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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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名决赛
中，天津食品集团男排3：1逆转战胜广东
男排，获得本次全锦赛的第5名，4局的比
分为16：25、26：24、25：22和25：22。
上一场与江苏队的比赛，天津队队长

毛天一意外受伤下场，球队最终3：2险胜
对手。本场比赛，毛天一带伤出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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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局比赛，毛天一、刘
昊田和徐朋三名老将明显受到伤病的影
响，中局阶段天津队果断换上二传沙义
杰、20岁的主攻小将郝寿文和19岁的自
由人易腾龙，虽然天津队输掉首局，但换

上来的3名队员迅速找到比赛节奏，为球
队随后的反击做准备。第2局是本场比
赛的转折点，双方一路战至24平，关键时
刻天津队连得2分，26：24赢下这关键一
局。随后两局，凭借沙义杰、郝寿文和易
腾龙的出色表现，天津队以25：22的相同
比分连胜两局。
赛后，天津男排主教练刘浩认为此役

球队经受住了考验，尤其是替补二传沙义
杰和主攻小将郝寿文发挥得不错。总结
球队在本次全锦赛的表现，刘浩认为球队
达到了磨合阵容、锻炼队伍的目的，“通过
本次比赛，我们暴露出一些问题，球队在
技术稳定性以及发球、一传等技术环节上
还需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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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艺术院团和剧场为小朋友送上一大批精彩演出

暑期剧场打开艺术之门

丁文一收获美国青少年锦标赛冠军 殷小雯领先晋级美巡赛决赛轮

天津高尔夫小将一鸣惊人
津门虎队明天兵发海口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利物浦队和
曼城队在社区盾杯中相遇，这场比赛也被外
界认为是哈兰德和努涅斯之间的对抗。作
为红蓝两队的当家射手，哈兰德和努涅斯的
表现堪称是冰火两重天，赛后更是引发了外
界热议。
利物浦队和曼城队的这场较量，在大部

分时间里都处于均势。下半时，两队花费重
金引进的射手最终决定了比赛胜负。努涅斯
打入一球的同时，还创造了一粒点球良机，最
终帮助利物浦队3：1取胜。被寄予厚望的哈
兰德在面对空门的时候却一脚踢飞，只能用
苦笑化解尴尬。

曼城队对哈兰德寄予厚望，但这场比赛
他却错失了多次绝佳机会，把握机会能力之
差，让场边的主帅瓜迪奥拉都有些坐不住
了。很显然，哈兰德还需要适应，英超赛场的

对抗和攻防节奏远非德甲能比。当然，他更
要抵御住外界如今对他的冷嘲热讽。

比起全场黯淡的哈兰德，替补登场的努
涅斯展现了一位支点型中锋的全面素质：积
极的跑动和有球必争的态度，让他赢得了队
友的更多信任。全场比赛努涅斯射门4次，
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意味着
他的锋线核心作用开始凸显出来。
新赛季首秀，哈兰德和努涅斯表现天差地

别，不过对于他们来说，这应该是职业球员的
常态。半个月前，努涅斯在热身赛中同样来了
一脚高射炮，媒体差点给他贴上“水货”的标
签。哈兰德整个备战期的表现一直都很好，让
曼城球迷对他很有信心。作为两队花费重金
引进的前锋，两个人确实背负了极大压力。

此外，拜仁慕尼黑队在德国超级杯比赛
中，5：3击败了莱比锡队，捧得超级杯。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天在班顿沙
丘进行的高尔夫球美国青少年锦标赛决赛
中，17岁的天津队小将丁文一赢3洞剩2
洞，力克东道主球员凯莱布·萨拉特，成为
这项USGA（美高协）青少年旗舰大赛自
1948年创立以来的首位中国冠军，也是第
5位非美籍冠军球员，他还是赢得USGA
各年龄锦标赛冠军的中国大陆男球员第一
人。丁文一也获得了2023年男子大满贯
美国公开赛的参赛资格，成为史上第10位
进军高尔夫四大满贯的中国大陆男球员。
天津市体育局为此特向天津市小球运动中
心及高尔夫球队和丁文一发去了贺信。
决赛丁文一从4号洞领先之后便再未落

后，并依靠比赛中段稳健的“小鸟”球输出，
最大优势曾达到8洞之多。虽然萨拉特在比
赛末段疯狂反扑，连续扳回5洞，但第34洞
丁文一用一记关键“保帕”终结比赛，成为赛
会历史上首位中国冠军。“太累了，都恍惚
了。”8天13轮比赛，是丁文一打得最多的一
次。特别是半决赛打到加洞，体能消耗过大
的他完全是凭借顽强的意志在拼。“毕竟是
淘汰赛制，压力挺大的。开始也没想到能打

这么好，到32进16之后，感觉越来越好，信心起
来了，就觉得自己可以一直赢下去。”
夺冠时刻，丁文一依然保持着云淡风轻

的风格。“颁奖典礼，在奖杯上刻名字，我就认
真看怎么刻，挺平静的。”赛后，他和爸爸在中
餐馆点了几个菜，算是简单庆祝了一下。手
机里都是亲朋好友的祝福，他感谢所有人对
他的关注和支持。“夺冠是对自己球技的肯
定，新冠疫情以来就没到美国比赛，没有和高
手竞技的机会，不知道自己在国际上处于什
么水平。现在信心提升了，觉得自己还行。”
凭借这场胜利，丁文一赢得了2023年第123

届美国公开赛的参赛资格，成为继张连伟、梁文
冲、吴阿顺、李昊桐、张新军等名将之后，史上第
10位进军高尔夫四大满贯的中国大陆男球员。
“这个才是意义最重大的，男子四大满贯之一，球
场难度最高的一个，世界顶尖球员都会参加。”
丁文一从6岁开始练习打球，小孩子都

会说想当世界第一。那时候，他对大满贯还
没有概念。“今年从开始就想打大满贯，之前
一直没有机会，现在算是梦想成真了。”

丁文一目前业余世界排名第20位，在周
三即将更新的榜单中有望创新高（之前最高

第16）。美国业余锦标赛将于8月中旬开赛，
他已经通过排名获得参赛资格。近期，他会
一直留在美国训练和比赛。
据了解，丁文一已经由中国高尔夫球协会

选拔进入国家队“尖子计划”重点培养，成为中
国男队肩负备战巴黎奥运会重任年龄最小的
球员。如今的每一步努力，都在迈向杭州亚运
会、巴黎奥运会以及他向往的职业赛场。
此外，昨天从LPGA二级赛爱普生巡回

赛上传出好消息，17岁的天津“小花”殷小雯
依靠两轮“6字头”，11只“小鸟”的优异表现
并列榜首，将冲击个人首座LPGA二级赛冠
军奖杯。

与丁文一一样，殷小雯也是中高协选拔
纳入国家队“尖子计划”的重点球员，同样肩
负着中国高尔夫球备战亚运会和巴黎奥运会
的重任。今年，她刚刚转为职业球员，爱普生
巡回赛是她职业生涯的起点。经过开局两站
的调整和适应，她在第3场便获得第7名，最
近4场比赛3次进入前10。此次强势爆发，
闯入决赛轮。女子中巡赛时期，殷小雯曾以
业余身份3夺职业赛冠军。如今，她将向美
巡赛冠军发起冲击。

社区盾杯决战 考量红蓝两队新射手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2022年中冠联赛大区赛银
川赛区进行了淘汰赛次回合的较量。天津圣德队3：2战胜
北京灵动星空队，以总比分5：2淘汰对手晋级总决赛。

两队首回合较量中，天津圣德队2：0取胜。这场比
赛，没有退路的北京灵动星空队排出了433的阵型，希望
做最后一搏。比赛刚刚开始，李功泰就取得了进球，天津
圣德队在总比分上3球领先。随后，北京灵动星空队连
入2球，让比赛一度变得悬念重重。好在天津圣德队稳
住阵脚，孙梓轩和杨立春分别取得进球，最终以总比分
5：2取得了比赛胜利。

天津圣德队成为第9支闯入中冠总决赛的球队，这
也是天津业余球队时隔3年，再次有球队成功晋级中冠
总决赛。

天津队获得全国男排锦标赛第5名

本报讯（记者 顾颖）7月30日，中国足协对外发布了
本赛季中超联赛剩余24轮比赛的赛程，综合多方面原
因，暂时需要将中国足协设定的“第三方场地”海口作为
自己主场的天津津门虎队，将从8月6日到8月21日，首
先连续有4场比赛在那里完成，已经确定搭乘明天一早
的航班兵发海口，教练组和队员们都希望，经历了过去
10天左右的训练调整期，队伍能以更好的面貌，投入未
来的比赛。
7月29日与北京国安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并连夜返

回天津后，津门虎队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给队员们放假休
整，做出发前的准备，今天下午完成动身前的最后一练。8
月6日20:00，津门虎队将首先在第11轮比赛中，和上赛季
中超联赛冠军山东泰山队相遇。山东泰山队已经在7月
30日，先于津门虎队抵达海口准备该场比赛。
纵观后续24轮的赛程，前12轮比赛，包括自己的主场

作战，以及和其他将主场设定在海口的球队作战，津门虎
队有9轮比赛要在海口进行，其他3轮比赛两次前往大连，
以客队的身份，和将那里作为主场的球队比赛，另外还要
前往广州，客战广州队，这就注定了从本次出发，到10月
初，球队几乎都在外奋战，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全
队上下近期已经做好了应对困难的准备。
另外从既定的赛程表上看，从10月上旬至12月中旬

联赛结束的最后12轮比赛，津门虎队的客场比赛相对密
集，尽管奔波在所难免，但是届时，津门虎队倒是可以有
机会在连续几轮客场比赛的阶段，返回天津训练、备战，
从天津前往客场。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尽管赛程已经明
朗，不过考虑到球队在比赛过程中可以随时申请变更主
场，也不排除随着比赛的推进，包括津门虎队在内，会出
现诸多变化的可能性。
8月1日，津门虎队将在中国足协开启注册、转会窗

口的第一时间，为西班牙新援梅里达完成注册手续。在
梅里达顶替已经离队外援拉多尼奇的情况下，津门虎队
的报名球员人数仍为35人，按照中国足协的规定，在8月
31日“窗口”关闭前，津门虎队还要撤下3人，符合最终32
名球员报名参赛的要求。

天津圣德队闯入中冠总决赛

图片由丁文一团队提供

左图 7月30日，

天津京剧院在滨湖剧

院演出《太真外传》。

本报记者 刘莉莉

姚文生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昨日，“流香妙
曲迎知音——刘迎天津时调艺术个人演唱
会”在中华曲苑上演。
刘迎自幼喜爱文艺，考入中国北方曲

艺学校后，跟随王毓宝先生学习天津时
调。毕业后进入市曲艺团，并于2001年
拜王毓宝先生为师。刘迎的表演继承了
恩师风格，同时富有时尚朝气，不仅掌握

大量传统曲目，且演唱了《南湖红船》《西
部畅想》等新创曲目，荣获中国曲艺牡丹
奖等奖项。
天津时调是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之

一。此次演出也是刘迎从艺30余年的汇报
展示，她奉献了《军民鱼水情》《放风筝》等曲
目，还边唱边讲，向观众介绍了拉哈调、怯五
更调、二六板鸳鸯调等天津时调经典唱腔。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由和平区作协主办、市友好合
作城市企业促进会协办的“我与孙犁”丛书分享会日前举
办。20余位作家、评论家与丛书策划人、作者等参会，共
同缅怀孙犁先生、畅谈阅读心得。
2022年 7月11日，是“荷花淀派”创始人、《天津日

报·文艺周刊》主创、文学大师孙犁先生20周年忌辰。为
纪念孙犁先生，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我与孙犁”丛
书。该丛书共5本：冉淮舟的《欣慰的回顾》、谢大光的
《孙犁教我当编辑》、肖复兴的《清风犁破三千纸》、卫建民
的《耕堂闻见集》、宋曙光的《忆前辈孙犁》。
5位作者都是京津两地的作家和编辑，都与孙犁有

过深入交往。他们通过深情回顾，以各自的体会和感悟，
多视角、多层面、多维度为读者呈现了鲜活真实的孙犁。
该丛书是近20年来孙犁研究的最新成果，收录了很多从
未发表过的作者与孙犁来往书信、孙犁书法作品照片，具
有史料价值。
与会者认为，该丛书可以让更多读者进一步了解孙

犁、研究孙犁，传承大师的文学血脉，让大师精神焕发时
代光彩，同时为讲好天津故事积累了宝贵经验。天津作
家要不断继承和发扬孙犁大师的文学精神，讲好天津故
事、中国故事。
市作协副主席闫立飞表示，20年过去了，孙犁在读

者中的人气只增不减，他的作品常读常新，没有受到时代
的局限，文学的力量依然直抵人心。和平区作协主席、诗
人于剑文表示，这套丛书是对文脉的传承，是真善美的凝
聚。和平区书法家协会主席张同明分享了自己读后有感
而发的小诗《文坛殊勋——孙犁》：“犁出荷花淀，刊编百
万文。芦花飘四海，泥土沁功勋。”

“我与孙犁”丛书分享会举办

犁出荷花淀 悦享传世文

本报讯（记者 张钢）7月30日晚，第36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各大奖项揭晓。在最佳男主角奖评选中，沈腾得
票数为0，引发网友热议。
百花奖颁奖典礼上，《长津湖》获最佳影片奖，《你好，

李焕英》获优秀影片奖，最佳男主角奖由《悬崖之上》主演
张译获得，最佳女主角奖由《中国医生》主演袁泉获得。
本届百花奖101位大众评委进行的现场投票中，最佳

男主角奖得票数为：张译38票，刘烨28票，易烊千玺15
票，吴京13票，沈腾0票。颁奖当晚，“沈腾0票”的话题登
上微博热搜，不少喜欢沈腾的网友纷纷出来“打抱不平”。
对于这一评选结果，中国电影家协会一位负责人表示：

“百花奖的最终结果由101位大众评委在现场投票产生，是
公平公正的，演员得票低并不代表大家对他的否定，只是表
明其他演员的发挥更为出色。沈腾获提名的影片是《我和
我的父辈》，在这部四段式的作品里，沈腾只是出演了一段，
相比起其他几位获提名演员戏份偏少。此外，海清在最佳
女配角奖评选时也是0票，她最近出演的《隐入尘烟》也是
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但本次评选中落败，也是因为在提名
作品《我和我的父辈》中戏份偏少。希望他们近期的好作品
在下届百花奖中获得提名。”

百花奖颁奖“0票”引热议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

进入暑期以来，我市各艺术院团和各
大剧场准备了一大批门类丰富的精彩演
出，让小观众们从剧场中感受亲情与友情、
勇敢与坚强、正义与团结……刚刚过去的
周末，天津音乐厅、天津大剧院为小观众们
送上了多台演出，将剧场打造成寓教于乐
的第二课堂。

“千与千寻”音乐会温暖治愈

7月30日，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上演的
“千与千寻”宫崎骏动漫主题弦乐重奏音乐
会，则带来另一种动听的旋律。这台演出
由天津交响乐团晨歌弦乐重奏组打造，精
选了宫崎骏动漫中的经典音乐作品，旋律
优美明朗、富于奇幻色彩和故事性，适合所
有年龄段的观众欣赏。
音乐会上，《千与千寻》《魔女宅急便》

《天空之城》《魔法公主》《哈尔的移动城堡》
《邻家的龙猫》等动漫音乐先后奏响，用音
乐讲述了一个个温暖治愈的动人故事。

儿童剧打造沉浸式体验

暑期的演出市场，最受关注的演出类
型之一还有儿童剧。天津大剧院正在举办

的“打开艺术之门”2022暑期艺术节，就为
津城小观众送来了多场主题丰富的儿童剧
演出。
昨日，在天津大剧院歌剧厅上演的儿

童剧《黑猫警长之城市猎人》带领小观众伸
张正义。在动物城学校，猛虎教练和大耳

兔离奇失踪，经过缜密的调查，黑猫警长发
现了幕后真凶。该剧在讲述故事的同时注
重与小观众的互动，“黑猫警长”邀请孩子
们参与案件追踪和抓捕工作，让他们沉浸
式地体验惩恶扬善、正义打败邪恶的人间
正道，在艺术中收获成长。

刘迎天津时调艺术个人演唱会上演

流香妙曲迎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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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

歌声”军歌嘹

亮专场音乐会

右图 昨日，“用

音乐点亮海河”首届

海河音乐节启幕。天

津交响乐团在海河游

船上奉献优美旋律。

本报记者 姚文生 摄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

文生）“将士们听党指挥，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不惧强敌敢较量，为祖
国决胜疆场……”昨天下午，作为
天津交响乐团“周日音乐下午茶”系
列音乐会之一，“午后的歌声”军歌
嘹亮专场音乐会唱响天津音乐厅。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
之际，这台音乐会上演了《强军战
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说句心里
话》《小白杨》《打靶归来》等广为传
唱的军旅歌曲，铿锵有力的旋律唱出了
中国军人矢志奋斗强军的心声。
在“八一”建军节前后推出军旅主

题音乐作品专场，是天交多年坚持
的。军旅音乐作品或以激昂奋进的旋
律抒发战士们的凌云壮志，或以深情
的曲调唱出军旅生涯的故事，让少年
儿童在动人的音乐与歌声中领略中国
军人的精神面貌，增强对伟大祖国的
自豪感。
昨日的演出深深地吸引了多位

小观众。即将读初一的何佳琪对记
者说：“演出中有的曲目很熟悉，也有
一些曲目是第一次接触，在现场听演
唱让人热血沸腾。中国军人了不起，
他们让我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军歌嘹亮振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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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敏家》第22、23
集佳佳出国后，小敏来到
了陈卓家。小敏表示这段
时间有陈卓的陪伴，她非
常庆幸。陈卓也流下眼
泪，他和小敏之间的感情
似乎变了些味道。两人这
段时间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都很累，他们平静地提出
了分手。家骏顺利完成了
高考，他跟佳佳一直保持
着联系……

天津卫视19:30

■《在桃花盛开的地
方》第3、4集 魏守根请来
乡医小神仙给少花看病，
没想到这家伙敷衍了事，
开了些平安药。守根把
他一顿臭揍，但小神仙的
一番话却引起了他的深
思，小神仙说他曾经看过
一个这样的病人，如果让
她怀了孕，说不定能清醒
过来……

天视2套18:15

■《家有一老》第24、
25集 杨林主动向立秋表
白，她就是他苦苦寻求的
那个人。立秋虽然很欣赏
杨林，但基于刚离婚，根本
没考虑个人的事情。与莎
莎勾结作假的事情败露
了，王建平被免职。莎莎
见王建平再也没什么利用
价值，直接就和他翻脸摊
牌了。接连发生的事情让
王建平实在没脸再在家里
待下去，留下一张纸条离
家出走了……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这个
案子是由一个矿泉水瓶
引起的。它惹的祸，还真
不小。

天视6套18:00

■《最美文化人》本
期《最美文化人》邀请到
京剧青春版《杜鹃山》的
两位主演赵芳媛、王嘉
庆，音乐总监、指挥李凤
阁，以及天津京剧院院长
王则奇，一同分享他们在
排演过程中经历的那些
温暖、有趣的故事。

天视2套19: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