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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辛那提站徐一璠女双闯关津门虎俱乐部开重磅罚单整肃赛风赛纪

廉洁主题展线上线下举办

国乒男单女单包揽前三

武磊抵达上海 首秀预计九月初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国际乒联昨天公
布第33周世界排名，国乒樊振东此前被扣除
的1400分因申诉成功重新加入积分，以“断
崖式”领先优势高居男单榜首。
国际乒联发文，自2022年WTT新加坡大

满贯起发布的世界排名中，对于排名处罚规则
存在错误解答，少数球员的排名积分被错误地
扣除，相应运动员的积分在本周的国际乒联世
界排名中得到恢复。此前，由于缺席在布达佩
斯举行的WTT冠军赛，樊振东被扣掉1400分，

恢复后以绝对优势占据榜首。马龙和梁靖崑
以3700分和3085分列第2和第3，王楚钦和林
高远分列第10和第11。
女单孙颖莎、陈梦、王曼昱和王艺迪包揽

前4位，王曼昱/孙颖莎以4600分稳居女双榜
首。日本组合户上隼辅/宇田幸矢以3395分
列男双首位，瑞典组合卡尔森/法尔克第2，
樊振东/王楚钦排在第3。中国台北组合郑
怡静/林昀儒以4620分排名混双头名，王楚
钦/孙颖莎以4000分排名次席。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WTA1000辛辛那提站昨天展
开女双首轮争夺，赛会8号种子“津花”徐一璠搭档杨钊
煊4：6、6：3、10：6逆转险胜扎拉米泽/尼库莱斯库，昂首
挺进次轮。

徐杨组合在先丢首盘、次盘1：3落后的被动局面
下，先是连赢5局扳平大比分，又通过抢十大战上演逆
转好戏。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杨钊煊双打生涯首次战
胜尼库莱斯库，结束之前对阵的4连败。凭借本场胜
利，杨钊煊双打世界排名升至第13位创新高，徐一璠排
名第15位。

ATP挑战赛波兰科泽基公开赛CH90男单首轮，张
之臻4：6、6：3、6：4逆转战胜世界排名第325位的法国球
员詹维尔，即时排名升至第152位。ITF布朗克斯W60
女单资格赛首轮，袁悦以两个6：2横扫麦克哈尔，下轮将
与日本球员本玉真唯争夺正赛席位。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世界羽联昨天
公布第 33周世界排名，国羽仅陈清晨/贾
一凡占据女双头名。男单谌龙降至第9，石
宇奇跌至第25，郑思维/黄雅琼让出了混双
榜首。
从8月份起，之前的积分解冻，郑思维/

黄雅琼在苏迪曼杯的11902分积分被替换成
中国公开赛的9350分积分，排名因此降至混
双次席。泰国组合德差波/沙西丽重返混双
排名榜首，日本组合渡边勇大/东野有纱列第

3位、王懿律/黄东萍排名第4位。陈清晨/贾
一凡继续高居女双榜首，郑雨/张殊贤和杜
玥/李汶妹分别排在第13和第19位。

国羽男单谌龙第9位、赵俊鹏第23位、
陆光祖第24位、石宇奇第25位、李诗沣第
37位、翁泓阳第 49位。女单陈雨菲、何冰
娇、王祉怡分列第 4位、第 9位、第 11 位。
男双刘雨辰/欧烜屹第25位，何济霆/周昊
东第 59位，任翔宇/谭强第 80位，王昶/梁
伟铿第91位。

国羽仅女双位居榜首

据新华社电 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16日
发布公告称，宏远、深圳新世纪俱乐部和周鹏
本人三方已经达成一致，待完成相关手续后，
周鹏将代表深圳新世纪男篮参加新赛季中国
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
1989年出生的周鹏已经为广东宏远效力

16年，随队夺得了8次CBA总冠军，是球队
功勋球员之一。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结束留洋生涯
的武磊从马德里飞抵上海。武磊回归后的首
秀究竟是何时，吸引外界的关心，从目前的情
况来看，大概率是9月3日上海海港队客场对
阵河南嵩山龙门队的比赛。
根据行程，武磊昨天凌晨从马德里出发，

并且在昨晚飞抵上海。根据防疫规定，武磊接
受为期“7＋3”天的医学隔离观察。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武磊将在8月26日
解除隔离，随后和上海海港队会合。武磊此

前一直都在跟随西班牙人队进行训练，因此
状态得到保证。在结束隔离之后，武磊或许
不需要过多的调整时间，就可以出现在中超
赛场。

由于上海海港队的7号球衣目前处于空缺
状态，武磊回归后的球衣号码依旧是他离开之
前的7号。赛程显示，上海海港队将于9月3

日、9日分别对阵河南嵩山龙门队、广州城队。
武磊的回归，将提升上海海港队的攻击

力，不过本赛季上海海港队能否冲击冠军，从
目前来看还是一个未知数。昨天进行的中超
联赛第13轮比赛中，上海海港队2：0击败了
深圳队。目前，上海海港队依然落后“领头
羊”武汉三镇队多达14分。

在海口完成了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3轮
与长春亚泰队的比赛之后，天津津门虎队原
计划昨天一早离开海口前往大连，备战本月
21日与上海申花队的比赛。不过几乎就是
在与亚泰队比赛的过程中，津门虎俱乐部的
相关工作人员获得信息，之前预订的航班被
取消。昨天一天，球队都在协调航班事宜，争
取今天能够前往大连，截至昨晚发稿时，仍在
等待航班确认，不过球队已经通知全员做好
出发准备。
整装待发，无奈行程被迫更改，昨天津

门虎队也只能调整计划，在海口正常安排恢
复性训练。由于最近两轮比赛，球队的伤病
情况在增加，在2：2战平长春亚泰队的一战
中，杨帆、张卫两名后卫球员，又因吃到红牌
面临停赛，将缺席与上海申花队的比赛，因
而津门虎队目前正面临空前的人员困难。
昨天主教练于根伟也专门和队员们沟通，队
伍的困难明摆着，解决办法也唯有大家团结
一心渡过难关。
在与长春亚泰队比赛的补时阶段，津门

虎队杨帆和对方球员孙捷发生了冲突，最终
双双被主裁判出示红牌。尽管杨帆赛后非常
懊悔和不安，立即向全队表达了歉意，并做出
真诚检讨，昨天经过津门虎足球俱乐部研究，
仍然做出了相关处罚决定。俱乐部认为，杨
帆的不冷静行为，违背了俱乐部一直以来秉
承的参赛原则和要求，也给中超联赛的整体
形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根据球队的规
章制度以及相关管理规定，对杨帆做出停薪、
停训、停赛的处罚，处以20万元人民币的罚
款，并责令其深刻反省并且做出书面检查。
在昨天对外公布的处罚决定中，津门虎

俱乐部还真诚表示，抓好赛风赛纪、维护联赛
良好形象，是职业俱乐部的首要任务和应尽
的社会责任。津门虎俱乐部将以此为戒，积
极自查自纠，进一步强化球队赛风赛纪的警
示教育，从思想认识、制度建设、教育管理、责
任落实等方面全面整改，对于违反赛风赛纪
的行为坚决做到“零容忍”，严肃追责问责，杜
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本报记者 顾颖 摄影 赵博

周鹏转会深圳新世纪

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强国论坛”举行

电影人共话光影未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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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茵 翟志鹏）日前，“革命先驱 勤廉
楷模——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上的勤政廉政人物”主题
展在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临特展厅开展。该展选取了
在天津涌现出的一批勤政廉政典范，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领导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丰富新时代廉洁文化
建设的内容载体，为营造勤奋务实、廉洁从政氛围提供重
要精神支撑。
武清区文联、蓟州区文联日前在线上推出廉洁文化

作品展。武清区文联组织区内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批文
学艺术作品，陆续在线上平台推出，参展作品形式多样，
包括歌曲、书法、朗诵、美术等。蓟州区文联上线廉洁文
化美术作品微展，展出蓟州美术工作者创作的10余幅美
术作品，《高风亮节》《出淤泥而不染》《丹心映日》《一尘不
染》等作品以竹子、荷花等传统文化元素为喻，将廉洁文
化主题与传统艺术形式有机结合。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日前，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
攀登计划”在湖南益阳启动。
益阳是作家周立波的故乡，也是长篇小说《山乡巨

变》的创作背景地。“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由中国作协牵
头发起，主要对以长篇小说为主的优质选题提供支持，旨
在依托全国重点文艺出版社、重点文学期刊等，从作家创
作、编辑出版、宣传推广、成果转化、对外译介等多方面统
筹协调，形成联动机制，为文学精品的产生赋能。天津作
家张楚的《云落图》等19部作品为第一批入选项目，百花
文艺出版社为共同发起单位。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近来，各类国潮文创层出不穷，唐朝乐
伎、敦煌飞天、青铜神树等经典元素被不断开
发。从“神话中国：封神·西游”系列到“神话
中国：山海经”系列，从《红楼梦》大观园立体
书到《戴敦邦画说红楼》原画·手稿·邮册珍藏
礼盒，出版界的文创产品纷纷从经典古籍中
寻找灵感，开发国潮元素，用有趣、具有代表
性的文创产品将传统经典的文学名著变得轻
松活泼、易读易解。
2021年的“神话中国：封神·西游”系列

原画礼盒文创产品，众筹金额超过193万元，
受到读者追捧。基于此成功经验，如今，人民
文学出版社·人文之宝与国画大师戴敦邦的
得意门生、中国画大家李云中再度携手，推出
包含《山海经图录》一书的“神话中国：山海
经”系列原画礼盒文创产品，完成了让古典文
化“活”在当代的又一次全新尝试。
不仅基于中国神话经典IP的文创产品

受欢迎，复刻中国古典文学巅峰《红楼梦》的
相关文创产品也是话题十足。今年春天，人
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中国立体书第一人”王伟
推出的“《红楼梦》大观园立体书+初版纪念
版”、天津杨柳青画社推出的《戴敦邦画说红
楼》原画·手稿·邮册珍藏礼盒，在开启众筹后
迅速达成了目标。
天津杨柳青画社联手国画大师戴敦邦打

造的文创产品《戴敦邦画说红楼》原画·手稿·

邮册珍藏礼盒，内含240幅原稿尺寸精品国
画、200幅创作手稿、纪念邮票、金陵十二钗
人物绣像等。
此次打造文创产品，戴敦邦特意撰写自

序，首次从创作角度讲述自己几十年来绘制
《红楼梦》的因缘际会：“我总希望自己的作品

经得起推敲，尤其是我笔下的题材，多数是古
典文学名著，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尽量做到‘三
碰头’——原著描写形象、画家笔下造型与读
者心中印象三者得以吻合。”
为了达到超高清效果，天津杨柳青画社

对每幅画都进行了精心修复，并采用了原稿

尺寸的大8开设计，内页使用高品质的太阳
涂布艺术纸印制。该文创产品以国画大师精
品“画说”经典文学IP，将文学与艺术巧妙融
合，让读者既可一览国画大师的“红楼大观”，
也为读者阅读古典名著、学习绘画技法打开
另一扇窗。

■ 本报记者 张钢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后，首场
论坛“电影强国论坛——奋进新征程：光影
不息·燃梦未来”举办。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董事长傅若清、华谊兄弟创始人王中磊、光
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等电影人回顾了中国
电影在过去10年的发展，探讨“十四五”规
划背景下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方向。嘉宾
们一致表示，“尽管遭遇了诸多困难，但中国
电影人不会躺平。”

放映技术取得突破

傅若清在回顾过去10年中影集团的发
展时表示，从《建党伟业》《中国合伙人》到

《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父辈》等，中影一直以
创作为核心，出品并投放市场的影片共有
200部，累计实现票房837.16亿元。在数字
放映及放映技术革新上，中影引进国际先进
技术，实现了数字放映机的本土化生产。电
影放映的新技术使观众把观影当做视听领
域当中极致的享受，技术的更新和迭代推动
中国电影更高质量发展。今年6月，在巴塞
罗那举办的欧洲电影博览会上，具有中国自
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格式电影系统——
中影CINITY亮相，独家放映了詹姆斯·卡
梅隆导演的《阿凡达：水之道》。傅若清介
绍：“这次放映之后，中影在之前只有4块巨
屏市场的西班牙获得了6个订单，在美国获
得了200个订单。”

元宇宙进入电影行业

元宇宙兴起后，电影行业已有涉及，正在
拍摄的《流浪地球2》应用了前期虚拟拍摄，
让演员感受虚拟世界并和虚拟环境交流。谈
及电影在元宇宙领域的探索，王中磊表示：
“元宇宙是未来生活方式的一个表现，将会与
所有的行业产生交集，电影与元宇宙碰撞带
来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在前端，虚拟
技术和增强技术带来的虚拟拍摄，让影片制
作效率和完成度都大大提高，华谊兄弟计划
两年出品两部虚拟拍摄占比在80%以上的高
质量电影；在后端，元宇宙带来的改变是内容
消费端的模式创新，会在电影院、线上观看以
及实景娱乐等方面为消费者带来全新体验，

带来更强的体验感和更深入的参与感。”

打造“中国神话宇宙”

在电影拍摄、后期制作等环节不断取得
进步的同时，作品的创意更为重要。王长田
在谈到光线传媒未来布局时表示，公司将力
图重新构造“中国神话宇宙”，希望它成为中
国人自己的漫威。他说：“光线传媒出品的
《哪吒之魔童降世》开创了动画电影的50亿
元票房时代，在此基础上，我们梳理了中国有
史以来所有的神话人物、传说故事和文化作
品，将以动画电影的方式，打造一个‘中国神
话宇宙’，计划拍摄30部到50部电影，每部电
影制作周期是4到5年，目前已经有作品投入
制作，在未来20年的时间里会陆续推出。”

本报讯（记者 刘茵）天津博物馆、晋察冀边区革命纪
念馆联合举办的大型红色展览“抗日模范根据地——晋
察冀边区”，昨日在天博开展。
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抗日

根据地，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同
仇敌忾，揭开了华北抗战的新篇章，构筑了华北敌后抗战
和全国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创造了建设敌后抗日根
据地的丰富经验，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
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展览用200余幅照片和天博馆藏的90件文物，描绘

了一幅人民战争胜利的恢弘画卷，反映出广大军民在抗
日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顽强、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英雄
气概。

“抗日模范根据地”展览在天博开展

展现晋察冀边区军民英雄气概

出版界文创产品从经典古籍中寻找灵感

国潮风“吹热”名著

国际足联16日在其官网发布公告，宣布对印度足协
实施禁赛。原定于10月在印度举行的2022年U17女足
世界杯将无法按计划举行。
公告中写道，国际足联理事会主席团一致决定对印

度足协实施禁赛，决议立即生效，作出这一决议是由于来
自第三方的不当影响导致印度足协严重违反了国际足联
章程。一旦设立行政委员会以接手印度足协执行委员会
权力的命令被撤销，并且印度足协管理层重新完全控制
日常事务，禁令将被取消。
印度最高法院于今年5月解散了印度足协，并任命

了一个三人委员会来管理全国的足球运动，而这与国际
足联关于旗下会员组织不得受法律和政治干预的原则相
违背。
2022年国际足联U17女足世界杯原定于10月11日

至30日在印度举行，对印度足协的禁赛决议意味着该赛
事将无法按原计划举办。在6月进行的U17女足世界杯
抽签仪式上，中国队被分在C组，与西班牙、哥伦比亚以
及墨西哥队同组。 据新华社电

国际足联宣布对印度足协禁赛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启动
我市作家张楚《云落图》入选

文化观察

乒羽世界周排名

津门虎队昨在海口正常安排恢复性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