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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助力农村非遗传承保护

多彩非遗扎根乡土，留住最美乡愁

沉潜15年王朔出新作

《起初·纪年》讲述汉武故事

天交两支小分队上演风格迥异音乐会

管乐雄壮响彻剧场 弦乐悠扬飘荡海河

《中华汉字传奇》揭开汉字奥秘

亚洲杯决赛横扫日本队

中国男排时隔十年再夺冠

“金花”无缘多伦多站女单4强

本报讯（记者 顾颖）今天20:00，天津津
门虎队将在海口五源河体育场，与长春亚泰
队进行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3轮的比赛。昨
天傍晚在观澜湖足球训练基地的赛前最后
一练，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向全体队员
说，明显感觉最近两天大家调整得不错，这
一战，是时候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了。
因海口市昨天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

理，因此，原定当天进行的天津津门虎队与长
春亚泰队、河北队与山东泰山队的赛前新闻
发布会，都宣布取消。鉴于球队下榻的观澜
湖度假酒店，与比赛使用的五源河体育场之
间有30多公里的距离，昨天下午，津门虎队
也没有前往赛场适应场地训练，只安排俱乐
部相关负责人到赛场，协调津门虎队作为主
场的相关事宜。
从津门虎队这两天的备战情况看，与

长春亚泰队一战，球队的首发阵容，相较于
河北队一战，又将有大幅度的调整。昨天
傍晚，两队都推出鼓舞士气的赛前海报，长
春亚泰队的海报主题为“龙虎决，拼为上”，

津门虎队的海报主题则为“齐芯合力”。据
了解，津门虎队海报创意，是想表达球队在
引进新援后阵容日趋完善，希望能够像一
台高效运转的计算机处理器，齐“芯”合力，
渐入佳境。
另外经过与相关俱乐部、赛区沟通，征得

有关方面同意，昨天傍晚，中超联赛官方也公
布了调整后的联赛第13轮部分场次补赛，及
第14轮比赛安排。今晚战罢长春亚泰队，接
下来天津津门虎队将离开海口前往大连，8
月21日19:30在大连金州体育场，以客队身
份挑战上海申花队。综合考虑在原来的赛程
中，随后的第15轮比赛，津门虎队将在大连
客战上海海港队，所以此次前往大连，预计津
门虎队将连续完成与两支上海球队的首回合
交锋。
据了解，在全力以赴打好今晚比赛的同

时，津门虎队已经在遵守防疫规定、确保防
疫安全的基础上，规划前往大连的行程，假
如一切顺利，队伍将在8月16日离开海口北
上大连。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晚，在泰国佛统举
行的2022年男排亚洲杯决赛中，中国男排以
3：0战胜日本队，时隔10年再度夺得亚洲杯
冠军，3局比分为25：20、25：23和25：22。
此役，中国队的首发阵容为主攻张景

胤、俞元泰，副攻张哲嘉、彭世坤，接应张冠
华，二传于垚辰和自由人杨一鸣。比赛一
开始，双方就迅速进入状态，比分交替上
升，一度战至17平。局末阶段，中国队利用
颇具攻击性的发球有效冲击日本队的一传
体系，多次抓防反机会得分，将比分拉开，以
25：20先赢一局。
关键的第2局，日本队明显提升发球攻

击性和拦防质量，开局就以10：5领先。随后
老将戴卿尧替补出场，登场后的戴卿尧利用
发球有效带动中国队的拦防，中国队顽强地

将比分追至17平。随后双方的比分紧咬，一
直战至23平。面对中国队的高拦网，日本队
连续失误，中国队抓住机会以25：23赢下这
关键一局。
第3局，双方竞争得格外激烈，19平后，

中国队把握住机会，以25：22赢下制胜一局，
历史上第二次夺得男排亚洲杯冠军。在季军
争夺战中，巴林队以3：0战胜韩国队，获得季
军，韩国队获得第四名。
中国男排的下一个大赛任务将是男排

世锦赛。对于中国男排来说，本届亚洲杯是
今年男排世锦赛前最重要的一次练兵，通过
多场高水平比赛的磨炼，球队得到很好的锻
炼。根据赛程安排，2022年男排世锦赛将于
8月26日至9月11日在波兰和斯洛文尼亚
举行。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2022年全国“行走大运
河”全民健身健步走活动天津主会场暨“喜迎二十大、健
步向未来”津城行“中国银行杯”天津市民健步大会（静海
站）在静海区美丽的团泊湖畔启动。
细雨霏霏中，500多名来自市区及静海的各行各业

群体爱好者，行走在秋水涟漪的团泊湖畔，体会着大运河
文化。本次活动由天津市体育局、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分行、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政府主办，天津体育发展有限公
司、静海区体育局、中国银行静海支行承办。
本次在静海区团泊湖举办的健步走活动同时也是“喜

迎二十大、健步向未来”津城行“中国银行杯”活动的第二站。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金花”郑钦文在WTA1000
多伦多站遭逆转无缘女单4强，可谓是损失惨重。她失
去了锁定美网种子席位的机会，也错过了参加WTA1000
辛辛那提站的机会。
郑钦文如果能够晋级4强，即时排名将创新高升至

第32位，意味着基本锁定美网种子席位，同时还会获得
参加WTA1000辛辛那提站SE（特别入围）的资格。不过
随着在多伦多站止步8强出局，郑钦文基本无缘美网种
子，同时也将错过辛辛那提站的赛事。好在她的心态并
未受到太多影响，“我的哲学一向是，不管对手是谁，我都
尽力发挥、争取获胜就可以。”
WTA125康科德站女单半决赛，“津花”王蔷以4：6、

3：6负于2017年澳网、美网女单4强球员范德维格，继
WTA250布拉格之后再次止步于半决赛。
ITF美国兰蒂斯维尔W100，朱琳以6：3、6：4战胜韩国

选手韩娜莱，本赛季第3次、生涯第27次挺进ITF女单决
赛。朱琳收获85个积分，即时排名上升至第81位。决赛
中，朱琳将与美国球员曼德利克争冠。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天津市第十五届运动会足
球比赛（青少年组）在团泊体育中心举行了开幕式。
第十五届市运会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实施天

津市20项民心工程、加强“体育强市”建设的重要举措，也
是天津青少年足球锻炼队伍、挖掘人才、展示形象的最重
要平台。昨天，天津市第十五届运动会足球比赛（青少年
组）在团泊体育中心举行了开幕式，共有来自全市各区的
79支队伍，1407名运动员参赛，将进行213场比赛。
本届市运会以“运动津城共享健康”为主题，通过比

赛充分展示我市各区全民健身工作和足球综合实力，参
赛运动员也将充分展现天津足球积极向上、拼搏进取的
精神风貌。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上海海港俱乐
部宣布，曾经入选过国足、国奥队的陈彬彬租
借加盟日本 J3球队富山胜利足球俱乐部。
对于陈彬彬来说，这次留洋的选择务实，保证
足够的出场时间是他的首选。
陈彬彬从2017年开始进入上海海港俱

乐部一线队，在各项赛事有81次出场记录，
贡献了1个进球和10次助攻。由于他的特点
比较鲜明，也先后入选了国奥队和国家队。
最近两个赛季，陈彬彬在上海海港队的出场
时间有所减少，特别是他失去U23首发名额
的资格后，出场机会屈指可数。
和大多数中国球员留洋的选择不同，陈

彬彬这次务实，他主动放低了姿态，选择到日
本第三级别联赛踢球。目前，富山胜利队排
名J3联赛第5位。有消息显示，目前排名J3
联赛榜首的鹿儿岛联队，也联系了陈彬彬。
不过富山胜利队更有诚意，表示球队缺少合
格的左边锋，这样陈彬彬可以获得更多的出
场机会。
富山胜利队对于陈彬彬求贤若渴，也是因

为球队之前引进过中国球员，高准翼在2014
年就曾经加盟该队，并且坐稳了主力位置。
陈彬彬的留洋选择到J3联赛发展，也体现出
了对于自身定位和未来发展的清醒认知。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昨日，天津交响乐团
两支小分队先后亮相天津音乐厅和海河游船，奏响两台风格
迥异的音乐会，用音乐点亮剧场和海河。
昨天下午，天津交响乐团“周日音乐下午茶”系列音乐会

在天津音乐厅继续上演，由天交铜管五重奏带来了一场“流金
岁月”影视金曲主题音乐会。近年来，天交积极运用团内艺术
资源，大力开拓演出形式，在坚持大编制交响乐队的同时，演
奏员“化整为零”组成多种形式小队，深入基层演出。铜管五
重奏就是天交较有代表性的一支室内乐团，由两把小号、一把
圆号、一把长号、一把大号组成。
铜管五重奏音量宏大宽广，具有雄壮、辉煌、热烈的音色

特点，演奏军旅作品震撼人心，演绎其他类型的作品也独有韵
味。音乐会首先奏响了电影《豪勇七蛟龙》主题曲，凸显了作
品阳刚气息十足的旋律。《我心永恒》《月亮河》《今夜感受我的
爱》等，带领观众回味了银幕中一幕幕经典瞬间。音乐会下半
场以讴歌英雄、讴歌祖国的作品为主，《中国军魂》《少年壮志
不言愁》《游击队歌》等作品的风格与铜管五重奏的音色浑然
一体，点燃了观众们内心的英雄主义情结。
天津音乐厅“下午茶”的芳香还未散尽，傍晚，停泊于大

悲院码头的海河游船又响起了天交“晨歌弦乐四重奏”的动
人琴声。此次演出是“用音乐点亮海河”首届天津海河音乐
节第三场演出活动。音乐节自推出以来深受市民欢迎，也
是天交作为本土艺术院团，在文旅融合领域的新开拓，将海
河风光、沿岸街景、经典乐曲、名家演奏“打包”献给市民与
游客。
本场演出的“晨歌弦乐四重奏”是一支弦乐室内乐团，由

两支小提琴、一支中提琴、一支大提琴组成。与铜管五重奏的
阳刚不同，弦乐四重奏的总体风格柔美、悠扬，与秋日夕阳下
波光粼粼的海河相得益彰。
傍晚7时许，伴随着游船起航，小分队在甲板上奏响了

《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一步之遥》《梁祝》《彩云追月》《花好月

圆》等中外曲目。夜幕降临，海河沿岸灯光点亮，观众们一边
聆听优美的琴声，一边用手机、相机记录两岸璀璨的夜景。天
交相关负责人表示，复工复演以来，乐团在打磨舞台精品的基
础上“多路出击”，把古典音乐送到市民的生活中，努力打造天
津交响乐团这一天津艺术名片。

今晚迎战长春亚泰队

津门虎队要拿出最好状态

直播提醒：天视体育 今日20：00

天津津门虎队VS长春亚泰队

全民健身健步走天津主会场启动

市运会足球比赛（青少年组）开幕

海港国脚选择务实留洋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天津人民出版社近期推出传
统文化通俗读物《中华汉字传奇》，讲述汉字的前世今生
故事，揭开汉字背后传承千年震撼人心的秘密。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图腾，也是中华文明得以保存与

传承的火种。从传说中的仓颉感万物而造字、神龟负《洛
书》而出，到刻甲骨而启汉字、铸钟鼎乃成金文，再有侯马
盟书现先秦墨迹……该书作者王伟岸与出版社历时4年
精心打磨，以汉字为线索，通过文献、考古、传说以及田野
考察中的那些神秘发现，多视角介绍汉字的起源、发展、
演变历程，呈现汉字的发展脉络。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昨日，记者从天津杨柳青画社
获悉，画家张锡武于8月13日因病在津逝世，享年95岁。
张锡武1927年生于河北省河间，系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原天津杨柳青画社副社长、总编辑。他的一生充满
传奇色彩，18岁时入党并参加革命工作，在抗战时期曾
以画笔为武器，冒着枪林弹雨同敌人作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河北省来到天津市继续从事美

术创作、编辑工作。他是天津最早把戏剧作品改编为连
环画的画家，尤其在抢救、挖掘民间艺术杨柳青年画方面
作出贡献，并创作了许多新题材的杨柳青年画。张锡武
离休后，专攻写意牡丹，不断探索求新，风格独具。

津门画家张锡武去世

■ 本报记者 张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乡村非遗项目不再停留于老人们的
口述故事和深远记忆里，通过活态传承和创新型保护措施赋
能乡村振兴。在不断深挖乡土文化内涵的过程中，多姿多彩
的非遗项目也描绘出新时代亮丽的乡村图景。

立足本土文化盛开艺术之花

名家绘雅扇，诗书画制瓷。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观窑
瓷·名家扇津派艺术展在津南区观照轩展出。
观照轩是市级非遗项目陈氏制瓷（手绘）制作技艺传承

保护单位，此次展览展出的“观窑”瓷作品都是源自此项非
遗技艺。据观照轩负责人赵彦菊介绍，陈氏先辈陈富元将
北方绘画技艺与南方制瓷工艺结合，形成了陈氏制瓷（手
绘）的独特技艺。她说：“陈氏制瓷有别于工匠制瓷，山水、
花鸟、高士图与瓷器完美结合，而且瓷器上的题字有‘大富
贤亦寿考绥福禄宜子孙’‘伯作宝鼎子孙永用’等，都是对子
孙后代的期望和祝福。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的传
承也是传统文化的传承。”
在赵彦菊看来，生长于这块土地的艺术就像是开在这

片土地的花，具有不可替代性。扎根乡土的观照轩，从这片

土地和多元的津派文化中不断汲取艺术养分。观照轩结合
时代发展和天津历史，创作并烧制了“抗疫题材”“建党百
年”“女排精神”“天津会展中心”等瓷器作品。他们还秉承
“器之为美，器之为用”的理念，积极打造天津文化品牌，在
产品设计和手绘创作中开发了文创产品，凸显手绘技艺和
地域文化双重特征。

本地拳种发展探索求新

“这招应该再快一点、准一点！”一招一式，虚实并兼；步法
灵活，刚柔并济。近日，静海太祖门独流通背拳（苗刀）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孙金生在静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展示活
动，亮“绝活”、讲故事，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太祖门独流通背拳发源于静海区独流镇，兴于静海县

城，是天津的本土拳种，也展现了静海区的运河文化。苗刀因
这种特有的器械而成为具有‘活化石’性质的重要武术练习样
式。”谈起这两门传统武术，孙金生如数家珍，“太祖门独流通
背拳这个门派到我这是第六代了，一直在吸取其他门派精华，
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被历史淘汰。”
传承技艺至今，孙金生累计授徒已超百人。他说：“现在

正式拜师和我学拳的有30多人，年纪最大的50多岁，年轻的
30多岁。我也招想学拳的孩子，为的就是能把这门功夫传下

去。”为了普及拳技，孙金生和徒弟们编排了简化的招式路数，
适合孩子们练习，也为非遗进校园做准备。

多措并举加大系统性保护力度

记者从市文旅局获悉，目前，我市已形成“国家+市+区”3
级非遗名录体系。拥有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非
遗项目2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49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357项，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00余项；国家级、市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分别达到42名、282名，区级非遗传承人达到
1000余名。
其中，10个涉农区共拥有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

录的非遗项目1项（武清区李氏太极拳），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14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92项，占全市市级以上非遗
代表性项目超过一半。
此外，天津还评选命名了20家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示范基地，4家市非遗曲艺书场，10家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基地，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5所院校成为中国非遗传承人研
修培训计划参与院校。
在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上，我市也坚持“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多措并举，进一步加大对
非遗项目尤其是农村非遗项目的系统性保护力度。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作家王朔沉潜15年后，将推
出四卷本新长篇的第四卷《起初·纪年》。关于新长篇，
用王朔自己的话说，“我以往的作品多少都在写自己，可
算作‘非虚构’；只有这部作品，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虚
构小说。”
最先与读者见面的《起初·纪年》，是这部四卷本新长

篇的第四卷，而非首卷。《起初·纪年》故事取材于《资治通
鉴》《汉书》《史记》中所载汉武旧事。王朔凭借丰富的想
象力，讲述了汉武帝从亲政到去世50多年的人生，以及
李广、司马迁、苏武等各自跌宕起伏又彼此交织的经历，
构成了群星璀璨的故事之网。从北征匈奴时的踌躇满志，
到独居甘泉宫的垂垂老矣；从试图混迹四海的万丈豪情，到
酿成巫蛊之祸后的悔恨，这是一代帝王的故事，更是关于人
性和人世悲欢的故事。
这部新长篇写了十来年，王朔说：“当我起大妄想准

备上探我国文明源头，就把自个搁这儿了。”他这一猛子
扎出去，再抬头时，“原计划40万字变成小140万字。”新
长篇以柴米油盐的日常细节与天马行空的想象，让历史
中的人纷纷活了过来，并走到读者身边。同时博采众长，
融汇正史、方志、传说……王朔以深厚文化功底建构了奇
绝“朔式”时空。令人捧腹的语言+回味良多的故事+丰
富翔实的细节+“何谓天地，何谓人”的探讨，让这部新长
篇呈现出丰饶的层次。

新华社发

天津音乐厅“流金岁月”影视金曲主题音乐会。 海河游船“用音乐点亮海河”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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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居》第10、11
集顾昕、葛玥参加大学同
学聚会。孙琦刻意接近葛
玥，顾昕十分不安。葛玥
不知孙琦与顾昕的关系，
与孙琦很谈得来。冯茜茜
工作辛苦，加班到很晚。
冯晓琴给她炖汤补身体。
顾老太向顾士宏抱怨，顾
磊都被她们害死了，还要
花钱养她们。冯晓琴听见
后，让冯茜茜好好努力，不
要在意……

天津卫视19:30

■《我和我的三个姐
姐》第1、2集上世纪90年
代末凡城的一个夏季雨
夜，韩家二女儿韩爱兰因
丈夫赵金志突然被纪委
带走而匆忙赶回娘家。
老韩家乱作一团。现任
龙凤酒厂厂长的大姐夫
许宝来因私发奖金被人
举报，也被纪委带走了。
面对调查，许宝来一口咬
定私发奖金一事请示过
工业局处长赵金志，但赵
金志矢口否认。韩家姐弟
及韩母一时也犯了难……

天视2套18:15

■《天下人家》第17、
18集 顾琳为了给重阳和
庞羲制造进一步交往的机
会，提议他们四个人一起
出去郊游。重阳为这次郊
游做了充分的准备，满心
欢喜地献殷勤，表现自己
对庞羲的爱慕，但是庞羲
对重阳不感冒。心急口快
的重阳想让唐溪给一个说
法。庞羲表示自己已经有
了心上人。重阳受了打
击，借酒浇愁……

天视4套21:00

■《最美文化人》她
是天津话剧界一张闪亮的
名片，曾经荣获过中国话
剧最高奖“金狮奖”的优秀
表演奖。在舞台和屏幕
上，她创造过众多鲜活热
烈的角色；舞台下的她又
是那样的低调和纯粹。她
就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表
演艺术家臧倩。

天视2套19:45

■《非你莫属》董彩
霞来自陕西省，在传媒公
司做办公室职员。她曾学
习歌唱，做过歌手。此次，
寻求销售或适合她的岗
位，她能否求职成功？

天津卫视2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