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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帆）在“你好，天
津”网络短视频大赛第二赛季入围作
品中，刘纯希创作的短视频《给你一个
爱上天津的理由》，用街头巷尾的美食

美景，串起一座活力之城的迷人风貌。
刘纯希说：“在‘你好，天津’大赛

中，我们制作的几个短视频，都得到了
不少的流量。在拍摄中我们发现，无
论是美食还是美景，将这座城市串联
起来的，还是天津的活力，它弥漫在城
市的街头巷尾，丰富的早点美食、充满
历史韵味的人文、中西合璧的建筑，无
不体现出这座城市的活力。”

在刘纯希眼中，天津是她的第二故
乡：“这十几年时间里，从城市硬件设施
的完善到人文环境的改善，都令我赞叹
不已。我也跟随天津一起成长。平时
我很喜欢把天津介
绍给朋友，推荐他们
来这里游玩，感受这
座中西文化交融的
城市。”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
重庆市川剧院演出

川剧《江姐》谱写英雄赞歌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天津京
剧院根据“时代楷模”王继才、王仕
花的事迹创演的京剧《楝树花》，于
日前登上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的
舞台。剧中人物原型王仕花看过
此次演出直播后，给天津京剧院发
来一封真挚的感谢信。

王仕花信中写道：“在线上看到
贵院创作的《楝树花》，把王继才和我
一起驻守开山岛的事搬上舞台，剧中

的场景一下子把我带回了和老王一起
守岛的岁月。那时，老王守着开山岛，
我守着他，平淡真实，有苦有甜，我觉得
很幸福。老王和我从来没有觉得守岛
有多么伟大，我们是普通人，只是做了
一件应该做的普普通通的事情。”

天津京剧院演职员们用心、用
情、用功的舞台呈现，深深地感动了
王仕花。她写道：“我对京剧不是
很熟悉，但从演出中看到了贵院

认真严谨的创作态度，强烈感受到你
们的真诚。吕洋、王平两位艺术家演
得真是太好了。吕洋就像我本人，她
的唱和念就是我想说的话。王平老师
就像老王，看到他对海鸥说话、逗老鼠
的演出，我的泪止不住地流。”

与此同时，王仕花认为：“全剧好听
好看。让我高兴的是，戏里没有刻意拔
高我们的故事，没有大制作渲染我
们的生活环境，再次感谢天津京剧
院的全力投入，感谢艺术家们的精
彩表演。”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昨晚，由
重庆市川剧院演出的川剧《江姐》
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登上第十三
届中国艺术节的舞台。

川剧流行于四川省、重庆市等地

区。它主要有高腔、胡琴、弹戏、昆曲、灯
调五种声腔，是明末清初以来中国戏曲
声腔剧种演变的一个缩影。明末清初，
昆曲、弋阳腔、青阳腔、陕西梆子、湖北汉
调、徽调等声腔流入四川，乾隆、嘉庆年

间与当地的薅秧调、川江号子、地方小
调、宗教音乐等逐渐融合，基本完成了外
来声腔“四川化”的演变过程。辛亥革命
前后，高腔、昆曲、胡琴、弹戏及四川本土
的灯戏在同台演出过程中融为一体，形
成“五腔共和”的川剧，一直延续至今。

川剧《江姐》讲述了1948年，中共
地下党员江姐因叛徒出卖而不幸被
捕，被关进渣滓洞集中营。任敌人严
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她大义凛然、坚贞
不屈，在重庆解放前夕英勇就义，谱写
了一曲革命英雄主义赞歌。

该剧刚柔兼备，塑造了一个有血
有肉的优秀女共产党员形象。在编排
上彰显了戏曲的假定性和虚拟性。舞
美设计以版画风格虚实结合。唱川
腔、说方言，强化川剧声腔艺术。在表
演上突出川剧粗犷与细腻，尤其是“绣
红旗”，化静为动，与众不同。

《楝树花》人物原型王仕花致谢天津京剧院

“感谢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

“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美食美景串起活力之城

新研究为研发新冠预防药物打下基础美国生物军事化活动在多边国际会议上引发担忧

必要时将对美开展国际独立调查
新华社悉尼9月11日电（记者 郝亚琳）中澳两国研究人员共

同参与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大气压冷等离子体能够抑制冠状病毒
侵入人体细胞，为研发可预防新冠病毒的鼻喷剂等药物打下基础。

这一研究由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格里菲斯大学以及中
国厦门大学、江南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两国多所科研机构参与，
相关论文近日已发表在澳大利亚《诊断治疗学》期刊上。

大气压冷等离子体是在正常大气压下产生，温度接近于室温
的一种等离子体，具有安全性及人体可耐受性特征，能够灭菌、促
进皮肤伤口愈合、抑制癌细胞生长等。

领导这项研究的昆士兰理工大学教授里克·汤普森表示，新冠
病毒需要与人体细胞表面的受体ACE2相结合，从而进入和感染
人体细胞。他们的研究发现，即使只是短暂地接触大气压冷等离
子体，细胞表面的ACE2受体也会立刻消失，这就减少了新冠病毒
通过受体感染人体细胞的途径，达到预防感染的效果。在实验室
的培养系统中，大气压冷等离子体对ACE2受体的抑制作用能达
到约9个小时。

汤普森表示，大气压冷等离子体容易生产，它的活性还可以传
导给水或其他液体，这就为研发新冠预防药物带来了可能性，比如
漱口水或者鼻喷剂等。除新冠病毒外，这种特性也使大气压冷等
离子体有望作用于其他病毒，预防它们借助ACE2受体去感染人
体细胞。

扎波罗热核电站停止运转

据新华社基辅9月11日电（记者 李东旭 李铭）乌克兰国家
核电公司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停止运
转。俄罗斯媒体当天援引扎波罗热当地行政机构代表的话也报
道了此事。

乌国家核电公司说，11日凌晨，扎波罗热核电站正在运行的
最后一台动力机组中断与乌国家电网连接，对机组实施降温的准
备工作正在进行中。

塔斯社11日援引扎波罗热当地行政机构代表罗戈夫的话报
道，扎波罗热核电站最后一台动力机组于当日3时45分许停止运
行。该机组以可控方式暂停运行，正切换至“冷停堆”状态，未来有
可能重新启动。

罗戈夫表示，由于炮击导致核电站涡轮机和反应堆运行不稳
定，有发生事故的可能，因此当地行政机构决定暂停机组运行。

巴新强震已致1人死亡

据新华社悉尼9月11日电（记者 郝亚琳）莫尔兹比港消息：
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11日早些时候发生的7.6级地震已
造成1人死亡，有些地区电力供应受到影响。

据巴新《信使邮报》报道，菲尼斯特雷岭地区村庄在地震中损
毁严重。地震造成山体滑坡，房屋被埋，已有1人遇难。巴新“环
路”新闻网站报道说，马克姆谷地区，莱城、凯南图等地震感强烈，
首都莫尔兹比港有震感，有些地区的电力供应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巴新总理马拉佩表示，已要求全国和省级救灾机构尽快评估地
震灾情，并采取应对措施，巴新国防军和警察已做好参与应对准备。

这份美国专利商标局于2015年3月授
予专利的名为“毒蚊空中释放系统”的文
件还特意补充说，一旦“调整或清除法律
限制”，该技术可立即用于军事用途，成为
比现有最先进的武器更为有效的“工具”。

9月5日至9日，应俄罗斯的要求，《禁
止生物武器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缔约
国正式协商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俄罗斯
代表团在会议上披露了一系列文件，指控
美国从事违反《公约》的活动，表达了对美
国有关生物军事化活动的担忧，受到与会
国代表的关切。

对于上述“毒蚊空中释放系统”的专
利，美国代表在会议上解释说，该申请由
私人实体提出、不代表美国政府。该专利
并未付诸生产，而只有付诸生产才违反美
国国内法。但是，美方的解释并不能消除
与会国的诸多疑虑：比如该专利申请人是
否有美国军方背景？研究过程中是否得
到了美官方支持或协助？美官方如何保
证以后不把这一专利投入军事应用……

根据俄罗斯提供的有关文件，美国甚

至还在研究“毒弹”，即将含有毒物或传染
性病毒的胶囊混入子弹。这样一来，即使
枪伤不会致命，被子弹击中的人也会死于
中毒或感染。同时，死者还会成为新的感
染源，导致更多人死亡。

俄罗斯代表在会上指出，美国的类似
“发明”属于国际公约禁止的生物和化学
武器，美国本应承担禁止任何个体和实体
在其领土或管辖区域内开发生物武器的
义务，却放任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同
时，为了掩人耳目，美国还以合作为幌子
积极将类似研究放在海外盟国境内进行。

俄罗斯代表指出，美国国防部和乌克
兰卫生部2005年8月签署《关于防止可用
于发展生物武器的技术、病原体和专业知

识扩散领域的合作协议》后，超过1.6万份
生物样本被运出乌克兰。对此，尽管美方
进行了回应和辩解，却并未明确回答诸如
美方从乌克兰到底转运了多少病原体、这
些病原体被存储在什么地方以及具体用
于何种用途等关键问题。

俄方提交的材料显示，为进一步执
行上述协议，美国自 2015 年 3月将相关
合作列入“生物协同计划”，该计划初始
投资约 253.5 万美元，但此后多次延期、
追加投资和调整合作名单，其中2017年
一次性追加了 2927.2 万美元投资。然
而，美方对于追加的投资主要用于什么
领域却语焉不详。

此外，俄罗斯代表还指出，尽管美方

一再宣称其在乌克兰的合作研究“完全是
和平的性质”，宣称其目的主要是帮助乌克
兰改进流行病学监测，但从五角大楼获取
资金的这些研究“并未把重点放在免疫与
预防感染上”。

观察人士认为，对于美国的生物军事
化活动，国际社会早有关切。本次会议受
到《公约》缔约国高度重视和广泛参与，这
本身就体现了缔约国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
下致力于团结应对生物安全挑战的决心，
显示了各方尊重和利用《公约》现有机制、
致力于澄清和解决重大遵约关切、确保《公
约》有效运行的共同意愿。

一些国家代表在发言中指出，美国作
为《公约》缔约国和存约国，应该正视国际
关切，结合俄方提交的一系列材料和问题
单，作出更加全面、深入和有针对性的澄
清，给国际社会一个明确的交代。同时，本
次会议结束后，有关各方也应继续开展技
术评估，并在必要时针对美方生物军事化
活动开展国际独立调查。

新华社日内瓦9月10日电

由无人机将大量携带病原体的蚊子运送到特定区域，释放

蚊子致使特定人群感染烈性传染病，从而达到“低成本传播致死

性疾病”并使对方瘫痪的目的……这是俄罗斯最近提供给联合

国的一份美国专利文件中描述的内容。

海滩风筝节
9月11日，一个小女孩在澳大利亚悉尼风筝节上放

风筝。当日，悉尼风筝节在邦迪海滩举行，吸引数万名

来自各地的风筝爱好者参与其中。 新华社发

法国、英国和德国10日发表联合声
明，质疑伊朗在恢复履行伊核问题全面协
议问题上的意图。伊朗外交部当天回应
说，三国表态“不具建设性”，“令人遗憾”。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赛尔·卡纳尼卡
纳尼建议“这三个欧洲国家发挥更积极的
作用，为化解仍存的少数分歧提供解决方
案，而非进入破坏外交进程的阶段”。他警
告，如果三国继续这种做法，“后果自负”。

10日早些时候，法国、英国和德国对
伊朗寻求恢复履行伊核协议的诚意提出
“严重质疑”。三国警告，伊朗的立场正在
危及达成协议的前景。

三国称，协议最终文本已经准备好，
但伊朗“选择不抓住这个关键的外交机
会”，且“继续升级其核计划”。

欧洲联盟8月8日向伊核协议相关方
提交了一份关于恢复履约的“最终文本”，
伊朗后来提出修改意见。美国8月24日就

此回应，伊朗9月1日就美方回应作出答
复。按照伊朗外交部说法，伊方答复为完
成谈判提供“建设性路径”。

不过，美国白宫发言人卡里娜·让-皮
埃尔本月2日说，伊方最新答复“不具建设
性”，伊朗不应把国际原子能机构结束核查
当作恢复履行伊核协议的谈判条件。据路
透社报道，让-皮埃尔所指核查是国际原
子能机构就三处伊朗没有申报的地点发现
铀痕迹所作调查。

核查是阻碍伊核协议相关方谈判推进
的主要症结之一。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
员8月23日称，伊方做出不小妥协，包括不
再要求停止核查。不过，知情人士本月2
日称，伊朗1日提交的最新回复中又重新
提到核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9日说，伊
朗最新答复“倒退了”一步。

新华社专特稿

法英德质疑伊朗谈判立场

伊朗:“令人遗憾”“后果自负”

本报讯（记者 顾颖）“中秋节”当
天返津，昨天随即安排正常训练的天
津津门虎队，在今天上午的训练课结
束后，下午乘坐火车前往郑州。9月
14日 19:30，他们将在郑州航海体育
场，客战河南嵩山龙门队。

与广州队比赛结束后正逢中秋
佳节，再加上目前各赛区对客队都要
执行严格的“气泡式管理”，提前抵达
也会面临诸多实际问题，因此，在第
17、18两轮客场比赛只间隔4天的情

况下，天津津门虎队仍然没有从广州
直接前往郑州，而是选择先返回天
津，然后再出发。

与津门虎队最近连续在外比赛
不同，由于第 16、17 轮分别对阵上
海海港和成都蓉城两队的比赛都
宣告延期，河南嵩山龙门队便一直
在中牟训练基地调整、备战。虽然
这种情形对他们而言也实属无奈，
但是伤员伤情都得到了恢复，本场
比赛能够以逸待劳迎战津门虎队。

本赛季河南嵩山龙门队阵容整齐、
势头迅猛，一度呈现出明显的争冠态势，
只是后来个别场次的比赛完成得不够
好，才显得有些掉队，但目前仍然居于积
分榜第三位。主帅哈维尔之前曾明确表
示，要打好接下来包括补赛在内的几场
硬仗，巩固本队“前三”的位置。面对这
样强劲的对手，津门虎队要想取得相对
满意的结果，首先要解决近期连续5轮
不胜，以及上一场比赛点球不进，给全队
上下带来的心理影响。

周三客战河南嵩山龙门队

津门虎队放下包袱今日出征

本报讯（记者 赵睿）北京时间昨
天凌晨，U20亚青赛预赛A组比赛在
沙特阿拉伯达曼打响，中国U19青年
队补时阶段获得两个点球，3:1艰难击
败缅甸U19队，多拿净胜球的目标没
有实现。本场比赛是国字号梯队近
些年首次在亚洲正式比赛中亮相，不
放弃的精神固然值得肯定，但不足之
处也有目共睹。

比赛第13分钟艾菲尔丁首开纪
录之后，对手加强了贴身防守，U19国
青队员技术粗糙的短板暴露无遗，根
据记者统计，全场明显的主动传球失
误有7次之多，尤其是下半场高举高
打，自己把球踢出界外的情况不少。
第22分钟，身材比U19国青明显小一
号的对手，利用角球机会门前扫射扳
平比分，U19国青禁区内堆积了9名
防守队员，对手进球虽有运气成分，
但自己犯了盯球不盯人的大忌。

下半场U19国青进攻战术单一，
质量一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占据
明显身体优势，却在局部对抗时因对
方球员动作灵巧而占不到便宜。技

术能力、核心力量对付缅甸这样的对手
仍不足以形成压制，用球迷的话来说：留
给中国队的弱旅确实不多了。韩国籍主
裁判给了8分钟补时，刘国宝分别在补
时第1分钟和第3分钟突破造点，艾菲尔
丁、阿卜杜拉分别命中。亚足联在赛后
评价说“充满了戏剧色彩”，此话既中肯，
也刺耳。

从7月中旬开始，U19国青整队前
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巴林进行了将
近 2 个月拉练，与包括北马其顿、巴
林、卡塔尔在内的同龄队伍进行了多
场热身赛，但仍未能在首场比赛里展
现出应有的竞争力。从主观上说，队
员技术能力普遍下降，进而影响到战
术执行能力，归根结底是我们的青训
出了问题。从客观上说，队员国内、国
际比赛经验都少，短期突击拉练和打
热身赛治标不治本。另外，首场比赛
难打也是常情。

北京时间15日凌晨，U19国青与小
组第二个对手马尔代夫队交锋。期待经
过小组首战，U19国青能找到正式比赛
的感觉。

不容易 国青“点杀”缅甸队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6：2、7：6（5）
战胜5号种子贾巴尔，斯瓦泰克职业
生涯首次夺得美网女单冠军，成为首
位夺得美网女单冠军的波兰球员。这
是她职业生涯的第3个大满贯冠军，也
是本赛季的第7冠，牢牢把持着世界第
一宝座。澳大利亚组合桑德斯/皮尔
斯以4：6、6：4、10：7逆转菲利普肯斯/瓦
塞林，夺得混双冠军。

斯瓦泰克豪取一波巡回赛决赛
10连胜，且一盘未失。她对世界前十
球员豪取10连胜，成为继2014年小威
之后首位在单赛季夺得7个巡回赛女
单冠军的球员，也是继2014年小威之
后首位以赛会头号种子身份夺得美网
女单冠军的球员，成为历史上第10位
在同一年内连夺法网和美网女单冠军
的球员，21岁又103天的她成为本世
纪第10年轻的美网女单冠军。如果
说，两年前年仅19岁的她夺得法网冠
军时，还只算是“黑马”的话，那么此
刻，她在世界女子网坛，已呈统治之
势。本赛季至温网意外失利前，他曾
豪取37连胜，超越大威创造的本世纪
最长连胜纪录。美网夺冠后，她的赛
季总战绩为57胜7负。

斯瓦泰克坦言，很自豪在精神和
意志层面自己都进行了很好的应对。
夺冠后，斯瓦泰克的排名积分破万达
到 10365 分，其中本赛季抢下 9560
分。同时收获260万美元冠军奖金，
赛季奖金总额达到921.7225万美元。

首夺美网冠军
“新后”实至名归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2105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2313061215 21 15

全国投注总额：357410590元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4注
85注
988注

52348注
1100730注
8034750注

10000000元
325048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奖池累计：1747497631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244期3D开奖公告

4 9 2
天津投注总额：766600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281注
665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