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工木艺运河船、鼻烟壶画三岔河口解放桥、剪纸28座海河桥梁

承载运河记忆 非遗新作巧夺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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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更多天津题材优秀作品
—— 本报记者昨日专访著名指挥家李飚

本报讯（记者 刘茵）日前，由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联办的“寻路法兰西——中共
旅欧支部史料展”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开展。

辛亥革命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初步兴
起。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
下，1919年至1920年形成热潮，先后有20批次、1800余
名有志青年赴欧洲勤工俭学，漂洋过海探寻救国救民
真理。他们做工、求学的足迹遍布法国全境及比利时、
德国等国。其中的先进分子在理论学习和斗争实践中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共旅欧支部，锤炼出蔡和
森、赵世炎、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等一
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为党的创建、发展、壮大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组
织和人才准备。

展览以“寻路”为主题，分为五个部分，用200余张历
史照片，展示了中共旅欧支部的成立、发展过程、主要活动
和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重要作用。展期持续至10月
7日，免费向社会开放。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推出中共旅欧支部史料展

国足期待打好中日之战

■ 本报记者 张帆

天津被称为“大运河载来的城市”，与大
运河相关的文化遗存、遗址公园不胜枚举。
运河沿途滋养了众多传统特色文化，也培育
涵养了沿线诸多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期，我市的非遗传承人以“运河非遗筑梦
展 别样情怀追梦人”为题展开创作，用精湛
的技艺展现了源远流长的运河文化和巧夺
天工的非遗之美。

人与船“因河而兴”

运河与船相依共存，造船与漕运都和
运河文化息息相关。杜氏传统手工木艺传
承人杜铁林制作的运河漕船、捕鱼船、运河
小游船等作品，通过精湛的手工技艺和细
致入微的真实还原向人们展现了千年前的
“运河盛景”。

近年来，大运河这一“流动的文化遗产”
迎来复苏，一批以大运河为主题的文化公园
相继建成，必将带动运河沿线地区的经济文
化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杜铁林告诉记者：
“为了让运河故事代代相传，我作为非遗传
承人制作了多件运河文化主题的作品，就是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运河和运河文化。我从
小在运河边长大，非常喜爱运河文化。我的
作品主要是运河船、古代漕运船、运河渔船、
打鱼船。有河就有船，有船就有人，运河文

化和人文文化息息相关。我以作品宣传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提升人们对运河文化的自
信，展示运河文化的博大精深。”

“母亲河”流淌运河记忆

中国大运河地跨浙江、江苏、山东、河北
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全长1794公里，贯通
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对
于许多天津人来说，有关大运河的记忆与“母
亲河”海河密不可分。在围绕“运河”展开创
作的过程中，津派王氏内画传承人王新年和
李兰芝剪纸第三代传承人曹彩霞不约而同地
想到了“桥”。
“对于运河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要不断

创新，在今天焕发出新的活力。”王新年
说，“说到运河文化，我就想到了三岔河口
和解放桥。三岔河口被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解放桥则是天津具有代表性的一
座桥。船只通过，解放桥可以打开，等船
通过后，桥再合拢让车通过。我把这两个
地标画进手掌大小的鼻烟壶里，制作难度
很大，壶口只有豆粒大，壶的内部磨砂，笔
伸进壶口内看不清楚笔，而且在内部需要
反笔作画。”

近年来，海河两岸景观的不断提升，
大大激发了曹彩霞的创作灵感。她和老
师李兰芝一起对海河沿岸的 28座桥梁进
行了多次实地考察，最终以《天津海河桥

梁》为主题，用 3年时间创作完成了一套
剪纸作品。这套剪纸作品共 28 幅，总长
16米，经过实地拍照、写生、设计、剪刻等

环节，从海河最北部耳闸桥到天津海河出
海口塘沽的海河大桥为素材，将海河上的
桥付诸“纸”端。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今日，天津交响乐团2022音乐季开幕音
乐会在天津音乐厅拉开大幕。著名指挥家李
飚率团奏响罗西尼、柴可夫斯基、贝多芬的经
典作品，为天津观众带来一场交响乐盛宴。
作为天津交响乐团和天津歌舞剧院双料艺术
总监，李飚近期一直在津忙着演出和排练。
昨日，他在天交排练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
家专访，畅谈对今年音乐季的规划和对挖掘
推出天津题材优秀作品的展望。

7月15日，李飚执棒天津歌舞剧院交响
乐团，在天津大剧院上演了“打开艺术之门”
2022暑期艺术节开幕式音乐会。这场音乐
会既是我市艺术院团复工后的首场大型交响
乐演出，也是李飚时隔许久后与天津观众的
重逢。他告诉记者：“观众对演出太期待、太

热情了。天交2022音乐季开幕音乐会演出
票开票后很快被抢购一空。这么火爆的情况
在我的预料之中，因为我对天津观众非常了
解。”李飚认为，乐团较长时间远离舞台，状态
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因此近三周他一直
“守”在天津的排练厅，努力让乐团恢复状态，
让来到音乐厅的观众满意而归。

今日音乐会为观众准备了三首经典
作品，分别是罗西尼《贼鹊》序曲、柴可夫
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及贝多芬《第
七交响曲》，并邀请小提琴家陈曦加盟演

出。李飚透露，今年的演出曲目还包括贝
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巴托克《乐队协
奏曲》等经典作品，以及打击乐协奏曲《冻
结时光》等难得一见又有特点的作品。李
飚说：“相信今年音乐季选取的作品观众会
喜欢。我认为天津交响乐团应该成为天
津音乐事业的一张名片，因此必须坚持以
交响乐为主。期待天交能成为国内一支
优秀的乐团。”

2020年底，李飚同时受任为天津交响
乐团、天津歌舞剧院艺术总监，除了天津观

众老朋友的身份，他也肩负着带领两所艺
术院团不断攀登艺术高峰的使命。经过一
年半的合作演出，李飚有了新的目标。他
对记者说：“我计划多挖掘和推出天津本土
题材或与天津有关的音乐作品。前些年，
天津交响乐团曾经邀请国内知名作曲家创
作了一批天津题材的优秀作品。今年，我
与天津歌舞剧院计划推出一台施光南先生
作品专场音乐会。我也希望有机会与天津
本土的艺术家合作，推出一部天津题材的
歌剧作品。”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日前，由市总工会、市作协主
办，市作协创联部、市职工宣传教育文化中心承办的天津
市职工文学征文评比活动结果揭晓。

征文活动自开展以来，得到全市广大职工、作家
和文学爱好者的积极响应，共收到来自全市141个单
位189名职工来稿406篇，参加人数多，覆盖范围广，社
会反响好。

投稿者中既有全国优秀教师、市劳模和基层先进
工作者，也有驻村帮扶干部、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社区
网格员，还有工会主席、企业家、工程师、操作工、检修
工、外来务工人员，以及中国作协会员和市、区作协
会员。

这些“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投稿，有温度、有筋
骨，热忱描绘了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深情讴歌了
在党的领导下我市广大干部职工坚定不移听党话、矢
志不渝跟党走的决心和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展现的时
代风采，以及津沽大地的发展变迁和辉煌成就；真实再
现了我市各行各业先进典型以及普通职工的奋斗故事
和幸福生活，深刻诠释了“迎接党的二十大‘国之大
者’”的时代主题。

76篇入围作品在《工人日报》客户端进行了为期一
周的展示和投票，参与投票职工达16.6万人次。经过线
下评委评审和线上读者投票，《他们，是天使也是战士》
等90篇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西青区作协、
滨海新区总工会、天津石化公司等20家单位获得优秀
组织奖。

参加人数多 覆盖范围广

职工文学征文评比结果揭晓

凭借第一投的69米12，冯彬一举夺得女
子铁饼冠军。这是中国女子投掷项目的历史
第7金（铅球4金、铁饼2金和标枪1金），成功
追平竞走项目，并列中国田径世锦赛金牌数
首位。
冯彬第一次试投便掷出69米12的个人最

好成绩，一举锁定金牌。将个人最好成绩提升
了3米多，这是冯彬不曾想到的。她非常激动，
高举国旗在赛场上飞奔庆祝。冯彬说，这是用
语言无法形容的高兴。“太兴奋了，太激动了，赛
前压根就没想过这种事。第一投发挥很好，再
加上老天爷的帮忙，就拿到了这个冠军。”这是
冯彬第3次参加世锦赛，之前分别获得第8名
和第5名。此刻，冯彬一掷定乾坤。

冯彬1994年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市北沟
镇吕冯村，12岁时身高已经1米68，臂展更是
达到1米78，是练习铁饼的好苗子。冯彬很
快进入国家队，在2011年世界青年田径世锦
赛获得第4名。2015年亚洲田径大奖赛3站
分站赛，冯彬夺得1金2银；世界军人运动会
上，以62米07夺冠；里约奥运会上，她以63
米06排名第8。东京奥运会发挥失常无缘决
赛，是冯彬这些年来遭遇的最大打击，一度让
她萌生退意。
“比完东京奥运会，我真的是不想练了。

我感觉付出了很多，最好的结果就是投了60
米。”在领导、教练和队友的鼓励安慰下，她很
快振作起来。“想开了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

经历了一次失败，又不是一直失败。”之后的
陕西全运会上，她以65米 85夺冠。今年4
月，她更是投出66米，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本场决赛前冯彬做了各种预案，毕竟对

手很多都是70米左右的水平，其中就包括她
的偶像佩尔科维奇。冯彬刚出道时，对方已
经是世界冠军。冯彬将里约奥运会视为自己
的首次世界大赛，那次的冠军正是佩尔科维
奇。此番冯彬爆冷夺冠，两次赢得世锦赛冠
军、7次赢得钻石联赛总决赛冠军的佩尔科
维奇向她祝贺：“取得这样的成绩必须凭借很
好的运气，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获得‘红地
毯’的待遇。”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讯（记者 顾颖 摄影 崔跃勇）昨天
下午，天气晴热，天津津门虎队在奥体中心体
育场外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训练。已经完
成全部隔离程序，等待8月1日中国足协再
次开放注册、转会窗口，就将正式加盟津门
虎队的西班牙籍外援梅里达与球队合练。
昨天训练开始前，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

伟正式向全队介绍了新加盟的伙伴梅里达，
大家用掌声欢迎他的到来。梅里达给伙伴
们的开场白是：“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成为
咱们球队的一员，我希望能尽快融入球队，
接下来大家一定多多相互帮助。”从昨天训
练的整体情况看，梅里达非常注重主动融
入，在与球队合练的过程中，一直跟在“老外
援”罗萨身后，询问一些球队的习惯和细节，
后半程单独恢复性训练时，则继续与有伤在
身，需要专项恢复的罗萨、安杜哈尔边练边
交流。

虽然是假期后收队的第 2天，但是津
门虎队昨天的训练强度已经比较大，训练
的核心内容是细化整体配合和提高进攻端
“杀伤力”。由于中超联赛后续的赛程、赛
制依然悬而未决，因此每每提到球队本阶
段的备战，教练、队员们实际上和广大球迷
一样，都希望尽快知道“答案”，并且对本赛
季能有机会回到自己的主场，保留着一份
向往。
从训练呈现的情况能够看出，锋线外援

贝里奇的状态不错，活跃度也很高，赛后接
受采访时，贝里奇表示，回到天津的感觉非
常好，这里比梅州的天气稍微凉爽，而且是
自己的“家”。回顾联赛首阶段比赛，贝里奇
说：“大家应该能够看到，联赛的前10场比
赛，我们一直在进步，未来我们一定能做得
更好。至于我个人，确实曾经遇到了意外受
伤的困难，可能在进球方面还有所欠缺，不

过我的状态也在逐渐好转，未来一定努力弥
补。包括梅里达，他的履历非常优秀，我也
会帮助他熟悉球队，争取大家在场上都能有
紧密的配合。”

津门虎队新外援亮相开练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结束世界男排联赛征程后，中
国男排目前正在塞尔维亚进行集训，备战亚洲杯和世锦
赛，并参加当地举行的热身赛。根据全队在世界联赛中
暴露出的问题，中国男排将增调4名队员驰援，为接下来
的两项重要赛事做准备。

在前不久结束的世界男排联赛中，中国男排不仅暴
露出发球和接发球等方面的技术问题，在“板凳深度”上
也存在不足。因此，教练组决定增调主攻戴卿尧、王滨，
副攻张哲嘉，自由人曲宗帅驰援中国男排。这4名球员
此前都在广东江门参加了2021年至2022年中国男排超
级联赛的备战训练，将于7月23日从北京出发前往塞尔
维亚，与全队一起集训。

而在塞尔维亚训练期间，中国男排日前还与来访的
克罗地亚男排进行了首场热身赛，全队最终以3：2险胜
对手。参加集训的大部分中国男排队员都得到了上场机
会。克罗地亚男排目前世界排名第33位，正在为获得明
年的欧锦赛参赛资格而努力。

本报讯（记者 申炜）东亚杯首轮比赛，中国男足选拔
队0：3不敌韩国队，让球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赛后，主
教练扬科维奇并没有责难年轻的弟子们，而是鼓舞全队，
“抬起头，为下一场与日本队的‘战斗’做准备。”

在东亚杯首轮比赛中，中国男足选拔队不出意外输
给了韩国队，遭遇了开门黑。全场比赛，中国男足选拔
队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反击毫无威胁。赛后，有
一定心理预期的中国球迷批评声并不大，反倒是韩国
媒体撰文，认为中国男足选拔队水平太低，甚至和大学
生球队一样。
对于中国男足选拔队来说，大多数球员是首次参加

国际A级比赛，体验注定是苦涩的。赛后，扬科维奇在球
队休息室鼓励队员们，“小伙子们，你们赛前说要‘战斗’，
你们做到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们缺乏（国际）比
赛经验，这不是你们的问题，球队的主要问题我来负责。”
昨天上午，中国男足选拔队在驻地酒店健身房进行

了恢复性的训练。扬科维奇特意对中韩比赛进行了总
结，他再次鼓励全队，“第一场比赛已经成为过去时，我们
必须要往前看。很快，下一轮比赛就要开始，我们应该从
现在开始做准备。”按照赛程，中国男足选拔队将在24日
迎战日本队。
相对于中国男足选拔队，中国女足目前的状态还算

不错，不过首场比赛进球的张琳艳表示：“通过这场比赛，
还是发现了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此外，王霜在首场比
赛中并未登场，自从受伤之后，她的身体还需要时间进行
康复。
今年2月举行的女足亚洲杯决赛中，韩国队领先两球

的情况下，最终被中国女足翻盘。两队在东亚杯的这场
交手，被韩国女足视为了雪耻之战。

中国男排海外积极备战
小德要打美网
必须接种疫苗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美网组委会昨天
公布了今年的参赛名单，德约科维奇在列。
但美国网球协会随即发布声明，表示这只是
例行公事，美网方面会严格执行美国政府的
入境规定。
按照美国网协的说法，根据WTA和ATP

排名，这份参赛名单包括了截止到7月18日符
合资格的所有球员。所以，小德出现在美网官
方提供的名单上，其实只是走了一个形式。美
国网协在声明中称：“根据国际网球组织的大
满贯参赛规则，大满贯赛事开始前42天的符合
资格选手，根据排名自动进入男单抽签区。美
网并无规定运动员必须接种疫苗，但美网将尊
重美国政府的立场，没有接种疫苗的非美国人
将无法入境。”这意味着，小德要想参加美网则
必须接种疫苗。据悉，已经有12000人签名，希
望美国政府允许小德参赛。

2022年田径世锦赛中国女将

铁饼摘金标枪晋级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田径世

锦赛昨天在美国俄勒冈州尤金市展
开第6比赛日争夺，中国选手冯彬凭
借第一投的69米12，一举夺得女子
铁饼冠军，这是中国队本届世锦赛
的第2金，也是中国女子铁饼继
2011年的李艳凤后再度在世锦赛摘
金。奥运会冠军刘诗颖以63米86晋级女子
标枪决赛。
共有39位选手参加女子标枪资格赛争

夺，投出62米50或最好成绩排名列前12位的
选手晋级决赛。刘诗颖第一掷便掷出了63
米86，直接晋级决赛。亚洲纪录保持者、3枚
世锦赛奖牌获得者、33岁的吕会会最好成绩
是57米59，列总第16位无缘晋级。卫冕冠
军、澳大利亚名将凯尔西·李以61米27排名
第5晋级。女子标枪决赛将于北京时间23日
9时20分开始。
女子3000米障碍赛，杰鲁托创造了8分53

秒02的新赛会纪录，为哈萨克斯坦夺得世锦
赛首金，格塔丘以8分54秒61摘银。男子400
米半决赛，美国选手诺曼以44秒30排名首
位。女子400米半决赛，两届奥运会冠军、巴
哈马名将乌伊博以49秒55列头名。
目前，中国队以2金1银1铜在金牌榜上

暂居第3，美国队以6金5银8铜排首位，埃塞
俄比亚队以3金4银1铜列次席。

冯彬一掷定乾坤

鼻烟壶画解放桥

手工木艺运河渔船

剪纸永乐桥

新外援梅里达昨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