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女排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意大利队

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八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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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梁斌）北京时间昨天，
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阶段的比赛
全部结束，位列积分榜前八的美国队、巴西
队、意大利队、中国队、日本队、塞尔维亚
队、土耳其队和泰国队获得了总决赛的参
赛资格。在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
女排将对阵意大利女排。
在三站分站赛的12场比赛中，中国女

排取得8胜4负的战绩，最终排名第四。由
于东道主土耳其队获得头号种子身份，因
此进入上半区，同区的还有中国队、意大利
队和泰国队。美国队、塞尔维亚队、巴西队
和日本队进入下半区。
根据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规则，总决

赛采用单败淘汰制，中国女排四分之一决
赛的对手是意大利队。两队曾在分站赛中
有过交手，当时中国女排3：1取胜，但意大
利女排头号球星埃格努并未参赛。总决赛

其他三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为，土耳其队
对阵泰国队，美国队对阵塞尔维亚队，巴西
队对阵日本队。按照赛程，今年世界女排
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将于7月13日和
14日在土耳其安卡拉进行。
中国女排主教练蔡斌对球队在本届世

界女排联赛分站赛中的表现进行了总结，
他坦言分站赛的12场比赛对球队有很高
的锻炼价值，“我们只有袁心玥和龚翔宇的
国际比赛经验丰富一点，其他队员在国际
赛场上的经验，包括她们的比赛节奏还不
是特别丰富。所以我觉得这12场比赛对
我们所有队员的锻炼价值都非常高。”对于
球队的阵容构建，蔡斌表示：“我们要有一
个相对固定的首发阵容，队员之间的配合
也要有一个默契的过程。希望能够抓紧时
间，尽快把相互之间的配合、技战术的运用
做得更好。”

蓄力打好首阶段最后两战

津门虎“转场”安排提上日程

本报讯（记者 顾颖）1：2负于北京国安队，终止了连
胜的脚步后，昨天，天津津门虎队上午进行恢复性训练，
从下午开始，给队员们放假一天半，大家自行安排休息、
治疗，教练组则着手准备7月8日联赛第9轮与成都蓉城
队的比赛。
虽然在整体场面占优，也创造出了不少得分机会的

情况下，最后还是输掉了比赛，势必令津门虎队上下稍感
失落，但是通过失败，更清醒地认识到本队在哪些细节方
面存在不足，也算是一种收获。另外，本赛季中超联赛首
阶段结束前，7月8日、12日，球队还有与成都蓉城队、沧
州雄狮队的两场比赛要打，失利之后积极调整、蓄力，打
好这两场比赛，才是目前的关键。
尽管首阶段比赛尚未结束，不过近期津门虎俱乐部和

球队，已经在同步做后续工作的规划与安排。按照之前的
赛程，7月12日完成在梅州赛区的所有比赛后，津门虎队第
2阶段将转战海口赛区，而两阶段比赛之间仅间隔9天。基
于此，球队初步计划离开梅州后，到广州短暂休整，在7月
17日左右进入海口赛区。
此外，中国足协将在8月1日开启夏季注册、转会窗

口，津门虎俱乐部从6月初联赛开始之际，就着手做重点
位置的外援补强工作。牵扯到在严格预算的前提下做人
员遴选、合同拟定，来中国的手续办理、机票预订等一连串
的具体事宜，逐一落实并不简单，不到“入境为安”，就不能
称为新援引进顺利完成，因此，关注津门虎队的球迷们，还
需要耐心等待。

本报讯（记者 李蓓）北京时间昨天，2022
年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拿
到了最后两枚跳水金牌，以18枚金牌追平美
国队，由于中国队的银牌数量差距较大，最终
在奖牌榜上屈居第二位。即便如此，中国队
仍然改写了历史，首先是跳水包揽13枚金牌，
是中国跳水队在世锦赛的新纪录，其次是中
国队拿到18枚金牌，也是世锦赛的最佳战绩。
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产生3枚金牌，其中

两枚出现在跳水赛场，陈艺文/昌雅妮勇夺女
子双人3米板金牌，领先第二名40分，优势巨
大，343.14分的成绩放在东京奥运会上也是冠
军，这也说明中国女子3米板仍然让人放心。
当然，陈艺文和昌雅妮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相比施廷懋，两人在稳定性方面稍显不足。
另外在男子10米台决赛，老将杨健虽然

在比赛中出现了失误，但还是以515.55分成
功卫冕，领先日本选手27.55分，另一位中国
选手杨昊获得铜牌，成绩是485.45分，杨昊在
比赛中出现了不少失误，需要好好总结。获
得亚军的日本选手玉井陆斗只有15岁，未来

值得中国队重点关注。
除了两枚跳水金牌，男子水球决赛中，西

班牙队以15：14绝杀意大利队，拿到了本届
游泳世锦赛的最后一枚金牌，这也是西班牙
队在本届比赛的唯一一枚金牌。
至此，2022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落幕，奖

牌榜也随之确定。美国队以18枚金牌、14枚
银牌、17枚铜牌的成绩排名第一位，中国队在
金牌数上追平美国队，但银牌差距很大，最终
成绩是18枚金牌、2枚银牌、8枚铜牌，排名第
二位。
本届世锦赛主题是“创造历史”，来自约

18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选手参赛。派出
跳水、花样游泳和游泳三支队伍的中国军团不
负使命，用过硬的成绩书写历史。最终，游泳
队收获1金3铜；花样游泳取得历史性突破，收
获4金3铜；跳水队横扫全部13个项目的金牌，
历届世锦赛金牌总数突破100枚（106枚）。这
也是中国跳水队首次在海外举办的世锦赛上
包揽全部金牌，上一次实现横扫还是2011年的
上海游泳世锦赛，但当时只有10个项目。

游泳世锦赛落幕

中国跳水队包揽全部13枚金牌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天津市迎庆党的二十大优秀舞台剧目展演

京剧《状元媒》好听好看 历久弥新

参加CBA夏季联赛 进一步磨合阵容

天津男篮11日兵发青岛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
昨晚，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在中华剧院演出
京剧《状元媒》。作为“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
时代”天津市迎庆党的二十大优秀舞台剧
目展演的精品剧目之一，这台好听好看的
传统经典历久弥新，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高水平传承。
《状元媒》是京剧大师张君秋先生的

代表作。这部张派艺术精品讲述了一个
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团圆故事。青年京剧
团排演此戏是由张君秋先生亲授，可谓
原汁原味继承经典。经过刻苦学习和长
期舞台实践，这出戏也成为该团一出看
家戏。
此次演出，剧中柴郡主由张君秋先生

亲传弟子、青年京剧团团长、“梅花奖”得
主赵秀君饰演，吕蒙正由“梅花奖”得主张
克饰演，康健、马连生、李秀成、杨光等国
家一级演员分饰其他角色。司鼓崔洪、操
琴朱建中、京二胡孙文庆等国家一级演奏
员烘云托月。赵秀君说：“此次演出团内
上下格外重视，大家充满激情和信心，希
望以传统经典剧目的演出庆祝‘七一’、喜
迎二十大，表达文艺工作者的火热心情；
同时也希望通过高质量的演出，把优秀传

统艺术奉献给观众，把青年京剧团不分主
次、紧密配合演好一台戏的‘一棵菜’精神
面貌展示给观众。”

赵秀君表示，即便是如此熟悉的剧
目，也要在每次演出前重新梳理表演，
做到常演常新，每次演出后都有新的感

悟。对传统经典日积月累的学习，给日
后的发展创新打下了基础。如果演员
的老戏功底不足，那么在新戏中塑造的
人物就会空洞。因为京剧艺术的人物
塑造需要唱念做打的功夫来支撑。作
为新时代京剧人，要努力学古不泥古、
破法不悖法，继承传统并将之作为创新
的源泉。
实力院团演出经典剧目，戏迷观众也

是热情高涨。昨晚演出中，赵秀君扮相端
庄俊秀，行腔委婉有力，张派艺术风范浓
郁，通过传神写意的演唱、丰富细腻的表情
动作，表现出剧中柴郡主的女儿家情态。
著名的“自那日与六郎阵前相见”唱段，唱
得优美深情，博得观众热情喝彩。张克的
杨派唱腔古朴，呈现了一个足智多谋的吕
蒙正形象。全体演职员通力协作，整台剧
目好听好看。
今日，该团还将演出名家名段演唱

会。赵秀君介绍，7月1日至5日的系列演
出落幕后，剧团继续安排演出《赵氏孤儿》
《巾帼英杰》等剧目，同时投入创作《鹧鸪
天·旌旗颂》《江山如画》等喜迎二十大的京
歌作品，积极担起文艺工作者的职责，把高
水平的演出奉献给观众。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每到假期，朋友圈、微博随处可见家长的
教育焦虑——“孩子会输在假期吗”“如何才
能让孩子过一个充实有收获的暑假”……近
日，由全国各地一线语文名师共同发起、覆盖
学前到初中（3岁—15岁年龄段）的《2022年
全国学前及中小学生暑期分年级阅读推荐书
目》引发关注。
在游戏、小视频盛行的当下，儿童对阅读

的注意力被分散和削弱。然而不能否认的
是，无论是从语言学习、增长见识还是人格发
展来看，阅读在儿童的成长中都有不可取代
的作用。儿童需要优质、可靠、积极向上、有

利于精神滋养的优质读物，有品质的阅读才
能托起稳稳的成长幸福。
书目总策划、浙江省特级教师张祖庆介

绍，这已是第六年为孩子提供暑假阅读指导，
每年都受到50万名以上师生的关注。这份
书目由全国108位幼教专家和语文名师研
制，坚持“成人视野、儿童立场”的原则，秉承
“有人推荐且有人领读”的主张。

童书品质一向广受关注，而如何选出一
份可靠、有用又好用的书单也是各个组织、机
构致力研究的课题。
结合暑期的阅读时机，张祖庆强调，国内

优质原创作品不能少，在本次书目中仍然占
据半数以上，并且“阅读中国，放眼世界，保护

山河，爱国爱家”也是书目的主张之一。比
如，一年级书目中的《塞罕坝的树》以宏大的
历史时代为背景，用爷孙对话的方式讲述内
蒙古塞罕坝第一代建设者不畏艰险、拓荒造
林的故事；三年级书目中的《小兵日记：老兵
故事多》是军旅作家八路为儿童讲述的军营
故事；五年级书目中的薛涛作品《城市之光》
讲述了武汉抗疫期间的凡人微光。
此外，书目中的每本书都有一线语文老

师配置阅读单、微课或者直播解读。6年来，
该活动吸引了众多优秀老师带领学生借助互
联网共同阅读。今年，刘海栖、薛涛、王晋康、
袁晓峰、鲍尔吉·原野等作家将在云端与孩子
们一起阅读，共同营造暑期全民阅读的氛围。

本报讯（记者 张帆）近日，“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
赛第二季评选结束，630件候选作品按照“网络热度”及评
委评分综合评选，最终有145件作品入围。截至目前，大
赛已评出1260件月赛入围作品及290件季赛入围作品。
据统计，大赛第二季热度持续上升，作品投稿量、总

播放量分别比第一季上涨31%和10%。
大赛第二季的入围作品风格更趋多元，内容更加精

彩，视觉效果和表达意境均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形
式方面，微纪录片、风景航拍、延时拍摄、动画视频、口播
讲解等，丰富的创作形式增强了作品的主题性、艺术性和
表现力。在内容方面，人事相融、景情相契，描摹出一幅
幅生动的画卷，将天津城市中亲切的人、温暖的事、真挚
的情和秀美的景展现得淋漓尽致。
大赛第二季，分站赛陆续启动双重奖励机制，让网民

参与积极性更高；推出“我们的新时代”“新天津人话天
津”“拥抱智能新时代”等分话题，让参赛作品更具时代
性。截至6月30日，大赛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博、津
抖云5个平台共收到参赛作品超过19万件，全网累计播
放量超过51亿次。大赛作品征集持续至今年11月。

热度攀升精彩纷呈

“你好，天津”第二季评选揭晓

本报讯（记者 张钢）据猫眼专业版统计，
截至6月30日，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影总票房
报收171.73亿元，观影人次3.97亿，放映场次
5149.5万。
上半年共计上映影片174部，3部影片票

房破10亿元。其中，《长津湖之水门桥》《这
个杀手不太冷静》《奇迹·笨小孩》位居票房榜
前三，6月上映的新片《侏罗纪世界3》《人生
大事》进入票房前10位。
从6月上旬开始，各地影院复工、大片上

映，电影市场好转。6月10日《侏罗纪世界3》
的上映激起市场人气，《人生大事》则持续带
动市场回暖，使得6月总票房达到19.18亿
元，打破了连续3个月票房不过10亿元的困
局。目前，抗疫题材电影《你是我的春天》已
取得1726万元的成绩，为下半年的电影市场
带来更多希望。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前晚，天津京剧
院在滨湖剧院首演新近复排的现代戏《杜鹃山》。
《杜鹃山》是一部广为人知的红色经典，讲述了共产

党员柯湘带领杜鹃山的农民武装合力击退地主武装势
力，共赴井冈山投身革命的故事。2010年，天津京剧院
曾复排《杜鹃山》，由王长君饰演柯湘。此次则以青年演
员担纲主力，赵芳媛、王嘉庆、王俊鹏、王志钢等分饰角
色。王长君担任艺术指导，为青年人说戏、示范，传授表
演心得。
去年，天津京剧院曾排演了《杜鹃山》选场，此次在该

院庆“七一”系列演出中将全剧搬上舞台，受到戏迷广泛
关注。演出中，青年演员的表现令人眼前一亮，“无产者”
“家住安源”“乱云飞”等诸多著名唱段铿锵有力，获得观
众热情的掌声。

本报讯（记者 申炜）距离东亚杯开赛的日期已经越
来越近，由于中国男足将抽调中超各队的主力球员参赛，
第二阶段中超联赛能否顺利进行已经成了未知数。
按照中国足协的设想，将派出“混编”阵容参加7月

19日至27日举行的东亚杯，即球队阵容以1999年龄段
球员为主，配以部分超龄球员。东亚杯是国际A级比赛，
与中国男足国际排名积分挂钩，事关球队未来大赛的分
组前景。目前，中国男足的国际排名已下滑至亚洲第11
位，如果这次比赛遭遇惨痛失利的话，将给球队未来带来
更大影响。因此，中国足协更加重视东亚杯的成绩与表
现，在超龄球员的选拔上也要求更高。
抽调球员参加东亚杯，已经引发了中超各队关

注。对此，中国足协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中超联赛第二
阶段开赛时间可能由原计划的7月21日延至8月5日左
右，从而确保联赛在国脚归队情况下进行，保障赛事竞
争公平。当然，这个方案还需要得到中足联筹备组的
同意。
昨天，中超联赛第8轮进行的3场比赛中，武汉队2：1

战胜广州队，上海海港队2：1战胜河北队，成都蓉城队和
沧州雄狮队1：1握手言和。

中超赛程面临给东亚杯“让路”

本报讯（记者 李蓓 摄影 崔跃勇）刚刚
在四川集训归来的天津男篮，在津稍作调
整，便又要于11日兵发青岛，参加即将在那
里进行的新赛季CBA夏季联赛。球队先期
抵达后，先与国家青年队进行了两场热身
赛，之后在15—19日和同组的辽宁、广厦、
青岛、山西、广州各队进行夏季联赛，预计
22日左右回津。
上赛季联赛结束后，天津队主教练张德贵

对腰部伤病做了根治性手术，他刚刚回归对球
队的未来有着新打算，“首先我们在战术上做出
一些改变，希望能够更灵活些，以外线为主，内外
结合。去年联赛打得不错，所以今年对手对我
们就会更加了解，我们必须对自己有所改进。”
已经来到天津队一周的大内线高世鳌，

之前一直是“传说”一般的存在，因为他2.25
米的身高在中国男篮现役球员中仅比新疆队
2.26米的朱传宇矮1公分，因此他对自己加
盟天津队的期望也变成了“不会辜负大家。”
“天津队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都在真心

地欢迎我、帮助我，我非常感恩这样的
氛围。”高世鳌说。
此外，在球迷最为关注的外援方面，

天津队正在加紧办理已有“签约意向”的
奥利维尔·汉兰和杰弗森来华相关手续。在
昨天天津男篮训练中，办理手续的俱乐部相
关负责人多次刷新“办理进度”，时刻关注，如
果一切顺利的话，两位外援应该可以在8月
初与球队汇合，所有工作都在往前赶，只为能
给外援和球队磨合留出更多的时间。

京剧院庆“七一”复排《杜鹃山》首演

上半年电影票房超171亿元 暑假给娃看啥书？
108位名师精选阅读书目 覆盖学前到初中

赵秀君扮演柴郡主。 张克扮演吕蒙正。

荧屏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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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都挺好》第14、15
集 明哲一家三口收拾行
李回国。家庭聚会，明哲
说自己换了工作加了薪，
表态作为苏家老大，以后
苏家所有的事儿他替爸
管了，明哲极要面子的话
让吴非听不下去，吴非无
奈把女儿掐哭，以哄孩子
为由离开了饭桌。明哲
试图让明成、明玉和解，
两人都不表态，明玉收到
柳青的信息，老蒙突发脑
溢血，被下了病危通知
书，立即离席赶往医院，不
知状况的明成对明玉说走
就走很不满……

天津卫视19:30

■《我们的快乐人
生》第13、14集 素芬在
进货的时候巧遇 2185，
两 人 见 面 非 常 开 心 ，
2185帮素芬把服装全部
运回家中，素芬请 2185
吃饭，席间，2185被素芬
对永福的感情深深震撼，
竟免费当起了素芬的帮
工。这让素芬很感动。
永福回来了，他没有找到
魏宝华，却意外受大学金
融教授的鼓励，拿钱买了
股票……

天视2套18:15

■《成家立业》第1、2
集 老街区的尽头有一座
欧洲风格的二层砖木结构
老式洋楼。母亲赵淑兰带
着三个儿子许志海、许志
洋、许志江住在洋楼的二
层。许家的斜对门住着邻
居杨震和妻子郑佳珍及女
儿杨小钰。一日放学后，
许志江又跟几个同学在巷
口打架……

天视4套21:00

■《艺品藏拍》本
期，节目组来到天津德
隆拍卖有限公司，带大
家进入他们的库里寻
宝、选宝、赏宝、鉴宝。
栏目的瓷器专家张安
鸽、书画专家邢捷和杂
项专家张旭，与主持人
马艳、文超一起，为您讲
讲这些宝贝的前世今
生。要说都有什么宝贝，
其中可不乏官窑范儿、名
家巨制，值得期待。

天视2套19:45

■《今日开庭》租房
三年想装修，租客花费十
几万。房东提出要解约，
谁先违约惹争议。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