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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杜哈尔康复后首次参与球队战术合练

津门虎队羊城备战迎利好

纳达尔无缘8强 小威法拉盛谢幕

即便强如他们，也终究敌不过岁月

《山水清音 天博日历》邀读者赏古画

本报讯（记者 张帆）从百年民航发展史到新时代
“民航人”青春力量，短视频作品《民航强国，有我！》用
MV的方式展现了年轻的民航人立志建设民航强国的
理想。
视频作者孟柯宇是中国民航大学空中交通管理学院学

生。他说：“平时我们喜欢用视频来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也通过专业设备剪辑制作了很多有意义、有意思的短视
频，并发布出去，把民航学子的学业
生活和良好作风展现给大家，让大家
了解更真实的民航空管学院。”他希
望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普及航空文
化知识和民航专业知识，展现民航业
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短视频展现民航青春力量

“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书写革命先烈舍小家为大家的感人故事

锡剧《烛光在前》闪耀党性光辉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
天津京剧院创演 展现当代平凡英雄事迹

《楝树花》演绎守岛故事打动人心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

由天津京剧院创演的京剧《楝树花》，9
月4日亮相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这部剧从
排到演，楷模的力量、平凡中的伟大不断感
染着全体演职员，而大家用心、用情、用功地
投入创作呈现此剧，带给观众真情感动。
京剧《楝树花》是天津京剧院根据“时

代楷模”王继才、王仕花的事迹创作而成，
主要讲述夫妇二人守护开山岛，把青春年
华献给祖国海防事业的故事。一座岛、两
个人、几十年如一日，守岛夫妇的事迹令人
感动。然而就戏剧来说，缺少戏剧性冲突
也带来了艺术创作上的难度。如何将这样
一个发生在当代平凡英雄的事迹，以京剧
艺术形式呈现于舞台？对此，主创主演们
把握住一个方向，就是化用程式塑造人物、
表达情感，通过舞台上的人物讲故事，进而
感染观众。
早在2020年该剧创作初期，主创主演

们就前往开山岛采风，在岛上的艰苦环境
中，围着王仕花听她讲述守护开山岛的故
事。带着采风归来的感同身受和创作热
情，排练场里既有创作的喜悦，也有艺术的
碰撞，气氛火热。导演陈霖苍为演员细致

分析人物，示范表演；艺术总监兼主演王平
从人物出发，发挥京剧艺术手段设计动作；
唱腔设计续正泰充满激情为演员说腔，并
及时调整唱腔；音乐设计李凤阁根据排练
情况现场出音乐方案，不辞辛苦改设计；领
衔主演吕洋在日常装扮等方面模仿王仕花
找感觉，心理上揣摩王仕花的心路历程，带

着情感表演，排练过程中不禁落泪。
经过全体演职员的倾力创作，2021年

8月，该剧成功首演，而后又登上中国京剧
节、中国戏剧节的舞台。专家评价此剧把
一对平常夫妻在平凡岗位的大爱，充满情
感地表现出来，充分渲染了“开山岛上红旗
飘”的壮丽寓意；把夫妻二人的恩爱、理解、

克坚共难、相扶相持以及他们的奉献与人
生目标，书写为一种具有情感温度的高尚
圣洁。这部戏延续了天津京剧院现代戏创
作的表演传统，以京剧本体为中心，以舞台
上的讲述为看点，以演员本身的艺术魅力
为亮点，在坚守传统本色的同时，在现代戏
创作上，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同年10月，剧中女主角原型王仕花来

到天津京剧院，与演职员围坐畅谈并观看
此剧。她动情地说：“这个戏，把我带到了
和老王的守岛岁月中，我非常感动。大家
为这个戏付出了很多，而且有的老师还带
病坚持创作。各位老师辛苦了，非常感谢
天津京剧院，我代表老王感谢你们！”
带着王仕花以及多方的肯定和鼓励，

演职员们继续精益求精对全剧提升打磨，
以“小改大变”为思路进行复排。此番亮相
“十三艺节”，以全新面貌呈现给观众，人物
形象更为朴实，舞台呈现也更能将观者带
入情景，令人慨叹。观众邓女士表示，这出
戏演得很动情，很感人。守岛夫妇的故事
没有轰轰烈烈，却蕴含着坚韧、伟大的力
量。正因为这样的坚守，才有我们幸福祥
和的生活。他们的勇敢担当令人钦佩，值
得我们学习。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昨晚，由江苏常
州市锡剧院、江苏省演艺集团锡剧团演出
的锡剧《烛光在前》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登
上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
据了解，锡剧旧称“滩簧”，是江苏省主

要戏曲剧种之一。清代乾嘉以来，吴语滩
簧盛行，至道光年间出现了职业或半职业
的滩簧艺人。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这一
民间说唱艺术逐渐发展演变为一个独立的
戏曲声腔剧种。2008年，锡剧被列入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锡剧《烛光在前》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重
要领导人、“常州三杰”（原籍江苏常州的
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之一张太雷的夫
人陆静华为第一视角，讲述了她和儿女们
坚强不屈的生活，子女追随张太雷的足迹
走上革命道路，书写出两代烈士的感人故
事。从陆静华这个既平凡又不平凡的女性
身上，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为信仰前仆后
继、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光辉，展现“党性
光辉和人性光芒的交相辉映”。该剧
编剧罗周，总导演童薇薇。

剧中以“烛光”为核心意象，深情讴歌
了为民族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所
有的革命先烈。有专家评价，历史观、英雄
观和美学观犹如三根坚固的支柱，支撑起
这台富有英雄史诗品格与时代铸魂价值的
剧作。该剧主创团队对于“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孜孜不倦地追
求，实现了革命历史题材与锡剧戏曲
形式的成功融合。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继2021年的《天博周历》、2022
年的《动·境 天博日历》之后，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近期出
版了2023年《山水清音 天博日历》，邀请读者纸上游山
水，在新的一年里天天感受自然纯美和诗意生活。
天津博物馆拥有丰富的古代绘画收藏，2023年《山

水清音 天博日历》是天博针对馆藏中国山水画作品进行
的一次集中梳理。此次日历书精选了天博馆藏自宋迄清
160余位画家246余件（套）山水真迹，包括镇馆之宝之一
的宋代范宽《雪景寒林图轴》、明代沈周《虎丘送客图轴》、
清代石涛《巢湖图轴》等名画。
在编排上，日历书中绘画作品的呈现以作者所生活

的年代为序，便于读者清晰地感受到不同年代画家表现
山水作品的风格变化。同时每件作品配以翔实的作品解
读和画家介绍。日历书还附有文物索引，按时间顺序注
明所配画作的年代、画家、名称。

本报讯（记者 张帆）第十六届“和平杯”京剧票友邀
请赛决赛将于明日在线上举行，与广大戏迷相聚云端。
共有来自我国30个省（区、市）的60名选手和来自美

国、加拿大、法国、西班牙、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
区的15名选手，以及20个团体节目进入决赛，角逐中国
京剧“十大名票”和“港澳台及海外十大名票”。
决赛分6场进行，“和平杯”以广阔的舞台，为海内外

京剧爱好者奉献一场中秋文化盛宴。本届赛事，组委会
聘请全国10名京剧专家组成专家评选组，聘请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代表，海内外十大名票代表，中国京剧票友
社会活动家代表，中国少儿京剧杰出贡献奖代表，媒体代
表共50人组成群众组。
爱奇艺网站、中国京剧艺术网、“和平杯”公众平台将

以不同形式展现“氍毹迎盛会、檀板唱中秋”的景象。

“和平杯”京剧票友邀请赛决赛明开赛

氍毹迎盛会 檀板唱中秋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在日前结束的爱普生巡回
赛——野马女子高尔夫精英赛中，天津小将殷小雯以
202杆（63—70—69），低于标准杆14杆，并列获得第3
名，奖金排名升至首位。
转职业赛场仅3个多月，殷小雯便在8月1日爱普生

巡回赛——护火宾馆锦标赛中，成功赢下职业生涯首场
LPGA二级赛胜利，奖金排名升至第5位。当时，她为自
己定的目标是争夺明年LPGA参赛资格。转战佛伦奇利
克慈善锦标赛，短短一周时间，殷小雯在爱普生巡回赛实
现背靠背胜利，在官方奖金榜升至第2位。8月31日，殷
小雯提前锁定2023赛季LPGA巡回赛参赛卡。
提前实现转职业之初的目标后，殷小雯又有了新目

标，在官方奖金榜上名列第一，并成为年度最佳球员。如
今，随着她在野马女子高尔夫精英赛获得第3名，获得
11227美元奖金，一举登上奖金榜首位。

4：6、6：4、4：6、3：6负于美国小将蒂亚福，纳
达尔无缘美网男单8强，近5年来首次在大满
贯赛场8强赛之前出局。本赛季大满贯22连
胜纪录、大满贯451天不败纪录就此终结，追逐
第23个大满贯男单冠军的脚步戛然而止。
没有人会想到，纳达尔的离别会来得这

么早。毕竟，在2022年的前三项大满贯中，
他均展现出了王者的战斗力。可他终究还是
“被岁月撞了一下腰”。岁月改变了他的容
颜、提升了他的发际线，也一点点“偷走”了他
的身体机能。特别是在伤病根本无法痊愈的
情况下，即便他有再顽强的意志力，也会不知
什么时候突然就力不从心。拳怕少壮，在24
岁的蒂亚福的强劲攻势下，纳达尔不再是当
年那个“跑不死的拉法”。
随着年龄的增长，纳达尔愈加成熟从

容。面对胜负，已是宠辱不惊。“失利不需要
去找借口，我们应该对自己严格。只有这样
才能找到解决办法，提升自己。”他说，等准备
好再次参赛时，会回到赛场。而现在有比网
球更重要的事情在等待着他，他的第一个儿
子将在下个月出生。
比纳达尔早3天，小威在法拉盛公园完

成了她的谢幕战。从14岁第一次出战WTA
巡回赛，到即将年满42周岁在大满贯舞台的
绝唱，27年的职业生涯轰轰烈烈。如今，她
华丽转身，优雅离去。相信在未来很多年，

“塞雷娜女王”的成就依然无人能及。竞技
场，离别是永远无法绕过的残酷现实。即便
伟大如纳达尔、小威，也终究敌不过岁月。
费德勒因伤长时间缺阵，德约科维奇由

于未打疫苗无法出战，纳达尔意外过早出局，
这就意味着，自2020年起美网男单冠军已连
续3年不属于“Big3”。美网成为其他球员抢
滩大满贯的突破口，今年男单将诞生新王。
目前，男单8强阵容中前10种子仅剩下阿

尔卡拉斯、鲁德和卢布列夫。其中，阿尔卡拉斯
和鲁德争冠的同时，还在竞争男单世界第一宝
座，辛纳和贝雷蒂尼成功晋级，是美网自1881
年创立以来首次同时有两位意大利籍球员挺
进男单8强。21岁的辛纳成为继德约科维奇之
后，解锁四大满贯男单全8强的最年轻球员。
张帅/科斯秋克以两个4：6负于克劳茨

克/舒尔斯，无缘女双8强，张帅的卫冕之旅
就此终结。之前有机会冲击女双世界第一的
她，最新女双世界排名将跌至第20位左右。
徐一璠/杨钊煊以2：6、3：6不敌多勒海德/桑
德斯，无缘女双8强。
张帅/帕维奇以7：6（5）、4：6、10：3力克

柴原瑛菜/斯库格尔，张帅继2018年美网、
2021年温网、2022年澳网之后第4次闯入大
满贯混双4强，成为美网赛场上依然坚挺的
老将，下轮将迎战菲利普肯斯/瓦塞林。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讯（记者 顾颖 摄影 赵博）后天，
天津津门虎队将在广州花都体育场，与广
州队展开本赛季中超联赛第 17 轮的较
量。无论是从提振士气，尽快走出上一场
负于广州城队阴霾的角度看，还是从整个
赛季平稳推进，确保尽早成功保级的角度
说，这场比赛，津门虎队都要抱定必胜的信
心与决心。
昨天津门虎队在广州继续备战，除了一

天两练有强度之外，下午的训练，主要侧重

针对实战的技战术演练。自从7月 9日受
伤，经历了在外界看来有些漫长的治疗和康
复期之后，后防中坚大卫·安杜哈尔，首次参
与到球队的战术合练，这对一个多月以来一
直饱受缺兵少将困扰的津门虎队而言，是一
个利好。
从昨天的训练情况看，安杜哈尔的精神

状态和参与度都不错，很显然，他希望自己尽
快出现在津门虎队的阵容当中，为稳定后防
作出贡献。

广州队在8月中国足协开启夏季注册、
转会窗口后，先是给张修维和李学鹏两名球
员完成了注册，紧跟着主教练郑智、助理教练
黄博文、体能教练张成林又进入了球员名单，
他们还与自由球员蒿俊闵、荣昊签约，包括离
开球队大半个赛季的谭凯元重新回归。一系
列操作之后，广州队形成了一众经验丰富的
老将带领一批年轻球员拼力保级的局面，津
门虎队此番面对他们，必须做好应对各种情
况的充足准备。

新
华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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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中国男篮目前正
在成都进行回国后的隔离，队伍昨天接受了
媒体线上公开采访。主教练杜锋指出，CBA
一些技术的落后，制约了中国男篮融入世界
的脚步。
杜锋表示，通过拉练和比赛，看到了亚

洲和欧洲球队的发展趋势。中国队球员在
技术运用和身体对抗上，和这些队伍对比存
在很大差距。比赛需要快速移动投篮，而中
国队大部分球员仍是定点投篮。CBA联赛
的对抗性还是有些差，导致有些技术动作在
国内联赛中可以做，但国际比赛中却不行。
“队员认为有些技术在CBA可以用，受到的
防守压力可能相对较小，在技术发挥上可能
更好。其实到了国际比赛根本用不了，差别
比较大。”
杜锋提议，希望俱乐部也能尽量多参加

洲际比赛，以适应不同的战术风格。他还认
为亚洲大部分球队都有归化球员，对实力的
提升显而易见。
2023年篮球世界杯上成绩最好的亚洲

球队将获得参加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资
格。杜锋明确表示，球队的主要目标是晋级
世界杯正赛以及巴黎奥运会。“我们首先肯定
要力争晋级世界杯，在窗口期的比赛中取得
好成绩，提升在国际篮联的排名，争取成为第
4档球队，这样利于世界杯分组。然后争取
在世界杯上有好的表现，拿到巴黎奥运会入
场券。”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北京国安队在中超联赛第
16轮比赛中主场迎战浙江队。凭借着张玉宁的梅开二
度，北京国安队最终2：2战平对手，避免了让新帅斯坦利
迎来“开门黑”的事情发生。
斯坦利曾在荷甲豪门阿贾克斯主抓青训，2019年在

北京国安俱乐部负责预备队和梯队建设，这次能够担任
北京国安队主帅，被认为背负着为球队挖掘更多青年才
俊的重任。不过在北京国安队的首发阵容中，斯坦利没
有安排任何一名U23小将出场。
这场比赛一波三折，比赛开始后，浙江队很快就凭借

着弗兰克的头球破门，取得了领先。赛前，北京国安队的
头号射手张玉宁表示，要用一场胜利作为迎接斯坦利的
“见面礼”。张玉宁也说到做到，随后的比赛中连续打入
两球，帮助球队2：1反超比分。不过比赛最后时刻，浙江
队获得了点球机会，马修斯主罚命中。最终，两队2：2握
手言和。
对于斯坦利来说，执教北京国安队的首秀没有取胜

固然有些遗憾，不过能够最终战平实力不弱的浙江队，还
是可以接受的。北京国安队在比赛中依然暴露了外援实
力有限的问题，尽管张玉宁状态不错，但整体实力并不足
以赢下这场比赛。

中国男篮差距明显

俱乐部要多打洲际赛

天津高球小将升至奖金榜头名

本报讯（记者 谢晨）国家攀岩队速度组近日从北京出
发，开启了全新阶段的海外征战之旅，积累更多积分、提升
世界排名，为明年开始的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争取有利位置。
此次出征，全队将在本月先后转战英国爱丁堡和印尼

雅加达，参加今年最后两站世界杯速度赛分站赛。教练组
表示，今年比赛的重要目标是多拿积分，力争更多队员跻
身世界排名前十，从而为明年世界杯争取更多参赛名额，
让更多中国队选手有机会参与竞争巴黎奥运会入场券。

国家攀岩队速度组再启新程

国安新帅首秀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