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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强硬取胜法国队 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4强

中国女篮期待更进一步

美食背后有故事

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

多彩荧屏“奋进颂华章”
十一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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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帆）国庆节期间，
天视文艺频道结合所属栏目，策划推
出“奋进颂华章”主题系列节目。
“艺苑现场”栏目推出聚焦天津文

艺院团系列节目，对话文艺工作者，展
现新时代文艺风貌。综合展示天津交
响乐团、天津京剧院、天津评剧院、天
津市青年京剧团、天津市杂技团等文
艺院团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着力繁荣发展文艺生产创作，勇攀
文艺精品高峰的工作与成果。

依托“艺苑现场”“最美文化人”

“文化关注”等栏目，文艺频道进行
“奋进颂华章——舞台艺术精品赏析
展播”，7天假期内陆续推出评剧《革
命家庭》、京剧《楝树花》、话剧《雷
雨》、舞剧《泥人的事》、话剧《海河人
家》、钢琴名家音乐会、舞剧《精卫》等
天津舞台艺术精品剧目的《导赏访
谈》，充分展示近10年来，天津舞台
艺术创作出精品、攀高峰的累累硕
果。《导赏访谈》邀请主创人员、文艺
名家，以及原创剧目原型人物等参
加，对作品进行深度解读，挖掘舞台

艺术作品背后的故事。
此外，文艺频道还特别策划录制以

百年党史、奋进新时代为主题的系列音
乐会展播，用观众喜闻乐见的红色经典
与兼具时代风格的音乐作品，大力讴歌
党的光辉奋斗历程。该展播计划于国庆
假期后接续“奋进颂华章”主题策划的内
容，计划推出“永远跟党走”交响合唱音
乐会、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专场音乐会、
“灯塔”交响音乐会、“伟大的祖国”交响
音乐会等。

本报讯（记者 刘茵）烈士纪念日
前夕，平津战役纪念馆工作人员怀着
无比崇敬的心情将在平津战役中牺牲
的杨贵儒烈士的姓名补刻到烈士名录
墙上。

杨贵儒，河北省曲阳县人，平津
战役时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3军
567团班长。1948年12月，在平津战
役新保安围歼战中壮烈牺牲，年仅32
岁。那一年，他8岁的女儿得到的最

后关于父亲的消息是在新保安围歼
战中，杨贵儒所在班一个人都没找
到，那时下了一场雪，雪太大了，家属
和部队扫雪都没有找到遗体。74年
来，杨贵儒烈士的英雄事迹一直激励
着全家人，杨贵儒烈士的外孙王彬
说：“我要传承好先辈给我们留下的

宝贵精神财富，珍惜先烈用鲜血和生命
换来的幸福生活，将他们的事迹不断讲
给身边的人。”

据统计，开馆25年来，平津战役纪
念馆烈士名录墙共进行26次补刻，相继
有206名烈士姓名被补刻到烈士名录墙
上，截至目前，烈士人数共有6845名。

平津馆举行烈士姓名补刻仪式

和平区委统战部等单位昨日在津

举办“同心同语手相牵 三地云端心相

连”活动。天津、甘肃、西藏三地师生

“云端”相聚，通过文艺演出等形式喜

迎国庆节，共话民族团结。

本报记者 刘莉莉 姚文生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作为2022
书香天津·读书月系列活动之一，“书
香之家”推荐评选活动近日启动。
本次活动旨在深入挖掘基层和普

通群众家庭感人的读书事迹、读书故
事，广泛动员全市各界参加各类读书
活动，提高全民阅读的参与性、互动
性、积极性，充分展现我市基层群众的
读书风采和优良读书传统，充分发挥
全民阅读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展示书香魅力，培育读书家风，在全市
树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文明
风尚，大力推动全民阅读，不断推进书
香天津建设。
活动要求参选家庭拥有一定数量

的藏书，有一定的支出用于购买书籍、
订阅报刊等；参选家庭成员热爱祖国、
遵纪守法、文明知礼、热爱阅读，具有
良好的读书习惯，积极参加各种形式

的读书活动，读书能够学以致用，有突出
的阅读成效；参选家庭成员的读书之风
在邻里、社区、村镇或工作单位等具有一
定的知名度、影响力，能够鼓励、带动周
围群众阅读等。

10月1日至10月30日为推荐阶段，
市民可通过“书香天津”微信公众号下
载电子申报表，于10月20日前到所在市
全民阅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区
委宣传部报名。市全民阅读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每个单位可推荐2个候
选家庭；每区可推荐4个候选家庭（滨海
新区8个）；高校和社会团体组织可推荐
10个候选家庭。经专家复审后，将评选
出70个天津市“书香之家”，并通过“书
香天津”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2023书
香天津·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上，将对此次入选“书香之家”的家庭进
行表彰。

“书香之家”推荐评选活动启动

2022年第56届国际乒联世界乒
乓球团体锦标赛于今天在成都开赛，
开幕式于昨天下午进行。这是世乒赛
团体赛4年来首次举办，也是巴黎奥
运周期的一次重要考核，国乒在家门
口的表现备受关注。中国男队由第8
次出战世乒赛的马龙领衔出战，目标
直指10连冠。中国女队中有3人将迎
来“处子秀”，目标瞄准5连冠。

2006 年，马龙首次出战世乒赛
团体赛，随队赢得个人首个世界冠
军。如今，他将第8次出征。樊振东
已经成长为顶梁柱，国际乒联最新
世界排名中，他以极大优势稳居榜
首，期待在比赛中释放能量。小组
赛中，包括梁靖崑、王楚钦和林高
远，都将得到更多锻炼机会，为淘汰
赛做准备。

中国女队仅陈梦、王曼昱参加过
2018年世乒赛团体赛，二人当时均非
主力，半决赛和决赛未上场。就像王
曼昱所言，当年是去见世面的，承担的
任务不多，主要是感受和学习，这次希
望能够展现与当年不一样的自己。孙
颖莎、王艺迪、陈幸同则是首次参赛。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队提前完成新
老交替。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讯（记者 顾颖 摄影 崔跃

勇）在经过前一阶段7天连续训练加2
天放假调整的小周期后，昨天，天津津
门虎队重新集结开练，准备中超联赛
10月4日客场与大连人队的比赛。按
照计划，球队将于明天，也就是国庆节
当日启程前往大连，在与大连人队比
赛结束后，于10月5日直接从大连奔赴
“第三方场地”海口，准备10月9日与武
汉三镇队的比赛。

以联赛前一阶段8场比赛本队的
表现为总结依据，再立足于细致准备
10月上旬的两场比赛，天津津门虎队

近期的训练，基本都围绕着解决具体问
题展开，另外突出强度和对抗性。球员
巴顿、苏缘杰昨天接受采访时都表示，回
顾过去8轮比赛，遗憾丢掉了一些本不应
该丢的分数，但这恰恰提醒大家，要在应
对比赛的心态，以及一些技战术细节上
主动做出改变。巴顿还特别提到，现在
津门虎队积23分，这个分数还不能保证
球队安全保级，队内大家有高度的共识，
要尽快争取积分，首先确保完成保级任
务，再争取更好的成绩。

从昨天下午球队训练的情况看，津
门虎队员们的精神面貌不错，特别是训
练后半程，针对阵容动态变化的分组对
抗，大家的参与度非常高。另外昨天中
超联赛还有3场补赛，其中就包括大连人
队与上海申花队的比赛，观战也是昨天
教练、队员们的训练内容之一。

在这3场比赛中，上海海港队3:0战
胜成都蓉城队，离开西班牙人队回归海
港队的武磊，在比赛中梅开二度。利用
夏季注册、转会窗口开放机会，做了人员
补强的沧州雄狮队，强势回勇4:1战胜武
汉长江队，连续两轮比赛，从两支武汉队
身上拿到6分。大连人队在一度领先的
情况下，比赛最后几分钟被申花队连入
两球，最终1:2失利。

昨天在悉尼进行的2022年女篮世
界杯1/4决赛，面对超水平发挥的法国
队，中国队顶住了对手的“开场疯”和过
程中一次次的追分，打出了更强硬的防
守和流畅的团队篮球，以85：71锁定胜
局，时隔14年再次打进世界大赛4强，更
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前身世锦赛）4
强，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澳大利亚队。

这是一支进攻超水平发挥的法
国队，开局打出12：6的高潮，全场三
分球命中率达到33.3%。你强我更
强，中国队三分球命中率高达41.7%，
在反超比分后再未给对手超越的机
会。法国队的防守异常强硬，高强度
的身体对抗中，中国队的姑娘们丝毫
没有退缩，顽强拼抢正面硬刚，篮板
球与对手战成33平。中国队在二次

得分上17：5、禁区内得分36：28、助攻
23：15、替补球员得分27：18。进攻端
多点开花，防守顽强，全员表现出色，
不同球员在不同时刻挺身而出，内外
线结合，是球队获胜的关键。

首节落后时，李梦连中3记三分逆
转局势。李梦首发出战30分55秒，砍
下全场最高的23分，外加2篮板4助攻1
抢断。她的攻坚能力、“大心脏”以及
得分爆发力，让国际篮联官方都直呼
不可思议。次节反击时，李缘的穿针
引线让球队的进攻行云流水。李缘替
补出战25分49秒，贡献10分3篮板7助
攻1抢断，正负值高达+20，她的成长
是球队的最大收获。末节关键时刻，
黄思静命中进攻压哨三分，彻底杀死
比赛悬念。黄思静出战38分30秒，贡

献18分5篮板5助攻2抢断，正负值达到+
16。她在攻防两端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年初世预赛对阵法国队就曾轰下30
分7篮板6助攻，堪称“法国队杀手”。

多年来，中国女篮数次倒在世界大
赛4强门外。今天，她们终于跨过了这道
坎儿。主教练郑薇说：“这场比赛最重要
的是要战胜自己，之前几次冲到这个地
方都没有迈过去，这是我们的心结，今天
我们冲过去了。队员从心理上成熟了很
多，能够应对这种挑战，这一步非常重
要。”今天17：30，中国队将在半决赛中迎
战澳大利亚队，15：00美国队对阵加拿大
队。决赛和季军争夺战将在10月1日进
行，中国队的姑娘们期待着用精彩的表
现为国家献礼。

本报记者 苏娅辉

天津津门虎队明天兵发大连

夺得女排全锦赛队史第7冠的天
津渤海银行女排昨天载誉回津。从福
建乘飞机返津的天津女排乘坐大巴车
昨晚抵达复康路驻地。本届女排全锦
赛，天津女排赛前并不被外界看好，即
使主教练王宝泉和队员们也没想到能
夺得冠军。在王宝泉看来，球队之所以
能夺得冠军，主要是全队充分发扬了天
津女排精神，“天津女排精神是天津女
排的冠军底蕴，越到关键时刻，越到淘
汰赛决胜局，天津女排越是能赢下来，
这就是冠军底蕴。”
本届全锦赛赛前，天津女排遭遇了

伤病的困扰。二传孟豆因脚踝长了骨
刺，手术后调整了两个月。主攻刘美君
临近比赛时，在训练中意外踩到拦网队
员脚，受伤休息了一个月。王宝泉坦
言，本届全锦赛是他带队参赛心里最没
底的一次，“如果球队打不好，都有可能

进不了前8名。”作为名帅，王宝泉有着
丰富的执教经验，从球队小组赛遭遇两
连败，再到淘汰赛连胜山东队、福建队
和江苏队夺冠，可以说这位冠军教练居
功至伟。小组赛接连不敌上海队、福建
队后，王宝泉与全队及时总结，也找到
球队的问题所在。在赛前准备会上，他
要求队员必须要把信心打出来，场上要
每球必争，力拼对手，“我们必须要在场
上把天津女排精神打出来，不到最后一
分，永不放弃。”王宝泉认为，与山东队
的1/4决赛是天津女排本届全锦赛的关
键转折点。这场对决，年轻的天津女排
拼得非常好，也打出自信，充分展现出
天津女排精神。

陈博雅一直以来都被王宝泉寄予厚
望。王宝泉坦言，陈博雅是好苗子，本届
全锦赛进步非常大，“陈博雅心理素质、身
体条件、打球天赋都非常好，她主要是受
肩伤的影响，打球不够自信，不够坚强。
本届全锦赛她的个人实力水平有了很大
的提升。”本届全锦赛期间，王宝泉专门与
陈博雅谈心，训练中激励、鞭策这名小
将。作为天津女排本届全锦赛上的头号
火力点，陈博雅没有辜负王宝泉和全队的
期望，进入淘汰赛阶段，一场比一场打得
好，进攻、发球、拦网、防守上都有出色的
发挥。本届全锦赛结束后，天津女排会调
整几天，接下来开始全力备战新赛季女排
联赛。 本报记者 梁斌

成都世乒赛今日开赛

天津女排再夺冠 新人接受考验

三地师生

歌唱祖国

本报讯（记者 张帆）短视频作品
《一个炸糕四代人的坚持》讲述了四代
人用心做好美食，让每一位食客都感
到满足的故事。
短视频作者吴学旺说：“我特别喜

欢去全国各地旅游，看风景、品美食，
我更关注天津的美食。”他从今年5月
开始拍摄短视频，到现在刚4个多月，
“粉丝”已有1万多人。吴学旺希望做
一份美食攻略，让外地游客感受天津
美食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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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黄金频道

■《人世间》第30、31
集近来，冯玥受到周楠要
出国的影响，学习成绩下
降了很多，周蓉来到郑娟
家找冯玥谈心，却被冯玥
过分冰冷的态度激怒，周
蓉为亲生女儿跟自己如
此生分而伤心，决定要尽
快将冯玥接回自己家抚
养。周秉昆来到老屋找
国庆，正赶上蔡晓光送水
泥来给他们修房，吴倩以
为周秉昆来是说给国庆
找工作的事，没想到却是
让他们搬家……

天津卫视19:30

■《玫瑰之战》第17—
19集 令仪和顾念说起她
和丰盛的亲吻一事，让顾念
主动辞职，顾念解释自己离
婚了，但令仪坚持，顾念无
奈开始找工作，但年龄的硬
性条件让顾念感到挫败。
丰盛不舍地夜游律所，令仪
挽留丰盛。一位年轻男性
问叶勤勤要钱，方旭误以为
该男性是叶勤勤老公，出面
制止，叶勤勤却害怕地让方
旭离她远点，方旭愤然离
开，叶勤勤愧疚难过……

天视2套18:15

■《幸福生活在招
手》第3、4集 正大的父亲
到城里来找正大，农村和
城里的生活有些不符，搞
得雨晴很尴尬。父亲拜托
正大帮乡里的赖瘸子在城
里找份工作，雨晴说现在
求人办事需要钱。语言犀
利的雨晴和正大吵起来
了，拉不住二人的爸爸心
脏病发作。正义赶到医
院，决定留下来陪爸爸，让
夫妻二人回家照顾正果。
回到家里，二人又吵开
了。正大再也不想理雨晴
了，雨晴却不认错。两个
人又说起了彩票的事儿。
激动之下，两个人吵着要
离婚，谁也不肯低头，真到
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

天视4套21:45

■《今日开庭》今天法
庭上来了一对年轻的小夫
妻，他们之间没有第三者插
足，也不想离婚，更没有家
暴、欠债这些让人糟心的
事，但是却闹上了法庭，甚
至还牵扯出了双方的父
母。这是怎么一回事？他
们打的又是什么官司呢？
一起来看今天的庭审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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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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