张雷担任主裁判的7场比赛
中，深圳队2平5负未尝一胜。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认为，目前
中超联赛的梅州、海口赛区气候湿热，赛程如此密集，裁判员
与球员一样，在身体与心理方面承受了巨大压力，因此难免出
现失误。

中超本轮出现判罚争议
中超第6轮榜单 津门虎收获不小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中国广电5G
来了”“广电5G赋能数字天津”“体验广电
5G就选192”……昨晚，4幅喜庆又富有科
技感的画面在天塔塔身交替呈现。这场
天塔主题灯光秀不仅点亮了津城夏夜，也
发出了中国广电5G网络服务在津启动的
信号。
作为中国广电5G网络服务启动的区

域性活动，昨晚，由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广
电局）、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主办，中国广电
天津网络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广电5G网
络服务天津启动仪式”在天津地标之一的
天塔举行。
2022年，中国广电5G正式跨入商用

元年。今年以来，中国广电天津网络有限
公司全力推进广电5G在津落地及192移
动业务开通工作，仅用半年时间，相继完成
广电5G核心网天津省级节点开工建设、与
三大运营商的互联互通及联调测试、5G分
公司注册落户、营业厅升级、品牌焕新等重

点任务。
现场，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启动“192体

验官招募计划”，数字电视忠实用户、最美
退役军人、援沪医务工作者、天津女排队员
等6名代表被聘任为首批体验官，通过实
际使用体验，为192移动业务打分，助力广
电服务升级。随着现场一通通电话铃声响
起，接通192通话的与会嘉宾依次上台为
体验官颁发聘书，精心设计的环节不仅展
现了192移动业务稳定、清晰的通话效果，
也增加了仪式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此外，中国广电天津公司与天津电

信、天津移动、天津联通、天津铁塔公司共
同发布《携手助力数字天津宣言》。各方
将秉承“共建共享、融合赋能、生态共筑、
发展共赢”的合作理念，协同推进5G应用
规模化发展，携手汇聚引领高质量发展、
助力高水平改革开放、服务高效能治理、
赋能高品质生活的数字新力量，服务天津
城市建设。

全国首批20个启动广电5G网络服务城市

广电5G赋能数字天津 打造高品质生活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
由天津评剧院创排、“二度梅”得主曾昭娟
领衔主演的《赵锦棠》6月25日亮相河北省
唐山市。这台高水平的演出为唐山保利大
剧院拉开复演大幕，受到当地观众的热情
欢迎。
该剧是由花（淑兰）派代表作《朱痕记》

整理改编而成，用戏曲的艺术手段和意蕴，
讲述朴实的夫妻情、母子情、婆媳情，弘扬
中华美德。该剧上演以来获得诸多殊荣，
成为天津评剧院的保留剧目。
剧中舞台设置、灯光编排、服装造型赏

心悦目。曾昭娟塑造的赵锦棠端庄贤惠，
与丈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娇美，“磨
坊”之中的凄美，“牧羊山”一场的坚韧之
美，“粥棚”的贫贱不移之美令人动容。剧
文林、夏霞、郑春林等国家一级演员为该剧
增色。
据悉，该剧将继续前往河北省衡水市、

邯郸市、保定市等地巡演。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昨日，由市科协、
市全民阅读办、市文明办、市教委、团市委、市
关工委联合主办，天津科学技术馆、市青少年
科技中心、天津图书大厦、市科协关工委共同
承办的2022年天津市青少年“津彩阅读·崇
尚科学精神·展望科学未来”读书系列活动启
动仪式，在和平区万全小学举行。活动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5000多名青少年
参加了活动。
今年的读书系列活动以“崇尚科学精

神·展望科学未来”为主题，以建设书香校
园、和谐校园为活动目标；以开展读科学家
故事、读科学技术发展史为读书活动主要内
容，重点了解前沿科学技术；以科普读物宣
讲，举办暑期科普图书展览、青少年主题演
讲、青少年主题绘画、青少年主题班会作为
主要活动形式。

活动旨在进一步提高我市青少年科学
文化素养，让科普读物走进青少年的阅读空
间，引导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从小立志报
效祖国、热爱科学、感悟科学、体验科学，激
发他们对科学知识的热情，培养他们的科学
思维能力，提升他们的科学素养。
启动仪式上，万全小学师生以班会形式

展示了读书成果。学生们通过分享科学家
故事，展示了科学家精神和“共和国勋章”获
得者“忠诚、执著、朴实”的人生品格以及献
身祖国、人民的崇高境界。
昨天，图书大厦的科普图书大篷车带着

“半小时漫画科学史”系列等约150种热门科
普图书进校园，受到万全小学学生们的欢
迎。不同形式的活动把党史知识、科学普及、
科普阅读延伸至青少年阅读的最后一公里，
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

崇尚科学精神 展望科学未来

青少年“津彩阅读”读书系列活动启动

评剧《赵锦棠》亮相唐山获赞誉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昨日，由市作协与中创（天津）信息
工程设计院共同举办的“迎七一 感党恩”红色经典朗诵活动
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在天津文学馆举行。
活动在舞蹈《一起向未来》的热烈气氛中拉开序幕。随

后，京东大鼓《白雪红心》、歌曲《听党指挥》等红色曲目表演
与《誓词》《我的祖国》《东方火种》《大写的中国》《为了梦想
初心难忘》等红色诗歌诵读相继上演。活动在全体党员集
体宣誓、高唱《我和我的祖国》中掀起高潮。现场为表演优
胜者颁奖。

真性情还是真傲慢？

■ 本报记者 张钢

日前，综艺栏目《五十公里桃花坞》第二季开播后，“宋

丹丹倚老卖老”的话题登上热搜。起因是，在节目中，宋丹

丹提议举办篝火晚会，而大家投票的意见是举办运动会，

于是她要求大家重新投票，并暗示他人改投她的建议。近

来频频出现在综艺节目里的她，因强势风格引起争议。作

为节目中资历最深的嘉宾，她希望能担起把控全场、搞热

气氛的职责。有网友认为，这是真性情，也有网友认为，真

性情要建立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

近期的综艺栏目中，“被嘉宾的傲慢所冒犯”的例子

并不罕见。《新游记》中，岳云鹏体验房屋中介工作时，睡

到下午才到公司上班。面对主管质疑，他表示：“我很累，

睡蒙了，不管怎样我还是来报到了。”本来是一档期待明

星与打工人共情的节目，网友看到的却是明星根本无法

吃苦，视规则若无物，所有人还得惯着他们。黄子韬与一

位打工人讨论关于工作选择时，“教育”对方一定要找到

自己喜欢的事，再苦再累也要坚持做下去，但打工人认

为，为了生活并没有那么多选择。节目组为制造话题精

心设计的一些环节令网友不满，网友吐槽明星不接地气，

无法体会到普通人生活的艰辛。

据《2021腾讯娱乐白皮书》统计，去年各大平台制作

的综艺栏目近200档，但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并不多，

缺乏自带综艺感的嘉宾是影响节目质量的要因。具有

人气的影星、歌星扎堆各档综艺，他们鲜明的个性能否

让大部分观者接受、是否符合节目的宗旨，应该是节目

组邀请嘉宾的考量标准。近来，频频出现在各档综艺

的杨迪诠释了如何成为一位“综艺咖”。貌不出众的他

没有丝毫的偶像包袱，反应机敏，表演得当，成功出

圈。在保证优质内容的前提下找到适合的嘉宾，是综艺

栏目吸引观众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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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我老爸（18、19）19:00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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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破冰行动（34、35）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老米家
的婚事（20、21）

天视5套（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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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多派玩儿动画
《熊熊帮帮团》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鼓楼外》第39集
于钟声带着亲手做的玫瑰
椅来找小船，求得了她的
原谅，并趁机向小船求
婚。菊花发现尹东义近来
心事重重，劝慰他走出阴
影。尹东义向菊花道出了
多年来隐藏在心中的秘
密，菊花鼓励他去自首，并
表示会一直等他出来……

天津卫视19:30

■《坐88路车回家》
第39、40集 一次修车中，
黄元帅发生意外，需要马
上输血，4个孩子争着抢
着接受检查，但他们所有
人的血型都跟元帅的不一
样。黄哆等人不能接受这
样的结果，认为是医院方
面存在问题。高山这时才
告诉他们，他们的小叔其
实并不是亲小叔，跟他们
没有血缘关系，是他们的
爷爷收养的孩子……

天视2套18:15

■《老米家的婚事》第
20、21集 南北到公司找
罗梅商量米蓝开影楼的
事，罗梅很生气，不和南北
谈，老姜去劝说，可是罗梅
的强势让老姜无话可说。
罗梅想南北以后不可能和
她站在同一阵线了，她决
定再找其他同盟，于是找
米婶去了……

天视4套21:00

■《艺品藏拍》本期
节目主题是民间收藏展现
昔日衣食住行。第一件藏
品是崔先生带来的一件清
代道光蓝料粉彩方斗。第
二件藏品是由庞先生带来
的两件家传物件，两件藏
品一龙一凤，还有一位仙
人骑坐在凤上，据了解这
是放在屋顶上的建筑构
件。第三件藏品是藏友
18岁成人礼时，父亲赠送
的一块玉饰。

天视2套19:45

■《今日开庭》法庭
上，两个女人剑拔弩张，夹
在中间的男人唯唯诺诺，
不敢出声。这三个人之
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
份每月支付1万元的判决
书又是怎么回事？到底谁
才是这千丝万缕关系中的
受害者呢？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