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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门高球小将背靠背夺冠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WTA500 圣何
塞站昨天展开女双决赛争夺，4号种子“津
花”徐一璠携手杨钊煊7：5、6：0击败青山
修子/詹皓晴，继印第安维尔斯站之后再次
夺冠。
在3：5落后的情况下，徐一璠/杨钊煊

连赢 10局击败对手。这是徐一璠职业生
涯的第12个WTA双打冠军，杨钊煊的第6
个WTA双打冠军，也是二人合作以来第二
次夺冠。徐一璠表示，非常喜欢打硬地比
赛，并坚信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二人能够打
得更好。

ATP 挑战赛 80 美国列克星敦站男单
决赛中，克服腹肌拉伤的困扰，17岁的中
国小将商竣程 6：4、6：4 战胜厄瓜多尔老
将戈麦斯，生涯首进挑战赛决赛收获个人
首冠，即时排名上升至第241位，再创个人
新高。
ATP挑战赛80意大利科尔代农斯站男

单决赛中，在比赛受到雨水侵扰一度中断、

决胜盘又遭遇现场意外停电的情况下，张之
臻鏖战3小时2：6、7：6（5）、6：3逆转意大利
选手瓦瓦索里，收获职业生涯第3个挑战赛
冠军，即时排名上升至第161位。
从6月吴易昺夺冠开始，短短50多天，吴

易昺、张之臻和商竣程3位中国大陆球员已
经夺得5个挑战赛男单冠军，而此前中国男
网总共才有6冠。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在昨天结束的佛伦奇利克慈
善锦标赛上，来自天津高尔夫球队的小将殷小雯最终以
1杆优势夺冠，在爱普生巡回赛实现背靠背胜利。
以70杆完成第3轮的补赛后，殷小雯与另外两名球

员总成绩排在并列第3位，与领先球员有4杆的差距。
决赛轮，殷小雯接连“抓鸟”，以281杆低于标准杆7杆
完成比赛，最终以1杆优势背靠背夺冠，收获50250美元
奖金，本赛季已经累积到106216美元，积分排名上升到
第2位。赛季结束后，奖金排名前10位选手将获得下
个赛季LPGA全卡。
上一站夺得职业生涯首冠后，殷小雯马不停蹄转场

到本站。当时她曾说，专注于动作，打好每一杆，打出自
己的水平就行。正是这份平和心态，让她一路前进实现
背靠背夺冠的壮举。如今排名升至第2位，也让她距离
“希望明年能打上LPGA”的目标越来越近。昨天是殷小
雯父亲的生日，冠军是她送给老爸最好的生日礼物。

本报讯（记者 申炜）上周末，由天津市足球运动协会
主办，天视体育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2022年天津市
足协超级联赛、甲级联赛继续在西青区正道体育公园足
球场举行。

天津市足协甲级联赛进行了小组赛的最后一轮较
量，也决出了两个小组的名次。几场比赛中，兄弟联盟足
球队3：3战平了众擎足球队，墨缘足球队和静海佰喜足球
队1：1握手言和，畅丰足球队2：0击败了天津众成足球队，
天津同道火车头足球队3：1击败了天津滨海曼宁足球队。

在两个小组的积分榜中，青动体育鼎锋足球队和墨
缘足球队排名A组前两位，天津同道火车头足球队和天
津市西青区人为本足球队分列B组前两位，4支球队进入
了半决赛。

天津市足协超级联赛也进行了多场比赛，其中求道
足球队4：0击败了天津雷诺尔足球队，鸭百万足球队2：1
战胜了天津华谊津冠足球队。

本报讯（记者 顾颖 摄影 赵博）中国足
协昨天对外公布，受海南新冠疫情影响，本赛
季中超联赛第12轮部分场次比赛无法正常
进行，在保证联赛能够有节奏推进的前提下，
重新安排8月11日至13日的比赛场次。具
体到天津津门虎队，原定8月13日20:00，以
客队身份在海口进行和河北队的比赛，被提
前至11日同一时间进行。
昨天下午，中超联赛组委会召集各俱乐

部相关负责人，及各赛区负责人召开线上会
议，研究包括天津津门虎队在内6支中超球
队赛程调整问题，津门虎俱乐部由总经理、
球队主教练于根伟参会。虽然按照津门虎
队的日程安排，昨天全员放假在下榻的酒店
休息，但是下午，就在“接下来的比赛如何
踢”仍然未卜之际，几乎所有队员都陆续来
到酒店健身房训练。随后，教练们悉数到
场，从现场的情形看，无论是内容还是气氛，
都相当于一堂高质量的训练课。有伤的安
杜哈尔，也逐步在进行一些加强腿部力量的

训练。
得知与河北队的比赛被提前两天后，队

员们的反应都比较平静。巴顿表示，将近一

个月没有踢比赛，上一轮和山东泰山队交锋，
大家没能很快进入状态，目前球队的体能储
备不错，肯定希望疫情不要影响比赛节奏，球

队的发挥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备受关注的新外援梅里达在接受采

访时说，来到一支新球队，他需要一段时
间去适应，除了调整自己的状态，也包括
去逐渐熟悉队友，通过平时的训练和与山
东队的比赛，他已经慢慢了解了大家各自
的特点，在场上跑位的情况。他说个人的
目标很简单，就是尽快参与更多的比赛，
帮助球队争取更多的胜利、更好的排名。
足球履历丰富的梅里达还特别提到：“我
从小接触足球，感觉脚下技术非常重要，
现在我们队教练组要求大家坚持传控打
法，是非常正确的，需要进一步改变和提
高的，只是那些细节。”
昨天傍晚，当地气象台发布了台风蓝色

预警，未来几天，受台风影响，海口将有大风
和强降水，预报显示，津门虎队与河北队比
赛的当天是暴雨天气，在今明两天的备战
中，球队也要做好这方面的实际预案和心理
准备。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由天津市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天津市体育局、天津市
教育委员会、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共同主办，
华夏未来少儿艺术基金会和市有关体育运动
协会等单位承办的天津市首届少年儿童体育
节主题夏令营在华夏未来剧场开营。
夏令营为期两周。将有来自抗疫一线的

医务工作者子女，公安系统功模民警子女，市
级、区级先进个人子女，社区工作者子女，优
秀小学生代表和留守儿童代表等200余人参
加活动。

本报讯（记者 申炜）受海南疫情的影
响，海口赛区接下来能否进行中超比赛，也
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昨天下午，中国足
协召开线上会议，对中超联赛第12轮赛程
安排做出了调整。

在此前进行的中超第11轮比赛中，海
口赛区承办了其中4场比赛。比赛结束后，
深圳队和浙江队都动身返回各自所在城
市。剩下的6支球队，包括天津津门虎队、
成都蓉城队、山东泰山队、河北队、沧州雄狮
队和广州队，都暂时留在海口无法离开。

昨天下午，中国足协专门召开了线上会
议，对中超第12轮部分场次比赛进行了调

整。中国足协根据目前留在海口球队的情
况，特地将原定第16轮广州队对成都蓉城
队、沧州雄狮队对山东泰山队的2场比赛提
前到12轮原定比赛日期内进行。此外，海
口赛区外不涉及以上6支球队的比赛依然
将如期进行，其他比赛则将延期进行。

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中国男足选拔
队，他们此前在海口进行“7+3”的隔离。全
队顺利解除隔离后，大部分队员都预订了

昨天的航班，准备从海口返回各自俱乐
部。不过，由于海口宣布全市实行临时性
全域静态管理，目前中国男足选拔队的所
有成员原地等待消息。

中超第12轮确定延期的几场比赛，随
后将抽时间进行补赛。据了解，中国足协
在设计赛程时，提前留好了相关补赛日期，
所以面对突发的疫情，从目前来看还比较
从容。

中超第12轮赛程调整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上午，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
司指导，天津市体育局主办，天津市海河教育园体育中心
承办，天津市人民体育馆协办的2022年“奔跑吧·少年”
儿童青少年健身活动天津市分会场启动仪式在天津市人
民体育馆前广场举行。
天津市体育局以“奔跑吧·少年”为主题开展儿童

青少年系列健身活动，主要是希望以此引导青少年树
立健康第一的理念，给予广大少年儿童展示自我、超越
自我的平台，共享运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昨天的活
动现场进行了排球、射击、射箭、毽绳、羽毛球、街舞、篮
球、足球、网球、啦啦操、乒乓球、武术等展示活动。昨
天是全国第14个全民健身日，天津市人民体育馆免费
向群众开放。

圣何塞站“津花”女双夺冠

21台优秀新编戏曲剧目角逐文华奖 预计百万人次参与文化惠民活动

中国艺术节将在津开启文艺盛宴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全面宣传贯彻天津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日前，“天津
市书协硬笔委员会迎盛会主题书法作品网络展”在“天津
文艺界”官网推出。此次网络展由市书协硬笔委员会9
位委员共同参与，以硬笔书法和毛笔书法相结合的方式，
创作了一批风格多样、内容丰富、振奋人心的书法佳作，
抒发对党无限热爱的情怀。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日前，2021年度人民文学奖
颁奖，揭晓了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奖，散文奖以及诗歌奖
等奖项。
天津作家肖克凡的《妈妈不告诉我》获中篇小说奖。

评委会认为，《妈妈不告诉我》以现实与历史两条线索交
织，于往事中打捞珍贵持久的理想之光。小说超越了私人
生活空间，向无数为后人谋幸福而不懈奋斗的无名前辈致
以由衷的敬意，礼赞献身理想革命志士的精神风骨与尊
严，礼赞他们舍身成仁的崇高信仰与高尚品格。小说叙述
视角独特，时空转换灵活，情节悬念迭起，读来回味悠长。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为了让青少年读者度过一个
快乐、安全、有意义的假期，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少年儿童
图书馆）推出一系列阅读推广活动。
全民健康季云上“科学运动夏令营”，每天分享一个

科学运动小知识；“喜迎二十大 悦读颂中华”知识竞赛，
引导读者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云端音乐
讲堂为读者提供丰富的线上音乐学习资源，系列音乐讲
座和主题音乐活动让读者随时随地感受音乐的魅力；“铁
骨铮铮诵军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云
诵读活动，缅怀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激励后人。
梦娃绘本馆推出“知识伴成长，童心耀未来”——梦娃

绘本馆大屏幕系列科普知识主题展播活动等。8月13日将
推出“青春向阳护苗成长”青苗呵护行动暨“绿书签行动”
系列宣传活动——“小手拉大手”垃圾分类科普小课堂。

本报讯（记者 张帆）昨天，2022 年中华文化大乐
园——欧洲园第七期开园，来自德国、意大利、比利时、
葡萄牙的200多名海外华裔青少年“云”聚天津，感受津
城魅力，领略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大乐园是海外华文教育重要品牌活动之

一，旨在让海外华裔青少年和海外各界了解中华文化。
本次活动由中华海外联谊会主办，天津海外联谊会承办。
华夏未来教育集团设计了活泼多样的文化艺术课程，

通过沉浸式体验，让海外华裔青少年在“云端”直观、立体、
全面地了解天津独特的民俗文化，领略天津的秀美风光，
感悟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妈妈不告诉我》获人民文学奖

海外华裔青少年“云”聚天津

迎盛会主题书法作品亮相网络展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天
津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的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将于 9月 1日开
幕。昨日在津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相关
负责人介绍了艺术节期间天津地区的活动
内容。

我市首次参与主办中国艺术节

据介绍，中国艺术节是我国规格最高、
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级综合性文化
艺术盛会。自1987年创办以来，至今已成
功举办12届。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以“喜
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为主题，是文化和旅
游部与京津冀三地联合举办的重大文化活
动，也是天津首次参与主办中国艺术节。本
届艺术节的举办是近年来天津市舞台艺术
创作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的一次高规格的
汇报和检阅，将我市迎庆党的二十大各项活
动推向高潮。
围绕“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办会宗

旨，本届艺术节期间将在津举办四大主题活
动，包括文华奖（戏曲类）评奖、群星奖（戏剧、
曲艺类）评奖、全国演艺及文创产品博览会和
优秀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将有来自国内最高

水平的中央各直属院团、全国各地专业文艺
团体、国内知名表演艺术家、专家学者、群文
工作者以及近600家演艺文创机构和企业齐
聚津门；各大剧场总演出场次近百场，全市各
区同期开展的文化惠民演出活动百余场；预
计将有25万人次观看剧场演出和展览、百万
人次参与文化惠民活动。

21台优秀新编戏曲剧目角逐文华奖

8月20日至9月15日，第十三届中国艺
术节文华奖展演将在天津市、河北省共同举
办。天津市承接戏曲类文华奖展演，河北省
承接音舞类、话剧、儿童剧类剧目的展演，两
地同时举办部分文华单项奖的展演。
8月20日至9月1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

21台优秀新编戏曲剧目将陆续在津上演，角
逐文华奖。其中既有为庆祝建党百年、迎庆
党的二十大等重大时间节点新创的红色题
材剧目，又有反映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的现
实题材作品。剧种包含京剧、评剧、昆曲、黄
梅戏、豫剧、川剧、越剧、黔剧等，体现了紧扣
时代、关注现实、传承经典、焕发生机、守正
创新的艺术创作原则。天津评剧院的评剧
《革命家庭》、天津京剧院的京剧《楝树花》将
参评本届文华大奖，天津京剧院吕洋将参评
文华表演奖。

群星奖戏剧、曲艺类决赛将在津举办

本届艺术节将组织开展第十九届群星奖
评奖活动。来自全国的112个作品入围戏
剧、曲艺、音乐、舞蹈等门类决赛，33个广场
舞作品入围广场舞决赛，32个合唱团入围合
唱决赛。其中，我市有6个作品入围决赛，分
别是河西区的群口相声《脱贫路上》、滨海新
区的小品《疫“懂”的心》、南开区的群舞《曙
光》、红桥区响板合唱团的《十送红军》《站在
草原望北京》、市群艺馆的民族室内乐《津津
乐道》和广场舞《说津道卫》。
第十九届群星奖戏剧、曲艺类决赛将于

8月28日至9月4日在津举办，包括戏剧、曲
艺门类决赛6场及10场惠民演出。同时，“国
家公共文化云”等平台将开设“云上群星奖”
专题，对我市6场群星奖决赛和部分场次下
基层演出进行线上直播。在津决赛期间，还
将开展全市性的群众文化活动。

全国演艺及文创产品博览会搭

建展示与合作平台

9月2日至9月4日，第十三届中国艺术
节全国演艺及文创产品博览会将在国家会展
中心（天津）举办，主体活动包括展览展示、专
题论坛、对接交流等三大板块。

展览展示部分包括《伟大征程》特展以及
文艺院团展区、线上演播展区、演艺装备展
区、演出院线剧场展区、旅游演艺展区和演艺
文创展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直文艺
院团，国家大剧院、故宫博物院以及互联网、
电信、演艺装备制造、旅游演艺企业等单位将
参展。其中，天津展区将突出提炼天津城市
文化IP，展现天津文化的特点和传承。
展会将举办专题论坛，设置新时代演艺高

质量发展主论坛，分别围绕演艺新业态、演艺IP
开发、演艺文创等行业发展议题设置分论坛。
文艺院团与互联网平台、文化创意企业、制造业
企业、海外演艺机构等将开展对接交流、项目推
介、演出观摩等活动，搭建展示与合作平台。

全国优秀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在津展出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书法篆刻
作品展览将于9月至10月在津举办。
展览聚焦时代主题，汇集了300余件优

秀书法和篆刻作品，集中展现我国书法篆刻
艺术的最新创作成果与丰富面貌。其中既有
老一辈艺术家的作品，也有年轻新秀的作品，
呈现我国书法篆刻艺术在当代的传承、转化
和发展，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追求
和独特魅力，塑造新时代书法形象，书写新时
代书法精神的丰硕成果。

天津市首届少年儿童

体育节主题夏令营开营

津超津甲激战三伏天

“奔跑吧·少年”在津启动

2022年天津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西

青区分会场启动仪式8月6日举行。

津门虎队积极准备与河北队之战

天图举办系列阅读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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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小敏家
（38、39）

天视2套（103）

18:15剧场：在桃花盛
开的地方（19、20）19:45
艺品藏拍

天视3套（104）

17:30剧场：岁月如金
（35、36）19:00剧场：猎刃
（15—18）22:00 剧场：计
中计（32、33）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天下人
家（5、6）

天视5套（106）

直播：体坛新视野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法眼大律师20:10 百医百
顺21:00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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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9
集第一阶段的化疗效果不
好，陈卓直白地向医生表露
自己的担忧，他不希望因为
自己一个人，把两个家庭都
拖垮了。回到家，陈卓跟钱
峰倾诉，长痛不如短痛，他
最担心的就是自己一直这
个样子。随后，陈卓跟小敏
聊起这些，他希望小敏可以
跟自己离婚……

天津卫视19:30

■《在桃花盛开的地
方》第19、20集 监狱组织
犯人去烈士陵园参观，守
根意外发现了赵景松的照
片和事迹介绍。他认出景
松就是当年在战场上救过
他的人。这么多年，他一
直不知道恩人叫什么，想
不到这么巧，他竟是少花
的爱人，再想到少花昏迷
时自己对她做过的事。守
根跪在台阶上，把脑袋磕
出了鲜血……

天视2套18:15

■《天下人家》第5、6
集唐中秋放心不下常贵，他
请求曹宗平找关系帮他检
验常贵的DNA。结果，中
秋和常贵两人确实是亲兄
弟，常贵就是当年送给有钱
人家的老三唐重阳。唐重
阳虽说正在和太太闹离婚，
但是自己的仕途却走得很
平稳。在养母曹蔚蓝的调
教和安排下，他顺利地上任
拆迁办副主任。虽然在强
势的养母面前，他永远感觉
自己好像做错了一般，但是
他是真心地认同养母……

天视4套21:00

■《艺品藏拍》本期藏
品都是围绕着一个“古”字，
它们都跟“古”有什么关系
呢？推荐官紫涵带来一件
清代青花瓷瓶，上面绘有
“博古纹”。“博古纹”的来历
和演变您知道吗？元泓受
持宝人委托，带来了一面铜
镜。它跟“古”有什么关系
呢？且听专家分解。

天视2套19:45

■《今日开庭》案子
说的是两位父亲争夺儿子
死亡赔偿金的事儿。去世
的男子名叫宋凯，去年10
月他在出差的途中不幸突
发心梗，抢救无效去世了，
之后单位向宋凯的养父宋
东海支付了92万元的死
亡赔偿金。然而，这时宋
凯的亲生父亲宋东阳突然
出现了，他认为宋凯与宋
东海没有办理合法的收养
手续，因此这笔92万元的
死亡赔偿金应该归他这个
亲生父亲所有。那么，他
们谁说的有道理呢？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