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中国
足协召开了关于中超联赛恢复主客
场赛制的会议，如果新的联赛竞赛计
划获得通过，那么本赛季中超联赛落
幕时间将相应延后至12月。

目前，中国足协正在推动中超联
赛主客场制的恢复工作，并已着手拟
定相关计划用以向体育管理及相关
部门申报。恢复主客场制的前提是，
球队所在的当地管理部门同意恢复
主场，如果俱乐部在资金运转方面存
在问题的话，中国足协甚至可以提前
预支中超赞助分红，全力帮助俱乐部
推动此事落实。

如果俱乐部因新冠疫情或者其
他原因无法在主场比赛，那么中国足
协会帮助寻找一个赛区，作为这支球
队的主场。如果恢复主客场制，那么
完赛时间同样非常紧张，整个赛季落
幕时间相应延后也就不可避免。
中超联赛想要恢复主客场制，首

要工作就是能否完成防疫的要求。
因此，这不仅需要行业管理部门协同
各有关部门支持，还需要俱乐部属地
的全力支持。

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天，2022年
CBA选秀名单正式公布，共82名球员
获得本届选秀资格。其中既有大学球
队推荐的篮球新星，也有在NBL联赛
打拼练级的实力派球员，还有以“个人
报名”形式参与其中的草根网红。

参选名单中包括状元秀热门、来
自清华大学的王岚嵚。42岁的邱明峰
也进入了选秀名单，1979年11月25日
出生的他是本届参选球员中年龄最大
的，并且是以个人报名获得的参选资
格。而名单中年龄最小的选手陆金
博，则是2004年7月27日出生，和邱明
峰相差25岁。
在此前进行的选秀乐透抽签仪式

中，南京同曦队抽到状元签，江苏肯帝
亚队拿到榜眼签，新疆广汇队获得第
三顺位。上赛季闯入季后赛的天津男
篮获得第九顺位。今年的CBA新秀球
员最低保障工资与去年相同，状元年
薪最低50万元，榜眼40万元，探花35
万元，第7顺位及其后最低15万元。

按照计划，2022年CBA选秀大会
将于2022年 7月24日上午在青岛国
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

本报讯（记者 梁斌）北京时间昨
天，国际排联发布了2022年世界男排
锦标赛新的竞赛日程。本届男排世锦
赛改为由波兰和斯洛文尼亚联合承
办，比赛将于8月26日至9月11日进
行，赛程也相应做出了调整。中国男
排所在的E组比赛将在斯洛文尼亚卢
布尔雅那举行，小组赛首战的对手也
从之前的意大利队变为土耳其队。

中国男排本届世锦赛小组赛赛
程具体为，北京时间8月 27日 17时
对阵土耳其队，北京时间8月29日17
时对阵加拿大队，北京时间8月31日
3时 15分对阵意大利队。为了方便
波兰和斯洛文尼亚联合办赛，本届男
排世锦赛在小组赛之后的赛制也做
出调整，最大限度地压缩了比赛。小

组赛结束产生16强后，自八分之一决
赛起将全部采用淘汰赛，这也意味着最
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进行7场比赛。

此外，随着比利时队在 2022年世
界女排联赛中降级，今年女排挑战者杯
的8支参赛队全部确定。2022年国际
排联挑战者杯的女排比赛由克罗地亚
承办，将于7月 28日至 31日举行。本
次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制，获得冠军的队
伍将获得2023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参赛
资格。入围本次女排挑战杯的8支球
队分别是东道主克罗地亚队，2022年世
界女排联赛降级队比利时队，五大洲未
获国家联赛资格的球队中世界排名最
高的哈萨克斯坦队、喀麦隆队、捷克队、
哥伦比亚队、波多黎各队，2022年欧洲
黄金联赛冠军法国队。

CBA选秀名单出炉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温
网女双赛场昨天传出好消息，“津花”
张帅携手梅尔滕斯以6：4、6：3战胜基
切诺克/奥拉鲁，张帅首次挺进温网女
双8强，达成四大满贯女双全部挺进8
强的成就。
此前在四大满贯女双比赛中，

张帅曾于 2012年、2017 年两次打入
美网 8强，2018 年闯入 4强，去年搭
档澳大利亚名将斯托瑟夺冠，继
2019年澳网后再次夺得大满贯女双
冠军。2019 年，张帅在法网打入女
双8强，她在温网的女双最佳战绩是
2011 年的 16 强。今年进入草地赛
季，在连续两站WTA250级比赛中，
张帅携手不同搭档都闯入到决赛。

在伯明翰站的搭档，正是现双打世界
排名第一的梅尔滕斯。26岁的比利时
姑娘在除法网外的其余三大满贯都夺
得过双打冠军。
昨天，张帅在自己的第11次温网女

双之旅中首次挺进8强，就此解锁了四
大满贯女双全8强的成就。梅尔滕斯则
连续3届温网女双都至少成功晋级8强，
在全英俱乐部女双赛场豪取9连胜。下
一轮，二人将对阵赛会7号种子古拉奇/
克莱帕奇，后者以6：3、7：5战胜徐一璠/
杨钊煊。
男单方面，纳达尔以6：4、6：2、7：6

（6）战胜21号种子范德尚舒尔普，职业
生涯第8次打进温网男单8强，本赛季至
今创造了大满贯18战全胜的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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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日球员主动加练 教练组研究破阵之策

津门虎队力争打好阶段收官战

男排世锦赛赛程调整

中国队首战土耳其队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是天津
津门虎队在梅州赛区的休息日，自从
5月22日抵达赛区后，备战、比赛的密
度和强度都很大，近一个半月的时间
里，这才是球队第3次整日放假，教练
组希望队员们在联赛首阶段最后两场
比赛之前，能够稍作舒缓休整，不过，
仍然有不少球员选择加练。
队长王秋明和周通、张卫等几名

津门虎队中年龄相对比较大的“老队
员”带头加练，在他们的带动下，不少

队员也积极响应，加入其中。另外，从
一大早开始，球队医疗组就成了热闹
的地方，到了需要“排队预约”的程度，
所有人都希望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将
身体状态尽量调整好。
虽然给队员们放假，但是教练

组却全天都在做着全员战术分析会
前的案头工作，主教练于根伟说，与
北京国安队一战暴露出来的细节问
题，在接下来与成都蓉城、沧州雄狮
两队的比赛中，一定要避免发生。

“虽然最近几天，关于联赛下一步推进
可能会有调整，甚至有可能恢复主客
场的传闻很多，队员们也在高度关注
事情的进展，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我
们越要沉静下来，排除干扰，将注意力
集中在比赛本身。毕竟，只有顺利完
成首阶段的两场收官战，争取得到更
多的分数，我们才能更从容地应对可
能出现的变化。”于根伟说，做好相关
预案，是俱乐部和教练组的事，队员只
要安心“本职工作”就好。

解锁四大满贯女双全8强成就

“津花”首进温网女双8强
中超有望恢复主客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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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产动画片《天真与功夫袜》成功“出海”

“中国好故事”海外遇知音

■ 本报记者 刘茵

最近，一款被戏称为“驴踩小鸡”的

毛绒玩具成为网友的快乐源泉，只见它

张开双臂作“金鸡独立”状，还龇着一口

大白牙，脚下踩着愤愤不平翻着白眼的

圆球小鸟，瞅着就欢乐喜庆，这便是火

爆“出圈”的由甘肃省博物馆出品的“马

踏飞燕”文创毛绒玩具。

此款产品以文物“铜奔马”为原型

制作，在甘博官方网店里，刚上架不到

半个月就夺得销售榜第一，比第二名

的销量高出近900单。甘博文创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设计这款文创产品

的初衷是想用可爱俏皮的形态，让文

创产品带着博物馆的文化历史走进百

姓生活。当观众参观了展览走出博物馆

大门仍觉意犹未尽时，文创产品及时实

现了他们把“博物馆带回家”的愿望。

随着“马踏飞燕”的火爆，也有不良

商家开始非法仿造并在网络渠道销售。

甘博日前发布严正声明，表示未对任何

第三方进行生产和销售的授权。对喜爱

“马踏飞燕”的消费者来说，拒绝盗版就

是对文创产业最大的支持。

从全网求购“冰墩墩”，到在线催货

“马踏飞燕”，都体现了人们对文化衍生

品的喜爱。通过文创产品，让文物有了

“温度”，文物不再是陈列在展柜里的静

态展品，而是变身文创产品成为触手可

及的“小可爱”。期待今后有更多更好的

文创产品，以文物的“温度”激发人们了

解历史的兴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现代生活，实现永续传承。

■ 本报记者 张帆

暑假将至，由企鹅影视和优扬（天
津）动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的动画片《天真与功夫袜》正在腾讯视
频热播，播放量已突破两亿次。据悉，
该作品还成功“出海”，于今年4月登陆
英国少儿频道POP TV，并即将在探
索频道拉丁美洲的少儿频道Discov-
ery Kids上线，这也是两大国际少儿频
道首次购买中国原创儿童动画IP。
《天真与功夫袜》讲述了小女孩

“天真”和一只会说话、会功夫的神奇
袜子共同冒险的故事。优扬动漫动画
工作室负责人顾辰告诉记者：“功夫、
家、爱是这部动画片的核心价值，它兼
具趣味性、观赏性和积极正向的价值
观，还展现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面貌和
生活中的烟火气。”
在顾辰看来，儿童动画片是一种

“世界语言”，一定要参与国际竞争。

“每个国家都是这样做的，从经济的角
度来说，打入国际市场意味着商业上
的盈利和成功；从创作上讲，参与国际

竞争才能真正提高自身的创作能力。在
内容上，《天真与功夫袜》最突出的就是
‘功夫’元素，同时它特别强调‘爱才是最
厉害的功夫’，这种理念我们用喜剧化来
表达，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近年来，优扬动漫等优质的制作公

司通过与腾讯视频合作，将越来越多有
特色的原创儿童自制内容发行到海外，
《宠物旅店》《超级小熊布迷》《海豚帮帮
号》等作品都获得了不错的国际反响。
当前，国际流媒体对儿童内容的需

求激增，未来还会有更多像《天真与功夫
袜》这样具有国际传播属性的优秀国产
动画片走向海外。
“各个国家的少儿内容市场都欢迎

有地域特色的，多元化是国际市场的趋
势。”顾辰说，“我们希望创作的内容可以
成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继
续坚持以‘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中国的优
秀文化标签+中国现代生活的烟火气’为
创作方向，推动优质原创内容‘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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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剧院奉献了一台京剧名家名段演
唱会。至此，该团一连5天的“国韵
流芳”系列演出圆满落幕。
自7月1日起，青年京剧团已接

连演出了《龙凤呈祥》《失·空·斩》
《大英杰烈》《状元媒》等传统经典剧
目。此次名家名段演唱会作为系列
演出的最后一场，该团精心安排节
目，并排出了名家新秀联袂的实力
阵容。
昨晚，演唱会一开场就令人耳

目一新，一段京剧曲牌《夜深沉》，
由朱建中等5位琴师、崔洪等3位
鼓师以及京二胡孙文庆等诸多乐
队成员携手演奏，气势铿锵有力，
奏响国粹之声。而后，张克、赵秀

君、孙丽英、张悦、卢松等“梅花奖”得
主和国家一级演员，携团内青年新秀
登台献唱，既带来了《芦荡火种》《红
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现代剧目选

段，也演唱了《清官册》《打龙袍》《红
娘》等传统剧目选段。整台演出中，
不同行当的唱段丰富，演员表演精
彩，收获了观众的掌声。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即日起，天
津图书馆在文化中心馆区、复康路馆
区同步推出法治主题期刊展。
文化中心馆区的“全民阅读 与法同

行”主题期刊展，展出30余种专业法律
类、普法指导类期刊。复康路馆区展出
党史党建类期刊和法律类期刊22种、军
事类期刊9种。展览将持续至9月底。

青年京剧团奉献名家名段演唱会

文创产品让文物有“温度”

文 化 时 评

天图举办法治主题期刊展

日前，天津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

2022届综合艺术系毕业作品展，在天津

滨海美术馆举办。本报记者 姚文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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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挺好》第16、17
集明玉召集中层开会，大
家签订协议组建联盟，明
玉不顾风险挺身而出做主
导人，决心要替师傅守住
众诚。苏明成向周经理请
求投资少出些钱，周经理
告诉他最少要出30万元，
明成答应去筹钱。苏明哲
来明玉家看吴非，但两人
说来说去，吴非发现在苏
明哲的心里，面子永远是
最重要的……

天津卫视19:30

■《我们的快乐人生》
第15、16集 永红得知永
福又跟素芬混到一起了，
把此事告诉了爸爸，没想
到陆父对素芬很感兴
趣。这天陆老虎来到精
品店"微服私访"，素芬落
落大方的举止让陆老虎
满心欢喜。永福得到消
息后匆匆赶来，没想到父
亲居然说要到素芬家去
做客。这消息也在素芬家
掀起了大波澜，一家人不
知该如何应对……

天视2套18:15

■《成家立业》第3、4
集在二蛋子的怂恿下，许
志江决定趁假期跟二蛋子
学做生意。回到家，许志
江试探着跟母亲说想退学
去做生意。在赵淑兰的心
里，教育三个儿子走正路
完成学业是许青山交代的
遗愿，不管家里有多困难，
她必须完成。黄昏的护城
河，刘红艳趴在河边哭得
很伤心，苦苦哀求许志海
别不要她。许志海面无表
情，他介意刘红艳与王军
在一起的过去……

天视4套21:00

■《模唱大师秀》津
门票房争霸赛已经进入京
剧总决赛阶段。三支实力
强劲的京剧票房同场竞
技，他们纷纷拿出看家本
领，向着总冠军发起冲
击。三支票房分别是腾华
京剧社、德云京剧社和高
校京剧联盟。天津艺术职
业学院国家一级演员何佩
森，天津京剧院国家一级
演员王平，天津市青年京
剧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
赵秀君以及来自海河传媒
中心的小雪、裴冬组成本
场观察团。

天视2套19:45

■《今日开庭》商家
花40万元请主播带货，不
料全打水漂。最终销售额
才3000元出头，损失该由
谁买单？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