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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世乒赛抽签揭晓 国乒出线无悬念

我市启动“剑网2022”专项行动

打击网络侵权盗版
女篮世界杯实力榜

中国队升至次席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
年女篮世界杯将于今天展开1/4
决赛的争夺，中国队将迎战法国
队。在最新的官方实力榜上，中
国队上升1位排名第2，仅次于
卫冕冠军美国队。国际篮联官
网进行的赛会MVP投票中，中
国队球员李梦、韩旭和李月汝榜
上有名。
世界杯5场小组赛，中国队

有两项主要数据排名赛会首
位。其中，场均能抢下46.6个篮
板，与美国队并列第一。场均失
分57.4分，在全部12支参赛球队
中最低。中国队6项数据排名次
席紧追美国队，其中，场均得分
88.8分、场均投篮命中率51.3%、
场均两分球命中率55.7%、场均
三分球命中率40.8%、场均助攻
28.2 次，场均失误 12 次（第二
少）。在最新的官方实力榜上，
中国队上升1位，超越东道主澳
大利亚队排名次席，仅次于美国
队，加拿大队上升两位排名第4。
赛会MVP投票方面，截至昨

天下午，李梦的得票率高达31%
高居榜首。5场小组赛，李梦场
均出战21.7分钟，能得到14.6分
1.6个篮板2.2次助攻。在国际篮
联官网文章中，还特别配上了李
梦的个人照，评价李梦“是她们
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者
之一”。美国队的托马斯以20%
排名第2，澳大利亚队的塔尔伯
特以10%排名第3。韩旭和李月
汝的得票率分别为2%和1%。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成都
世乒赛团体赛将于9月30日至10月9日
进行，分组抽签结果昨天揭晓。世界排
名首位的中国男女队均作为头号种子被
分在男女团第1组，目标是双双卫冕。
昨天下午的抽签仪式，国乒派出梁

靖崑、陈幸同以及教练王皓、马琳参
加。男团方面，中国队、德国队、日本
队、韩国队、瑞典队、巴西队和中国台北
队分列各小组种子。中国队分在第1
组，与斯洛文尼亚队、美国队、波多黎各
队和泰国队同组。女团方面，中国队、
日本队、中国香港队、韩国队、德国队和
罗马尼亚队为各小组种子。中国队位

于第1组，与美国队、波多黎各队、加拿大
队和马来西亚队同组。
根据规则，先进行小组循环赛，排名

小组前两位的队伍直接晋级淘汰赛，排
名第三的队伍中世界排名最高的2支男
团和4支女团将获得淘汰赛名额。中国
男队派出樊振东、马龙、梁靖崑、王楚钦、
林高远，女队派出孙颖莎、陈梦、王曼昱、
王艺迪、陈幸同，无论是世界排名还是实
力，都是其他队无法相比的，中国队小组
出线没有悬念。小组赛阶段，王楚钦、林
高远、王艺迪、陈幸同等人有望迎来更多
锻炼机会。而其余几位绝对主力，则更
多是以小组赛来热身，为淘汰赛找手感。

“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小将担纲发挥出色 决赛3：1战胜江苏队

天津女排收获全锦赛第7冠

走进未来之城

感受科技生活

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

56场线上艺术大餐 好戏连台

天津三将表现佳 3：0横扫日本队

中国女排赢得世锦赛三连胜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晚，在
2022年全国女排锦标赛决赛中，天津
渤海银行女排凭借在发、扣、拦、防各
环节的出色表现，以3：1战胜此前7战
全胜的江苏女排，队史第7次夺得女排
全锦赛冠军，4局比分为25：17、25：15、
21：25和25：18。
本场比赛，天津队的首发阵容为

主攻陈博雅、刘美君，副攻李雅楠、夏
思佳，二传孟豆，接应杨艺，自由人刘
立雯。本场决赛是津苏两队在本次全
锦赛上的首次对阵，赛前，天津队也是
做了充分的准备，尤其是场上的年轻
队员心态更为平稳。
比赛一开始，天津队就明显加快攻

防节奏，不仅用颇具攻击性的发球有效
冲击对手的一传，而且用高质量的拦防
有效遏制江苏队主要进攻人的发挥。
主攻刘美君和陈博雅下手非常果断，进
攻线路多变，进攻手法也是打吊结合，
两人频频抓防反机会得分，天津队很快
就连胜两局。第3局，江苏队换上接应

周页彤，进攻实力有所增强，发球和拦
防质量有明显提升，以25：21扳回一
局。关键的第4局，开局阶段双方竞争
得格外激烈，9：10落后时，天津队用副
攻张世琦替换表现有所起伏的夏思
佳。此后，主攻陈博雅站了出来，发球、
进攻有不俗表现的她带领球队反超比
分。士气大振的天津队此后越战越勇，
拉开分差，赢下本局，勇夺冠军。整场
比赛，天津队发球拼得非常好，接应杨
艺、主攻陈博雅、刘美君的发球有效冲

击了江苏队的一传。
本次全锦赛，在小组赛连续不敌上

海队、福建队的情况下，在主教练王宝
泉的带领下，天津队及时调整状态，可
以说之后的比赛是打一场进一步，球队
通过本次全锦赛达到了锻炼年轻队员
的目的，尤其是两名主攻陈博雅、刘美
君从本次比赛最初的进攻成功率不高，
到昨天决赛频频扣球得分，进攻成功率
明显提升，可以说本次全锦赛见证了她
们的成长。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日前，天津市
河西区上海道小学与甘肃省甘南藏族
自治州卓尼县少数民族学校柳林镇中
心小学连线举办“跨越山海津甘情，童
享英雄悦读会”主题榜样故事阅读会。
这场跨越千里的线上阅读分享会

由新蕾出版社承办。该社编辑为两校
学生宣讲了“‘红色记忆’系列漫画故
事”，让学生们感受英雄榜样的力量。
上海道小学的孙奕霖同学和柳林镇中

心小学的于菲同学分别介绍了各自家乡
的文化习俗和身边变化。上海道小学的
全国优秀少先队员张艺露说：“我们和甘
肃的同学们一起聆听红色经典故事。这
些故事里有如磐的初心、如山的信仰，也
有融入血脉的红色基因，让我们更加珍
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线上阅读分享会将天津小学生阅读

的好书、参加的活动与甘肃的孩子共享，
是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有益尝试。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晚，在2022
年女排世锦赛D组第3轮的比赛中，占
据网口优势的中国女排以3：0战胜日本
女排，赢得三连胜的同时，送给对手本
届世锦赛首败，3局比分为28：26、25：17
和29：27。此役，在二传刁琳宇的有效
串联下，中国队5人得分上双，李盈莹拿
下全场最高的19分，龚翔宇得到全队第
二高的14分，袁心玥和王媛媛均得到
13分，王云蕗得到11分。明天20：00，
中国女排将对阵捷克女排。
今年世界女排联赛菲律宾奎松站

的比赛中，中国队在先赢一局后被逆
转，1：3不敌日本队。此番再度交锋，中
国队在做好一传、发球的基础上，拦防
上也有效限制了日本队主要进攻点的
发挥。除第2局赢得较为轻松外，第1
局和3局，中国队都是与对手缠斗到最
后。相比上一次交锋，中国队本场比赛

主要赢在有效弥补之前球队暴露出来的
技术短板。首先是李盈莹进攻对角王云
蕗在发、扣、拦、防上有了全面提高，尤其
是在比分胶着时，她进攻下手非常果断，
打出多个难度较大的调整攻，很提升全队
的士气。其次是中国队在发接发环节发
挥得较好，尤其是整场比赛都在力拼发
球，有效冲击日本队的一传体系，直接导
致对手的一攻质量不高，这也让中国队的
网口优势得到展现，拦网有效遏制日本队
的进攻，很多关键球，面对中国队的高拦
网，日本队的调整攻很难下分，中国队则
能抓住防反机会得分。
本场比赛，三名天津女排队员李盈

莹、袁心玥和王媛媛发挥出色，李盈莹在
做好进攻的同时，多次在后排高质量起
球，王媛媛在拦网上得到全场个人最高
的5分，关键时刻的快攻也成为中国队
的“杀手锏”。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近日，市
版权局、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市公
安局、市通信管理局、市文化市场行
政执法总队五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
络侵权盗版“剑网2022”专项行动，围
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这条主
线，聚焦广大创新主体版权领域“急
难愁盼”问题，推动规范发展与打击
惩治并举。
此次专项行动将持续至 11月，

重点对四个方面进行整治：开展短视

频和网络文学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
对未经授权对视听作品删减切条、改
编合辑短视频，未经授权通过网站、
社交平台、浏览器、搜索引擎传播网
络文学作品等侵权行为进行集中整
治；加强对网络平台版权监管，依法
查处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电
商平台销售侵权制品行为，坚决整
治滥用“避风港”规则的侵权行为，
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及时处置
侵权内容和反复侵权账号，便利权

利人依法维权；强化NFT数字藏品、
“剧本杀”等网络新业态版权监管，严
厉打击未经授权使用他人美术、音乐、
动漫、游戏、影视等作品铸造NFT、制
作数字藏品，通过网络售卖盗版剧本
脚本，未经授权衍生开发剧本形象道
具等侵权行为；持续加强对院线电影、
网络直播、体育赛事、在线教育、新闻作
品版权保护，巩固网络音乐、游戏动漫、
有声读物、网盘等领域工作成果，不断
提升网络版权执法效能。

本报讯（记者 张帆）“你好，天津”
网络短视频大赛第三个季赛的入围作
品中，创作者田波的《科技城十二时
辰》带领网友一同走进位于宝坻区京
津中关村科技城的一天。
“拍摄视频的初衷就是想反映‘科

技城’的从无到有，让大家了解在‘科
技城’里的工作和生活，让更多的人才
和企业能看见‘科技城’是什么样子。”
田波说，他刚到天津的时候“科技城”
还是一片荒地，如今一个个重大项目
开工建设，一座座新型工业厂房拔地
而起，四大主导产业加速生长，展示着
产业发展的澎湃活力。

携手津甘两地学校

新蕾社承办童享英雄悦读会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记者昨日获
悉，国庆节期间，我市文艺工作者为市
民准备了丰盛的线上艺术大餐，丰富百
姓精神文化生活，积极营造良好的节日
氛围，迎庆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10月 1日至7日，天津北方演艺

集团将举办“2022年天津市喜迎国庆
线上惠民演出季”，组织我市国有文艺
院团和文化惠民演出联盟单位的精品
剧目进行线上公益展映。演出季共计
56场演出，包括话剧、儿童剧、京剧、
评剧、河北梆子、鼓曲、交响乐、杂技剧
等多个艺术种类。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将播出7台剧

目，其中既有抗疫题材的情景剧《天使
之爱》，也有关注粮食与土地话题的话
剧《天下粮田》。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
将播出弘扬民族精神的儿童剧《梦
娃》、传递担当奉献品格的儿童剧《寻

找海力布》等剧目。天津交响乐团将
带来“拉赫玛尼诺夫的浪漫之旅”交响
音乐会、“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交
响合唱音乐会。
戏曲演出同样好戏连台。天津京

剧院将播出《华子良》《康熙大帝》《妈
祖》等诸多该院原创剧目。天津评剧
院将播出大型现代评剧《革命家庭》。
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将播出《杜十娘》
《珍珠衫》《海棠红》等经典剧目。天津
河北梆子剧院将播出京津冀三地合作
版《龙凤呈祥》以及《江姐》。
天津市曲艺团将播出名家新秀

联袂的《百年芳华别样香——红色经
典老艺术家专场演出》《百年芳华薪
火传——优秀中青年艺术家专场演
出》。天津市杂技团将播出杂技剧
《锦绣中华——丝路长歌》，该剧以
丝绸之路为主题集合了多种杂技项

目。天津青年友好使者艺术团将播
出“绿地”国庆音乐会以及“歌唱祖
国”诗歌朗诵音乐会。
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演艺传

媒分公司将于9月30日16：00直播“群
英会·京剧名家分享会”，届时将有诸多
我市京剧名家齐聚直播间，与戏迷观众
聊戏谈戏，以戏会友。与此同时，小北剧
场微信小程序将播出河北梆子《金铃
记》、鼓曲剧《情殇乌龙院》等本地院团的
演出，以及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院演出
的话剧《他在你身边》、青岛市歌舞剧院
有限公司演出的话剧《劈柴院传奇》等外
省市院团的精彩剧目。
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演艺票

务分公司将播出多台“音配像”剧目，包
括尚小云、荀慧生、奚啸伯等艺术大师的
京剧《梁红玉》《金玉奴》《李陵碑》《白马
坡 斩颜良》等。

十一假期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人世间
（28、29）

天视2套（103）

18:15 剧场：玫瑰之
战（14—16）20:30 鱼龙
百戏

天视3套（104）

17:30剧场：养父（8、9）
19:00 剧场：飞哥大英雄
（33—36）22:00剧场：觉醒
年代（11、12）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幸福生
活在招手（1、2）

天视5套（106）

18:55 直播：体坛新
视野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 19:00
新说法小陆帮忙19:20 法
眼大律师20:10 百医百顺

天津少儿（108）

19:55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人世间》第28、
29集 周秉昆来到军工
厂，正赶上周秉义第一次
给厂里职工开大会，周秉
义以富有感染力的演讲使
厂里职工初步了解到现阶
段国内南北方之间的地域
差异，此时，厂内一位老功
勋职工杜德海却突然要用
炸药“自杀”……

天津卫视19:30

■《玫瑰之战》第
14—16集 律师事务所接
到一桩妻子过失杀夫案，
令仪决定交给方旭或顾念
单独办理，此案关系两人
的去留问题。丰盛、叶勤
勤都推荐顾念。方旭经李
大为提点，找令仪争取接
手案件……

天视2套18:15

■《幸福生活在招手》
第1、2集 周雨晴由小姑
赵正果和小叔赵正义陪
着，赶往医院，准备生产。
周雨晴的老公赵正大是电
台当家主持，正在主持着
自己的节目。出租车里的
周雨晴，想到今天是周六，
必须要买一张彩票，因为
这是她答应过未出生的孩
子的。无奈之下，正义只
好向司机师傅借了纸笔，
让周雨晴写好号码，正果
下车去买……

天视4套21:00

■《鱼龙百戏》本期
特别节目主题围绕“让文
物活起来”，邀请“珍宝守
护人”与观众一起追忆曲
艺大师的过往，聆听文物
背后的故事，感受曲艺文
化的传承。

天视2套20:30

■《今日开庭》沈女
士一辈子经历坎坷，年轻
的时候死了丈夫，好不容
易经人介绍，认识了黎老
先生，两人在一起生活了
将近20年。可是黎老先
生一家的子女对她都极不
认可，更是在黎老先生去
世之后，将她告上了法庭，
为的就是不让她得到黎老
先生的遗产。这究竟是怎
么回事呢？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