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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门虎队调整心态潜心备战

圣何塞站“津花”徐一璠挺进女双决赛

“海河群英”线上跑颁奖仪式举行

“排球之城”国际交流周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赵睿）北京时间昨天上午，
中国女足5：1击败加州风暴女足，在美国拉
练比赛中保持不败。更可喜的是，中国女足
新人表现出色。

10天前，加州风暴女足刚刚夺取了北
美女子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虽然该联赛
为第二级别，但是加州风暴夺得冠军，同样
说明了她们的实力。本场比赛有很多华人
华侨到场为中国女足助威。比赛开始前，
水庆霞和教练团队也进行了“热身”，虽然
退役多年，但是水庆霞宝刀不老，各种技术

很娴熟。
比赛第 30 分钟，王珊珊点球首开记

录。加州风暴女足第44分钟扳平了比分。
下半场肖裕仪梅开二度，赵瑜洁和吕悦云各
进一球。今年23岁的赵瑜洁曾担任过女足
U13和U15国家队队长，身披10号球衣，目
前效力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多次入选全美

大学联赛最佳阵容。赵瑜洁前不久曾到法
拉克福俱乐部试训。本场比赛赵瑜洁头球
冲顶建功，能在中国女足热身赛中进球，有
助于她今后的发展。

中国女足此前1：1战平了北加州男足07
选拔队，6：2击败旧金山夜鹰队，各项国际赛
事不败纪录达到11场。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WTA500
圣何塞站昨天展开女双半决赛争夺，张帅/库
德梅托娃7：5、2：6、7：10遭徐一璠/杨钊煊逆
转，张帅再次错过登顶女双世界第一的机
会。这是张帅今年第5次错过女双世界第
一。徐一璠/杨钊煊继今年印第安维尔斯站
夺冠后再度联手杀入决赛，将与青山修子/詹
皓晴争冠。
ATP挑战赛80科尔代农斯站男单半决

赛，张之臻6：3、4：6、6：3力克法国球员穆勒，

本赛季第3次、生涯第5次挺进挑战赛决赛，
将与意大利球员瓦瓦索里争冠。凭借这场胜
利张之臻收获50个积分，即时排名升至第
167位，再度超越吴易昺（第173位）。若能夺
冠，张之臻将以346分升至第161位。
ATP挑战赛80列克星敦站男单半决赛

中，17岁的中国小将商竣程鏖战2小时40分
钟3：6、7：6（5）、6：4逆转世界排名第229位的
科瓦塞维奇，生涯首进挑战赛决赛，将与世界
排名第121位的30岁厄瓜多尔老将戈麦斯争
冠。商竣程的即时排名升至第271位再创新
高，若能夺冠将达到241位左右。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由天津市体育局主办的
“排球之城”国际交流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天津市人民体育
馆举行。“排球之城”国际交流周举办期间正值我国第14
个全民健身日，在此期间还将举办免费向全市人民开放
的大众排球欢乐季、“海河回响——女排精神展”巡展等
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上，海外排球界的朋友向本次国际交流周活

动送来视频祝福。本次活动的主题沙龙活动共分男排国
际沙龙、女排国际沙龙、国际化理念沙龙、国际排球发展趋
势沙龙四个部分。包括天津渤海银行女排主教练王宝泉、
深圳中塞女排主教练包壮、法国巴黎男排俱乐部代表在内
的众多国内外排球领域专家、排球俱乐部代表、企业代表
对国际化理念、国际排坛发展趋势等问题展开讨论。
启动仪式上，天津食品集团男排俱乐部与巴黎男排

俱乐部进行了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约。天津渤海银行女排
俱乐部与深圳中塞女排俱乐部还进行了转会仪式，刘鑫
等5名天津渤海银行女排队员转会深圳中塞女排。

本报讯（记者 梁斌）日前，首届“海
河群英”线上跑颁奖仪式暨北辰区“北辰
村镇银行”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北辰
区曙光水镇演艺广场举行。
北辰区为2022年天津市“全民健身

日”主题活动的分会场之一，本次活动由
天津市体育局主办，北辰区委统战部、北
辰区文旅局、北辰区金融局、天津网络广
播电视台、天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北辰村镇银行特别赞助。
活动中，来自北辰区的200余名市

民在生态宜人的曙光水镇环路出发点开
跑。首届“海河群英”线上跑活动自6月
18日启动以来，受到市民的广泛关注，
有超过1万名跑友报名参加，我市123家
优质体育商户为参与者提供了丰厚奖
品，共发放健身券3万张，跑友跑步总里
程超过8万公里。

一粒经过视频裁判组长时间甄别，才被
判定有效的进球，导致天津津门虎队0:1输掉
了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与山东泰山队的
比赛。赛后，连山东泰山队主教练郝伟都说，
天津津门虎队在主教练于根伟的带领下，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比赛中给山东队带来了
很大的挑战。
然而，输了就是输了，前天深夜，津门虎

队赛后返回下榻的酒店，队内气氛有些沉闷，

主教练于根伟为此还专门给队员们加油鼓
劲，肯定了大家的表现，让大家首先要看到比
赛过程中自身的优点与进步，尽快调整状态，
打好后面的比赛。
昨天，津门虎队安排主力球员进行恢复

调整训练，替补球员则按照既定计划，与仍
然停留在海口的山东泰山队替补阵容，打了
一场教学赛。守门员徐嘉敏由于在前天的
比赛中，小腿意外拉伤，稍后还要进行核磁

共振检查，以确定伤情。今天，球队给队员
们放假一天，但是鉴于近日海南省出现了新
冠疫情，教练组要求全队所有成员只能留在
酒店原地休息。同时，球队也按照要求，参
加了当地8月5日和昨天的核酸检测，至于
后续是否还会有其他事关联赛推进的动态，
球队密切关注。
另外，目前正处于中国足协夏季注册、转

会窗口开启的时间段，除了梅里达在这个时段

已经正式成为津门虎队的一员之外，球队本月
还将有一些人员变化。比如本赛季刚刚加盟
津门虎队的大连籍小将桂子涵，早在联赛首阶
段就因为存在一定的伤病，球队尊重球员个人
意愿，准许他离开赛区疗伤，后续球员本人又
提出了离队的想法，经过双方友好协商，津门
虎俱乐部将在这个窗口期与他解除工作合同，
以便他在其他俱乐部顺利注册。

本报记者 顾颖

本报讯（记者 李蓓 摄影 孙震）由天津市体育局主
办的“奔跑吧·少年”2022年天津市青少年三人篮球联赛
于8月6日在人民体育馆打响。在22天的时间里，56支
队伍将通过129场激战决出各组别冠军，为参赛小球员
提供成长和历练的平台。
三人制篮球已经正式纳入全运会，乃至奥运会的正

式项目，因此也引起了天津篮球协会的重视。此次比赛
共分为U8组（男女不限）、U10男子组、U10混合组、U12
男子组和U12女子组五个组别。各组参赛队伍将以双
循环赛制决出前八名，再通过交叉淘汰赛制进行最终排
位。在每天比赛中，所有参赛的孩子都可以角逐“每日投
篮之星”，决赛当天还会决出最终的“投篮之星”。比赛定
于8月27日落幕，除各组别冠亚季军外，还将设体育风尚
运动队和赛事最有价值球员等奖项。
天津篮球协会青少部负责人介绍说：“这是我们第一

次举办青少年三人篮球比赛，也是借着全民健身日这个
周期，给缺少比赛机会的12岁以下青少年提供一个比赛
的平台，让他们在相互交流和学习中，锻炼团队意识、磨
炼意志品质。”

天津市青少年三人篮球联赛开幕

音乐下午茶 诠释经典金曲 游船音乐会 美景与艺术交融

天交之声优美如诗“绕梁”津城

本报讯（记者 张帆）今日21时20分，天津卫视《非你
莫属》开设的节目专场——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天津赛区冠军争夺战火热播出。
此次天津赛区历时三个月，汇聚了全市66所学校、2.6
万个项目、近14万人次参赛。经过校赛、市赛层层选
拔，来自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的五支团
队脱颖而出，他们将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角逐天津赛
区的冠亚季军。
作为目前国内级别最高的赛事之一，中国国际“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是大学生实现创新创业梦想
的双创全球盛会。此次专场，评委团、点评团多维互动，
强大的评委阵容力求从项目技术、市场环境、临场应变、
危机处理等不同维度严格把关，力保冠军争夺战的含金
量。现场，五支团队经过“项目路演”“团队协作”的两轮
比拼，根据评委打分综合两轮成绩，排名前三的团队获得
天津赛区冠亚季军。
同时，《非你莫属》节目组授予五支队伍“未来之

星”潜力企业的称号，在他们已经成立或者即将成立公
司时，欢迎他们以企业家的身份参与节目录制，为企业
招纳贤才。这也是《非你莫属》一贯践行的服务大学生
就业、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正向举措，未来节目组仍会加
强与高校的合作，为更多的大学生彰显时代风貌提供
广阔平台。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天津卫视《非你莫属》设节目专场

本报讯（记者 刘茵）为充实天津自然博物馆兔年生
肖展，该馆现面向观众征集相关作品。
作品要求以生肖兔为主题，主题鲜明、富有意义和趣

味、色彩和谐、温馨健康。作品形式为关于生肖兔的原创
工艺品或绘画作品。
作品提交方式为电子照片，大小不小于2M，JPG格

式。作者需将作品以电子版形式连同参赛信息提交发送
至指定邮箱tjzbsxz@126.com，邮件名称需标注“作品名
称、参赛作者姓名、年龄、指导老师、联系电话”。
本次征集截至2022年11月15日，入选兔年生肖展

的工艺品或绘画作品，将通过线上线下方式进行展示，并
发放电子证书。

天津自然博物馆征集兔年生肖作品

入选作品将获电子证书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

生）昨日是立秋，天津交响乐团为市民
精心准备的音乐艺术大餐迎来了一个
小高潮。该团两支小分队分别亮相天
津音乐厅和海河游船，将优美如诗的旋
律奏响在艺术殿堂和海河之上。

室内音乐会带来清香“下午茶”

自今年7月重启以来，天津交响乐
团“周日音乐下午茶”系列音乐会再次成
为众多乐迷每周日午后的不二选择。该
系列致力于为观众打造风格多样的室内
乐演出，让观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聆
听不同流派的音乐作品。昨日，天交
“爱·悦四重奏”在天津音乐厅为观众带
来了一场“不忘初心”经典与流行金曲音
乐会，以弦乐四重奏的形式重新诠释人
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给观众带来耳
目一新的感受。
音乐会上半场在描绘宝岛台湾风光

的《高山青》中开场。之后的《夜来香》
《听海》《在水一方》《挥着翅膀的女孩》等
都是传唱一时的流行歌曲，弦乐四重奏
的形式更加突出作品旋律的特色，给观

众带来全新的欣赏视角。下半场上演了
一组红色主题曲目，《不忘初心》《北京的
金山上》《我和我的祖国》等演绎出动人
的爱国情怀。

游船音乐会“用音乐点亮海河”

昨日19时许，随着游船在大悲院
码头起航，天交“晨歌弦乐四重奏”为
游客们带来的“用音乐点亮海河”首届
天津海河音乐节第二场演出奏响。本
届音乐节充分挖掘天津文化底蕴，依
托海河观光带，以游船为载体、音乐为
形式、海河为舞台，将音乐、光影、游船
和码头完美融合。7月 31日，音乐节
举办首场演出，昨日的演出也吸引了众
多市民前来。

昨日适逢立秋节气和阴雨天气，游船
在海河上航行，为游客送来了湿润清凉的
河风。游船起航后，四重奏率先为观众奏
响的是《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这首描绘多
瑙河及两岸风光的名作，为观众带来了沉
浸式的艺术感受。优美的音乐、璀璨的灯
光、壮观的河岸风景，凸显出天津这座城市
的人文魅力。随后奏响的《梁祝》《彩云追
月》《花好月圆》《一步之遥》《鸽子》等中外
作品，在流淌的海河映衬下更增一份艺术
魅力。航行期间，海河的夜幕也伴随着优
美的音乐降临，观众们无不沉醉于美景与
艺术的交融中。演出最后上演的《友谊地
久天长》，为游客们的游船之行画上了精彩
的句号。据悉，游船音乐会还将于8月14
日再次上演。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8月6日、7日，天津市
青年京剧团在中国大戏院先后演出《玉堂春》《法
门寺》。两台名剧均由名家领衔主演，高水平演
绎受到戏迷观众的热情欢迎。
6日上演的《玉堂春》讲的是一段历经曲折而

最终团圆的故事，由青年京剧团团长、“梅花奖”得
主赵秀君饰演玉堂春（苏三）。赵秀君是张君秋先
生的关门弟子。饰演其他角色的康健、刘树军、马
连生等都为全剧添彩，演出精彩纷呈。
7日上演的《法门寺》是一出合作戏，生旦净丑

各展所长，是历来名家联合演出的经典剧目。此次
演出，剧中赵廉由“梅花奖”得主张克饰演，宋巧姣
由“梅花奖”得主赵秀君饰演，刘瑾由国家一级演员
杨光饰演，贾桂由“梅花奖”得主石晓亮饰演。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最近，到中国大戏院看演出的观众发现
了这里的一方新天地——重装亮相的国戏书
屋。剧场里飘来阵阵书香，延续着舞台上传
统艺术的魅力。
中国大戏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剧场。坐

落在这里的国戏书屋，同样具有传统、典雅的
气息。架上的图书、墙上的剧照、画着戏曲人
物的瓷器……书屋陈设无不凸显一个“戏”
字。相关负责人介绍，国戏书屋从二楼搬至
一楼，图书种类更多，环境更舒适，还有可免

费阅览的图书以及休息区。
细观国戏书屋，专业性十分突出。图书

以戏曲曲艺类为主，且内容丰富，名家传记、
剧本选集、研究论丛、人物画册等应有尽有。
“众多图书里，这几类更受欢迎。”店员宋广菁
在书架前，边展示边向记者介绍，“戏曲教材
类，比如这几本京剧老旦、老生、旦角唱腔教
程；戏曲名家传记类，比如《说梅兰芳》《说裘
盛戎》等；还有给孩子科普戏曲知识的连环
画，《穆桂英挂帅》《牛郎织女》等，生动易懂，
常有老人给孩子买。”
随着近来剧场演出逐步恢复，越来越多

的观众都会在演出开场前或散场后走进书
屋，感受舞台之外的传统艺术魅力。也有传
统艺术爱好者在非演出时段慕名而来。“来书
屋的人既有长者，也有十几岁的孩子。不过，
最多的还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说到这儿，
宋广菁言语中带着意外，又透着欣喜。
除了有许多戏曲曲艺专业图书，国戏书

屋还有一个引以为傲之处——这里有不少市
面上鲜见的戏曲曲艺音像制品。比如成套的
“音配像”光盘，还有一些老艺术家音像资料
以及比较冷门的剧目、曲目光盘。宋广菁指
着一个光盘架说：“评剧《雷雨》舞台少见，所

以剧目光盘受到观众欢迎。还有这些曲艺光
盘，前不久刚刚上架，现在已售出将近一半。
有不少人就是冲着光盘来的。”
“90后”小赵是国戏书屋的老朋友。他

十分喜爱戏曲，也爱收藏戏曲音像资料，因
此在多年前就和中国大戏院与国戏书屋结
缘。小赵觉得，重装亮相的国戏书屋很有
天津风格，给人以典雅、惬意的舒适感。当
然，国戏书屋更吸引他的还是“能淘到很珍
贵的书和光盘”。小赵说：“我在这里买到
一套上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张君秋唱腔
集》。这套CD比较全面地包括了张先生
各时期的资料，剧目也很全，给张派迷带来
美的享受。”
中国大戏院负责人表示：“我们将不断提

高书屋的专业性，让书屋在传统艺术内容上
更加精、深，延伸剧场内容，给戏迷观众带来
更好的文化服务。”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昨日，话剧《俗世奇人》
在津举行建组会。
该剧改编自冯骥才同名小说《俗世奇人》，由

巨龙世纪、开心麻花、北演公司、天津人艺联合出
品，黄维若编剧，钟海导演，刘敏涛领衔主演。剧
本改编不仅凸显了小说中浓厚的天津色彩，还将
故事背景放大到京津大运河沿岸，讲述奇人异
事。据悉，该剧将于9月中旬在北京首演。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中超联赛第
11轮进行了最后的3场比赛。由于武汉长
江俱乐部补充提交了新证据材料，中国足
协同意对此前该俱乐部相关仲裁案启动复
议程序，因此武汉长江队在与梅州客家队
的比赛中，得以派出最强阵容出战。

根据中国足协的规定，武汉长江队必须

在7月31日前解决此前进行过仲裁的所有合
同纠纷问题，不过这家俱乐部并未完成这项
工作。

昨天下午，武汉长江俱乐部就此前产
生与俱乐部相关的仲裁案进行申诉，希望
可以进行复议，并且提交了新的证据材
料。在经过权衡之后，中国足协决定对相

关仲裁案启动复议程序，武汉长江队在昨
晚进行的中超联赛比赛中也得以派出最
强阵容出战，不过最终 1：2输给了梅州客
家队。

中国足协的做法，引来了不小的争
议。此前在中甲和中乙联赛中，淄博蹴鞠
队、新疆天山雪豹队和湖南湘涛队，出现了

未能在规定时间里解决欠薪的情况，最终
都遭到了处罚。武汉长江俱乐部的欠薪事
件如何解决，恐怕短时间内不会有一个明
确的结果。
昨天进行的另外两场中超比赛中，河

南嵩山龙门队在主场3：0击败了北京国安
队。这场比赛，多拉多、钟义浩和卡兰加先
后破门，河南嵩山龙门队取胜后积分达到
了26分，积分榜上继续排名第3位。沧州
雄狮队本轮遭遇广州队，堪称是一场提前
进行的保级大战。杨一鸣和刘鑫瑜分别建
功，沧州雄狮队最终2：0取胜。

足协处罚再生变故 武汉长江保全强阵

中国大戏院国戏书屋重装亮相
延续剧场里的传统艺术魅力

青年京剧团两台好戏连演

中国女足拉练比赛保持不败

“爱·悦四重奏” “晨歌弦乐四重奏”

话剧《俗世奇人》在津建组

荧屏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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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新说法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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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21:00二哥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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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多派玩儿动画
《星之力》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小敏家》第36、37
集 钱峰和陈卓去见徐家
的父母和律师。通过这
件事，大家才了解到徐正
一直以来有“暴力倾向”，
父母一直帮他掩盖。而
这件事之后，父母决心将
他送进医院治疗，小捷则
表态坚决要离婚。陈卓
在体检中得到了不好的
消息，医院通知他复查。
陈卓没有告诉小敏。很
快，活检结果出来，陈卓被
确诊为肾癌……

天津卫视19:30

■《在桃花盛开的地
方》第17、18集 守根看到
霞子很高兴，喝了不少酒，
说了一些霞子听不懂的
话。实际上，他对少花一直
心中有愧。第二天一早，守
根踏上了去县监狱的路。
按当时的政策和守根的身
份，判他无期也不为过，多
亏了山堂找吴县长活动，才
被判了八年……

天视2套18:15

■《天下人家》第3、4
集黑皮靠扎别人家轮胎来
做生意，被常贵发现。唐
中秋无意间发现了修车铺
生意好的“真相”，误会去
扎人家轮胎的人是常贵。
几天之后，顾琳又与常贵
发生了冲突。一气之下，
在胡同里揭露常贵的丑恶
嘴脸。顾琳说要收回房
子，黑皮则说自己已付了
唐中秋房租。顾琳听到这
个消息愣了……

天视4套21:00

■《最美文化人》本
期做客节目的是一对评剧
界的师徒，师父曾是评剧
舞台上的名角儿，由于疼
爱徒弟，曾为徒弟仗义执
言得罪同行。徒弟是出身
梨园世家的评剧新星，对
师父孝敬有加，多年追寻
终圆梦拜师。他们就是天
津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
评剧表演艺术家王有才先
生，以及他的徒弟、天津评
剧院的青年演员李宣捷。

天视2套19:45

■《今日开庭》我们
今天的案子与家庭暴力有
关。案子的原告代理人吕
大妈说，女儿王思文和女
婿周景辉属于闪婚，交往
20多天就结婚了。本以
为女儿从此开始了幸福的
婚姻生活，没想到恰恰相
反。蜜月回来的女儿像是
变了一个人，不但人变得
疯疯癫癫，而且身上是伤
痕累累，更令人吃惊的是，
女儿一听到女婿的名字就
表现出十分激动和恐惧。
吕大妈说，她万万没想到，
这女婿看着老实忠厚，然
而背地里却是一个家暴的
恶魔。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