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
2022年9月21日0时至24时，我

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11例本土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其中确诊病例1例
（轻型）、无症状感染者10例。11例感染者
中，10例为管控人员，1例为非管控人员。

9月21日0时至24时
新增11例本土阳性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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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期“津乐购”线下消费券发放
共计2.5万张 领取后7日内有效 线上新设农特产品消费券全国消费者都能抢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今日迎来秋分节气。从昨天傍晚
开始，风力加大，市气象台发布陆地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天津海
洋中心气象台也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昨天后半夜到今
天白天，我市陆地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气象专家提
醒，大风天，市民走路、骑车时应少走高层楼之间的狭长通道，因
为这里会形成“狭管效应”，风力在通道中会加大，给行人带来一
定危险，同时要小心高空坠物。此外，今早凉意明显增强，市民
外出注意添衣保暖。

今迎秋分节气 大风平添秋意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今日起至10
月7日，我市将实施冻猪肉储备投放工作，保障国庆期间的市
场供应。本次投放的储备冻猪肉为二号（前腿肉）、四号（后腿
肉），零售价格不高于10.98元/斤。市民可在全市110个网点
购买。

投放储备肉保障国庆市场供应

本报讯（记者 姜凝）从市教育招生考试
院获悉，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
试定于今年12月24日至25日，考试时间超过3
小时或有使用画板等特殊要求的少数考试科
目安排在12月26日。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
网上报名工作安排在10月5日至10月25日（每
天9时至22时），预报名工作安排在9月24日至9
月27日。

研究生招生考试明起预报名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工作日8:30—12:00，13:00—17:3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本报讯 截至2022年9月22日，我市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转办
群众信访举报件14538件，其中：滨海新区
2663件，和平区426件，河东区841件，河西区
834件，南开区958件，河北区656件，红桥区
344件，东丽区747件，西青区878件，津南区
938件，北辰区1047件，武清区870件，宝坻区
943件，宁河区639件，静海区973件，蓟州区
722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局7件，市
城市管理委6件，市交通运输委2件，市国资
委1件，市生态环境局3件。群众信访举报具
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天津
日报》《今晚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北方
网、天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获悉，近期，我市发现个别人因不
主动报备、无故不参加核酸筛查、流调时隐
瞒行程而确诊阳性且传播他人的典型案
例。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再次郑重提示，一
定要主动报备，配合流调排查，按时参加核
酸检测，否则将面临法律追责处罚。

9月15日，北辰区居民颜某某、李某某
夫妇未参加当日核酸筛查，且在镇村电话
短信通知其补筛、被赋黄码的情况下，两人
无正当理由仍拒不参与核酸筛查。颜某某
是物流从业者，平时工作工作接触人较
多。9月17日全市核酸筛查期间，颜某某出

现头痛等感冒症状仍未及时报备，而是与
同事前往河北区某非发热门诊就医（个体
诊所，后已被及时封控处置）。9月18日核
酸筛查中，颜某某被确诊为无症状感染
者。在随后的流调中，夫妇二人仍不配合，
颜某某先是声称未到过河北区，后面对证
据又改口称是单独前往，隐瞒同事陪同的
事实。随后，颜某某丈夫李某某、同事及同
事亲属相继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
者。不筛查、不按规定报备就医、不配合流
调，导致多例感染、多地封控，引发社会面
传播风险。因其行为严重扰乱公共秩序，
目前，北辰警方已依法立案调查。

居住于河西区的张某某，其公司位于西
青区梅江灯饰广场，仓库位于河西区怒江道
万德科技园内。9月14日，张某某前往西青区
梅江灯饰广场门口与他人（后此人确诊）见
面，随后返回位于万德科技园的仓库。9月16
日，张某某接到河西区工作人员打来的流调
排查电话，隐瞒了可能存在风险的行程。9月
16日至9月20日，张某某在万德科技园仓库内
活动，接触科技园内人员若干。9月20日，张
某某参加核酸筛查结果为阳性。同日，经进
一步流调排查及核酸检测，万德科技园内另
有3人确诊为阳性，造成疫情传播扩散。目
前，河西警方已依法对其立案调查。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发布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第34号通告。当前，我市本
轮本土疫情新增感染者数量持续减少，社
区传播风险逐步降低，疫情已基本得到控
制，但连续核酸筛查中仍发现有社会面阳
性感染者。为进一步加强疫情隐匿传播
风险排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9月23日
在全市范围继续开展核酸检测。

今日6时起，凡居住在我市的广大群众，
采样前要在当时居住地保持原地静止，按照
各区防控指挥部统一部署和街道（镇）、社区
（村）组织安排，有序到指定地点进行核酸检
测。高、中、低风险区域和静态管理区域的
居民要严格服从属地街道管理，其他区域人
员采样后需持本次核酸筛查采样证明和72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方可安排必要出行，提倡
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后出行。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郑重提示：一定主动报备 配合流调排查 按时参加核酸检测

别抱侥幸心理 否则将被依法追责

今日6时起在全市开展核酸检测

昨日，一场小雨降临津城。在雨水的倒影里，飘落的黄叶悄

悄提醒我们金秋已至。 本报记者 胡凌云 摄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记者从市商务局
获悉，我市最后一期“津乐购”线下百货零售、
家电消费券于今天11时和11时30分发放，共
计2.5万张。消费者可登录银联“云闪付”App
抢券，领取后7日内有效。

截至9月21日，银联“云闪付”App累计发
放百货零售、家电消费券22.8万张，补贴资金
达3270万元，拉动消费超过3.1亿元，撬动比达
1：9.5。其中，百货零售消费券补贴资金达
1632万元，拉动消费超过1.3亿元，消费品类主
要集中在日用百货等产品。家电消费券已发
放五期，补贴资金达1638万元，拉动消费超过
1.8亿元，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大件”家电
产品受欢迎。

此前，市商务局曾联合20家金融机构发
放1480万元消费券，带动消费超过1.2亿元，
政、银合力促消费效果显著。

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从9月21日
起，市商务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委发放“津乐
购”农特产品消费券，用户可在京东App搜索
“天津农特产消费券”“天津丰收节”进入活动
专区领取，当日有效，可叠加京东App其他优
惠活动使用。农特产品专属消费券不限地

区，面向全国消费者发放，商品涵盖农产品、生
鲜、老字号等。发放时间分两批次：9月21日10时
至9月28日23时59分，9月30日10时至10月10日23
时59分。共有5种类型：满50元减15元、满100元
减30元、满300元减80元、满500元减150元、满
1000元减300元。

8月20日至9月20日，京东App共发放我市家
电、百货零售“津乐购”消费券10万张，补贴资金
达3124万元，拉动消费超4亿元。

世界杯首秀创纪录

狂胜韩国队 中国女篮绚烂绽放

“希望在世界杯上打出我们女篮
的风采，打出我们女篮的精神，给大家
眼前一亮的感觉。”赛前，有着“勒布朗
梦”之称的中国队前锋李梦说。此刻，
姑娘们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开门红完美
践诺。昨天在悉尼进行的2022年国际
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首轮，中国队
以107：44“碾压”韩国队，63分创造了
两队交锋史上的最大分差纪录，中国
队在世界杯及其前身世锦赛上对阵韩

国队4战全胜。本场比赛，中国队12人
全部登场，11人得分，其中5人得分上双。

本届世界杯，中国女篮平均身高
1米86，在12支参赛队中仅次于澳大利
亚队的1米88。队内超过1米9的有5
位，两大中锋韩旭和李月汝更是在2米
以上。而韩国队平均身高只有1米78，
两位中锋身高分别为1米85和1米84。
此役双方内线差距巨大，中国队篮板球
58：29，禁区内得分60：18，盖帽7：1。中

国队的高大内线成为韩国队无法逾越的
“移动长城”。本场比赛，中国姑娘们圆
满执行了教练组赛前制定的防守策略。
归队晚、磨合短的韩旭和李月汝的良好
表现，成为中国队的最强点，在之后与欧
美强队的较量中，二人的状态将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中国队的上限。

根据赛程安排，中国队于今天12：30
对阵波黑队。波黑队中值得关注的是
归化球员琼克尔·琼斯，她被许多人评
为目前这个星球上最好的女篮球员。
虽然首轮波黑队以58：82负于波多黎
各队，但中国队主教练郑薇依然不敢掉
以轻心。
“中国女篮的姑娘们，最关键的是做

好充足准备，你们已经为这一刻付出了
很多，希望你们在赛场上无畏拼搏，展现
技术，享受比赛，不遗余力，不要让自己
为某一场比赛，或者某个时刻而后悔。
重要的是团结一心，齐头并进。至于结
果，就让它顺其自然。”正如NBA巨星勒
布朗·詹姆斯为中国队录制的助威视频
中所说的，姑娘们，把你们准备的东西都
展现出来吧。那些训练场上流过的汗、
吃过的苦，甚至淌过的血，所有的付出，
都是为了此刻能够在这个盛大的舞台上
绚烂绽放。 本报记者 苏娅辉

全锦赛 天津女排止跌反弹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在2022

年全国女排锦标赛A组第五轮的比赛
中，天津渤海银行女排以3：1战胜北京
女排，取得球队在本届全锦赛中的第二
场胜利，4局比分为25：16、25：27、25：22
和25：17。此役，陈博雅和刘美君两名
年轻攻手状态回升，表现不俗。今天
16：00，天津女排将对阵浙江女排。

上一轮0：3不敌福建队，赛后天津
队进行了认真、全面的总结，强调当进
攻受阻时，攻手要敢于变化，下手要果
断，在进攻手法和进攻线路上要有变
化。此役，天津队两名主攻陈博雅和刘
美君整场比赛的进攻成功率有所提升，
两人特别注重扣球线路的分配，直线、
斜线的刁钻扣球给北京队带来很大的
防守压力。当进攻受阻时，陈博雅和刘
美君也能稳住心态，进攻上打吊结合。

相比上一场，天津队此役发球带

动拦防的战术很奏效，抓防反机会和关
键球得分的能力有明显提升。整场比
赛，天津队的二传孟豆、接应杨艺、副攻
李雅楠和夏思佳的发球给北京队一传造
成很大冲击，拦防上也有效遏制了北京
队主要进攻人的进攻，频频抓防反机会
得分。天津队所赢下的3局，都是中局
阶段开始发力，利用高质量的发球破坏
北京队的一传，拦防质量也很高，然后抓
防反机会得分，扩大领先优势。

此役，北京队打得很顽强，双方经常
上演多回合的较量。相比上一场比赛，
天津队场上队员的心态更为平稳。关键
的第3局局末阶段，北京队连得6分，将
比分追至22：23。面对对手的强势反扑，
天津队稳住阵脚，先是杨艺二号位进攻
得分，随后小将刘美君四号位强攻拿下
制胜一分，天津队以25：22赢下这关键一
局，这也成为本场比赛的转折点。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张帆）在短视频《他
们眼中的天津下午茶》里，作者牛振兴
用一杯“津味儿”下午茶展现出天津融
汇古今、国际范儿的城市底蕴。

丰富美味的小吃，中西融汇的建
筑，每一处、每一景都令牛振兴流连忘

返。牛振兴是山西人，来天津15年了，
他对天津最初的印象来自五大道，来自
天津中西交融的城市品格，来自天津人
的实在和包容、幽默和纯粹。他把对天
津的热爱装进了镜头，运用延时、航拍等
方法，突出短视频节奏明快、共情传播的

特点。在牛振兴看来，“近者悦，远者
来”，天津的魅力来自于住在这里的人，
他们幽默风趣，朴实从容。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刘莉莉

昨日，著名出版家、翻译家、儿童
文学作家任溶溶在上海逝世，享年
100岁。任溶溶精通多国语言，从20
世纪40年代开始从事儿童文学翻译
工作，先后翻译了《安徒生童话全集》
《夏洛的网》《吹小号的天鹅》等颇具影
响力的作品。他创作的童话《没头脑
和不高兴》深受读者喜爱，他的作品陪
伴了一代代孩子的成长。
任溶溶与天津颇有渊源。新蕾出

版社曾数次出版他翻译的童书。去
年，天津儿艺将《没头脑和不高兴》搬
上舞台。创排期间，年近百岁的任溶
溶老先生亲自参与剧本创作、悉心指
导，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深深地感染
了剧团演职人员。

“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

任溶溶1923年5月19日出生于上
海，原名任根鎏，后改为任以奇。作为
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先驱者，他曾任
职于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
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他学贯中西，
精通英、俄、意、日等国语言，在儿童文
学翻译、创作和出版领域成就斐然，曾
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国
际儿童读物联盟翻译奖、中国翻译文
化终身成就奖等。他出版有近千万
字、全20卷的《任溶溶译文集》，240余
万字、全8卷的《任溶溶文集》等。

作为翻译家，他从1942年开始文
学翻译工作，1945年开始翻译外国儿
童文学，1947年起以女儿任溶溶的名
字为笔名，陆续在《儿童故事》上发表
译作，将《小鹿斑比》《小飞象》等童话
带给中国孩子。80年来，他笔耕不

辍，翻译了《安徒生童话全集》《木偶奇遇
记》《洋葱头历险记》《长袜子皮皮》《小熊
维尼》等数百种世界儿童文学经典作品，
为几代中国孩子的成长带来精神养分，
也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国际视
野和全球眼光，构成了中国儿童文学译
介和发展的重要脉络。

作为作家，他在上世纪50年代发表
了《没头脑和不高兴》《一个天才的杂技
演员》等。他在咖啡馆喝咖啡时创作的
《没头脑和不高兴》，于1962年被拍成动
画片，是几代人心目中的经典。他还创
作过儿童诗《没有不好玩的时候》《我是
一个可大可小的人》等，充满童真、童
趣。进入晚年，他写了不少冲淡平和的
掌故散文，年近百岁还有新作《如果我是
国王》《怎么都快乐》等。

乐观、童心贯穿他的一生，90岁时
他还在学韩语，因为好奇韩国点心的包
装上写的是什么。他的性格与所从事的
事业完美契合、互相成就。任溶溶曾说
过：“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在他看来，
因为翻译、创作了太多儿童文学作品，自
己也在“不知不觉中被‘童化’了”。

去年《任溶溶译文集》出版时，他专
门手书一段话表明翻译初衷：“希望我国
小朋友能和世界小朋友一道得到快乐，
享受好的艺术作品。”他把一生献给儿童
文学事业，读者们纷纷在网上表达缅怀
和致敬，感恩、铭记他的付出。他带来的
童真快乐和艺术享受，将继续陪伴一代
代孩子成长。

任老作品搬上津门舞台

作为新蕾出版社畅销20余年的经
典品牌——“国际大奖小说”系列丛书的
组成部分，任溶溶翻译的《洋葱头历险
记》曾于2007年、2011年推出过不同版
本；他翻译的《神秘的公寓》2011年出

版；他与儿子任荣康联手翻译的《诺福镇
的奇幻夏天》2014年出版，为广大读者
带来美好的阅读享受。

2021年年初，天津儿艺将《没头脑
和不高兴》搬上舞台。该剧以音乐偶剧
的创新手法讲述这个家喻户晓的儿童
故事，剧中以“偶”为符号，或人偶合一、
或人偶对话，还融入传统戏曲元素。传
统与现代的碰撞使该剧新意迭出，广受
好评。

创作初期，天津儿艺就和任溶溶及
家人不断进行着艺术上的交流。天津儿
艺团长郭鸿斌说：“2018年年底，我们就
希望将《没头脑和不高兴》搬上舞台。后
来，我们通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任
溶溶先生和他的家人取得联系，大家沟
通得特别愉快。”

让剧组感动的是，年近百岁的任溶
溶老先生亲力亲为参与剧本创作，不厌
其烦、细致入微。郭鸿斌告诉记者：“对
于剧本创作，任老给予了很多指导，提
出了许多理念和想法。比如，在当今如
何理解‘没头脑’‘不高兴’这两个人物、
要采用怎样的现代理念进行舞台呈现、
台词怎样更加儿童化等，很多建议都是
一针见血。在剧本修改过程中，任老会
从孩子的角度，认真斟酌每个字、每个
词。剧目进入排练后，我们拍了一些排
练现场的视频给任老，他对语言、音乐
等各方面都提出了建议。老人的这种
工作态度感染了整个剧组，激励着我们
反复研究、实践，用最饱满的状态投入
创作。”
回顾往事，郭鸿斌感慨：“创作期间，

任老的‘小心翼翼’代表着他对孩子的负
责、对舞台的负责、对作品的负责。他对
儿童事业的那种热爱、关注和责任心，令
人敬佩。故人已去，艺术长青；思念仍
在，一路走好。我代表天津儿艺、代表剧
组，向任老致敬。”

《没头脑和不高兴》作者，著名出版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逝世，享年100岁——

一生把童真快乐献给孩子

“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品一杯“津味儿”下午茶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2110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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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投注总额：3523466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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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注
237注
1517注
71846注

1358309注
6136513注

8127543元
115468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奖池累计：1836366779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255期3D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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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投注总额：870752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三

224注
431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为科学
精准严防疫情反弹，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再次更新近期区域排查
管控范围，涉及的相关人员应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

此次调整新增具有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四川省遂宁市
船山区、大英县、高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旅居史
的来津及返津人员实施抵津前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核验制
度。7日内具有重点疫情地区（除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实
施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含同住人员）至离开重点疫情地区满7
日，前3日及离开重点疫情地区满7日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
阴性解除管理。7日内具有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按照现行政
策执行。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