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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门虎队苦练定位球得分能力

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提升达标线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下午，天
津津门虎队在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外
场，安排了向媒体公开的训练课。这
堂训练课，对外传达的重要信息是，球
队在精雕细琢定位球战术，以及演练
对定位球的防守。
在定位球战术训练环节，津门虎

队最主要的“罚球手”，从联赛首阶段
比赛时的外援罗萨，变成了即将正式
加盟球队的外援梅里达，并反复尝试

在不同点位，通过不同形式，对球门形
成威胁。因为从过往的个人履历和特
点看，梅里达的定位球无论是脚法还
是精准度，都积攒了较好的口碑，因此
昨天，围绕着他的定位球战术，不仅队
友们都认真配合，而且场外观看训练
的球迷们也为此津津乐道。
训练结束后，球员巴顿说，球队

在做联赛首阶段总结的时候，数据显
示非常清楚，对比中超其他各队，津

门虎队通过定位球得分是比较少的，相
反，被不同的对手通过定位球破门却比
较多，未来的比赛中，球队把定位球进
攻和防守的问题解决好，一定会对提升
成绩有非常大的帮助。
和巴顿一样，外援罗萨在接受采访

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最近球队更精细
化的准备。增强体能，磨炼战术细节，为
下月初联赛再战做好全方位的预案，津
门虎队一直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步骤在推
进。另外最近尽管天气炎热，不过每逢
津门虎队训练，都有很多球迷到现场观
摩，也为球队提振了士气。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世界田联官方
昨天公布了 2023 年布达佩斯世锦赛
10000米、马拉松、全能和竞走项目的参赛
标准。其中，每个项目50%的指标将由近
些年的成绩决定，剩余的指标由世界排
名、特定比赛的最终排名或者外卡来评
判，4个项目的达标成绩均有提升。
据悉，马拉松项目在达标窗口期内，

所有在世界田联白金标赛事中取得前5
名的运动员和在2023年世界田联金标
赛事中夺冠的运动员，都将获得2023年
世锦赛参赛资格。10000米项目运动员
还可以通过 10 公里的路跑赛事获得
10000米场地赛的参赛资格。其余项目
的详细资格体系和参赛标准目前正在制
定中，将在理事会批准后实施。
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将于2023年8

月19日至27日举行，各项目的达标窗口
期已经确定。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在广
东江门举行的2022年全国男排锦标
赛B组第六轮的比赛中，天津食品集
团男排凭借在拦网和发球上的出色
表现，3：0战胜河南男排，提前一轮
晋级 8强，这也是球队在本次全锦
赛上的第 4 场胜利，3 局的比分为
25：13、25：16和 28：26。今天下午，
天津男排对阵辽宁男排。

对阵河南男排，天津队的首发阵
容为主攻刘金浩、刘昊田，副攻张昕
宇、白浩辰，接应罗壮，二传毛天一，自
由人徐朋。由于上一场比赛，天津队
拦网发挥欠佳，所以本场比赛球队高
度重视拦网环节。前两局，天津队从
开局阶段不仅用颇具攻击性的发球有
效冲击河南队的一传体系，而且在网

口给对手施加很大的压力，而河南队
在天津队的严密拦防下，进攻失误频
频。天津队抓住机会以较大的分差连
赢两局。第3局，背水一战的河南队从
开局阶段就力拼发球，天津队的一传
也出现波动，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局
末阶段，天津队的强攻毫不手软，抓住
机会连得2分，28：26赢下制胜一局。

此战过后，天津队以4胜1负积13
分的成绩暂列B组第一，球队也将力争
赢下今天与辽宁队的比赛，以B组头名
晋级淘汰赛阶段的比赛。与河南男排
赛后，天津男排主教练刘浩认为，相比
上一场，球队的拦网表现有明显提升，
“这场比赛，我们在拦网和发球上都发
挥得不错，尤其是在网口给对手施加
了很大压力。”

本报讯（记者 赵睿）昨天进行
的东亚杯末轮比赛，中国男足选拔
队1：0击败中国香港队，第5次获得
季军。国足选拔队表现和成绩尚
可，但也难掩诸多问题。
本场比赛扬科维奇仍然排出3中

卫阵型，中卫蒋圣龙与戴伟浚搭档双
后腰，前者主要负责防守，后者的精力
主要放在梳理进攻上，这是扬帅排兵
布阵的一个新尝试。开场后，在对手
高位逼抢不是太凶狠的情况下，国足
选拔队组织起了几次有效进攻，第11
分钟，蒋圣龙接右侧角球头槌被补防
队员门线上解围。在中国香港队加
强逼抢之后，国足选拔队的进攻不再
流畅，进攻多以长传为主，威胁大打
折扣。第39分钟，中国队右侧2打2
配合成功，谭龙禁区内射门打在边网
上。上半场尾声阶段，对手持续给国
足选拔队防线施压，短时间内5次射
门。上半场比分0：0。

下半场，国足选拔队的进攻配合
仍然没有太多的亮点。第67分钟，
国足选拔队前场右侧逼抢，造成对手
后卫解围的皮球反弹回禁区，中锋谭
龙抓住机会射远角得分。终场前，门
将韩佳奇表现神勇，两次化解门前必
进之球，帮助国足选拔队拿到国际A
级比赛首胜。东亚杯三场比赛踢完，
在现行规则不调整的情况下，这支以
U23队员为主体的混编队伍，未来的

主要任务是为明年进行的亚运会男足
比赛做准备。

国足选拔队的精神面貌值得肯定，
尤其对阵日本队，众志成城逼平对手，
展示出了较强的韧性。但差距也相当
明显，主要有两点：首先，很多时候传
接球不合理，给完成下一个动作造成
困难，也就是怕逼怕抢。U23队员的
技术已经定型，纠正起来很难。其次，
可以在某个时间段内对对手形成压
制，但无法做到长时间向对手施压。
队员的临场发挥也是如此。面对并不
算强的中国香港队也占不到上风，扬
科维奇赛后直言“对这场胜利我其实不
太满意”，也是看到了问题所在。

这批1999/2000年龄段的球员，
他们开始踢球的时候，正是中国足球
青训较为混乱的时期，又不是奥运重
点年龄段，踢球的孩子数量不多，各地
重视程度也不够。以1997/1998年龄
段球员组成的中国国奥队，在2020年
U23亚洲杯小组赛(东京奥运会预赛）
中尚且难求一胜，寄希望于本届U23
男足在亚洲足坛展示出足够竞争力，
更是任重而道远。如何让距离国家队
交接班最近的队员快一些成长，把差
距尽量缩小，是横亘在中国足球面前
的一道综合试题。
另一场比赛，日本队3：0击败韩国

队，2胜1平夺冠，韩国队2胜1负获得亚
军。中国香港队3战皆败，排名最后。

东亚杯末战1：0小胜中国香港队

国足选拔队总算完成基本指标

天津队提前晋级男排全锦赛8强

■ 本报记者 张帆 刘莉莉

昨天，第十七届文华大奖终评作
品名单、第十九届群星奖决赛入围作
品名单揭晓，我市有6部佳作榜上有
名。这些优秀的津产作品将于9月亮
相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

红色故事常演常新

时代楷模打动人心

第十七届文华大奖终评作品名单
和第十七届文华编剧奖、文华导演奖、
文华表演奖提名人选名单昨日公示结
束。天津评剧院创演的评剧《革命家
庭》、天津京剧院创演的京剧《楝树花》
入选第十七届文华大奖终评作品名单，
天津京剧院“梅花奖”得主吕洋入围第
十七届文华表演奖提名人选名单。

评剧《革命家庭》是根据“革命母
亲”陶承的口述自传《我的一家》改编
而成。该剧创演于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全剧历史感、时代感、
艺术感兼具，以剧中女主人公方承的
视角为切入点，通过一个普通的旧社
会妇女成长为一位革命者的过程，讲
述剧中一家人忍辱负重、舍小家为大
家的故事，展现出他们承载的价值追
求，呈现出一种有信仰的人生境界。
该剧出品人、领衔主演曾昭娟，文学指
导盛和煜，编剧徐新华，导演张曼君，
天津评剧院诸多实力演员以及剧院学
员班学员共同出演。该剧将于8月24
日、25日在红旗剧院演出。

京剧《楝树花》是根据“时代楷模”
王继才、王仕花的事迹创作而成，主要
讲述夫妇二人守护开山岛，把青春年华
献给祖国海防事业的感人故事，以京剧

艺术形式展现他们忠于职守和爱国奉
献的精神，歌颂平凡之中的伟大。该剧
由梁波担任艺术顾问，赵爱斌、马载道
编剧，陈霖苍导演，“梅花奖”得主吕洋
饰演王仕花，“二度梅”得主王平饰演王
继才并担任复排导演。去年8月该剧在
津首演，剧中呈现了王仕花对王继才的
夫妻情、战友情，人物的朴素情感传递
出真实的力量，令人动容。前不久，该
剧启动复排，并将于8月1日在滨湖剧
院进行复排首演。

关注现实生活

展现津味津韵

昨天，第十九届群星奖音乐、舞
蹈、戏剧、曲艺门类决赛入围作品名单
结束公示，我市4部作品——民族室
内乐《津津乐道》、少儿群舞《曙光》、小
品《疫“懂”的心》、群口相声《脱贫路
上》榜上有名。这些作品扎根于火热
的现实生活，展现津味津韵。
“九河下梢天津卫”，天津人的开

朗、风趣，映衬出天津这座城市的开
放、包容。民族室内乐《津津乐道》以
天津地域特色的曲艺音乐元素为主要
创作动机，用诙谐幽默的创作手法，描
写了天津人的日常生活。海河漫步、
盘山探幽，享美食、听曲艺，诙谐幽默
的天津人体现出了“哏儿都”特有的城
市韵味。作品主创、市群艺馆文艺创
作部副主任司涛介绍，《津津乐道》用
另一种视角，向大家展现一个不一样
的天津。9位演员代表了“九河下梢”
的历史，浓厚的天津曲艺风格旋律在
各个乐器上反复呈现。二胡模仿的水
滴声音，笛子模仿的鸟叫、蝉鸣，使人
仿佛置身于海河岸边，琴箫和鸣营造

出盘山的幽静。整首乐曲在“乐”字上做
文章，三弦、快板的运用让整首作品曲艺
风格浓郁，体现天津“曲艺之乡”的文化
底蕴。
小品《疫“懂”的心》讲述了在众志成

城抗击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邻里之间
因“声音”产生矛盾，通过防疫人员、志愿
者的劝解，最后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故
事。抗击疫情是今年群文领域文艺创作
的热点题材，《疫“懂”的心》突出写实风
格，反映了人们在疫情防控期间真实的
生活状态，用诙谐幽默的方式向奋战在
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致敬。作品的创作
初衷源于作者张雪枫在下沉社区期间的
所见所闻，他通过观察和思考不断丰富
和完善作品。

作为北方的曲艺重镇，相声作品一
直是天津的优势和特色。今年入围的群
口相声《脱贫路上》的创作灵感来自一篇
关于“小木耳、大产业”的脱贫案例报
道。相声作者之一马六甲告诉记者：“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何开发本土资
源做到自主脱贫，我觉得可以以这个原
型做创作素材。我又查阅了很多案例，
看到一个天津对口支援甘肃建香菇产业
园的扶贫案例，小蘑菇撑起‘扶贫伞’，当
时就决定以蘑菇科学种植带动乡村振兴
的框架写一段群口相声。我把初稿写出
来后，找到河西区文化馆创研部的王淮
老师，一起商量着继续修改，前后一共改
了18稿，才有了这个作品。”
少儿群舞《曙光》灵动质朴，描述小

报童在旧中国的艰辛生活，哪怕战争来
临也泯灭不了他们对美好生活和红色曙
光的向往。在党的灿烂阳光下，报童们
放声高歌，紧跟党的步伐，大步向前，走
向幸福新生活，走向美好未来。

文华大奖终评作品名单、群星奖决赛入围作品名单揭晓

6部津产佳作榜上有名

■ 本报记者 张帆

电视剧《天才基本法》正在央视八
套热播，剧中少年追逐梦想的故事热
血“上头”，双时空的设定和平行世界
穿梭的叙事方式让观众感觉新奇。从
《开端》的时间循环到《天才基本法》的
时空穿梭，以科幻的元素展现现实内
核的轻科幻题材电视剧，凭借独特的
创作视角持续引发关注。
在电视剧《天才基本法》中，少女

“林朝夕”（张子枫饰）经历双时空之旅，
与父亲林兆生（雷佳音饰）和初恋裴之
（张新成饰）携手，在数学领域重拾信
心，为追寻真理与爱而拼尽全力……
如果有一次改变过去的机会，你

会做何选择？时空穿梭的设定看似
“虚浮”，但主创着力描写的父女情、少
年梦让故事“落地”，亲情与励志融合
浓郁的生活烟火气，让科幻变得真实
可信，与观众共情共感。
从年初大热的《开端》到如今的

《天才基本法》，此类题材电视剧在高
能的题材设定之下，彰显出了一种属
于平凡人的力量，现实和温暖的内核

触动了观众的心，这也正是轻科幻题
材受欢迎的原因。
无论是《开端》中利用“循环”对社

会现实的细腻描摹，抑或《天才基本
法》中通过时空穿梭反思“人的选择”，
每一个成功的科幻命题背后都有着深
刻的现实关怀和社会隐喻。
“时间循环”“无限流”“时空穿

梭”等创作手法在科幻小说中屡见不

鲜，应用于影视剧创作也屡屡为观众带
来惊喜。轻科幻题材用科幻“外衣”包
裹“现实”内核，体现了创作者对电视剧
题材类型和表现手法多样化新颖的探
索。优秀的科幻题材影视作品尽管总
是“脑洞大开”“高能不断”，但依旧离不
开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观察和理解，强调
“社会性”是电视剧创作远离失重与浮
泛的关键。

文 化 观 察 《天才基本法》热播 轻科幻题材剧引发关注

以想象之笔触达现实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选拔队球员谭龙（右）

与队友陈国抗在比赛后拥抱。 新华社发

荧屏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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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敏家》第14、15
集金波得知小敏当晚不回
家，于是提出陪家骏回家
睡。家骏无法推托，只得带
着金波回家。金波趁家骏
洗澡把酒瓶都翻出来，一顿
乱喝，还逼家骏陪自己。金
波又开始回忆过去，要不是
当年离婚，自己也不会把日
子过成这样……

天津卫视19:30

■《亲爱的小孩》第
29、30集 谢丹回家发现
了董帆的匿名信，一诺与
肖路准备再生一个孩子
的事在谢家掀起风波。
一诺因为工作失误，在学
校受到了家长们的集体
声讨，学校决定换班主
任。董帆困惑与肖路的
关系走向，父母建议她与
肖路暂时分开，各自冷静
一下……

天视2套18:15

■《家有一老》第16、
17集 张睿今被韩阿姨忽
悠去相亲，到那里才发
现，原来相亲对象是杨
林。俩熟人碰面就聊了
起来。余志刚晚上上厕
所没锁门，孕妇建慧正在
门外碰上里面出来的余
志刚，吓得一屁股坐地上
流血了。大伙儿赶紧把
建慧送医院，还好大人小
孩最后都保住了……

天视4套21:00

■《鱼龙百戏》本期
节目迎来三位老擂主表
演，他们是京剧演员王石
青春、京东大鼓演员王文
磊，以及相声演员程君
享。老擂主程君享与搭档
董健合作相声《日记平行
线》，引来笑声连连。京
东大鼓表演者王文磊带
来《锦绣海河放异彩》，带
着老朋友们重温了京东
大鼓的魅力。京剧演员
王石青春与主持人子骞
合作，带来诗词岔曲唱和
作品《白露》，这对全新组
合让人眼前一亮。三位时
光见证人——相声演员张
庆柏、白派京韵大鼓演员
时唯、主持人子骞饱含深
情在场见证。

天视2套19:45

■《今日开庭》今天
这个案件是公公婆婆把前
儿媳告上了法庭。小两口
都离婚了，老两口跟前儿
媳不再有关系了，怎么还
闹上法庭呢？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