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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精品歌曲创作工程有序推进

打磨精品力作 歌声唱给人民

“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一座桥贯通现在与未来

中青年中国画油画展线上开展

U17女足世界杯首战 2：1击败墨西哥队

中国队敢打敢拼拿下开门红
女排世锦赛获得第6名

中国女排收获成长

本报讯（记者 顾颖 摄影 崔跃勇）在全
员放假3天之后，昨天下午，天津津门虎队重
新集中，备战本赛季中超联赛后续的比赛。
虽然中国足协尚未公布后续赛程，但是

从目前的情况看，计划是先完成第19轮和第
20轮的补赛，再衔接第23轮比赛往后推进，
第19轮的补赛时间，大概率在10月24日或
25日。具体到天津津门虎队，该轮的对手是
近期6轮不胜、积17分排在积分榜倒数第4
位的武汉长江队。

昨天重新集结的津门虎队训练以恢复为
主，强度并不大，相较于针对下一轮对手武汉
长江队的备战，实际上津门虎队目前更重要的
工作，是认真做好0：1负于武汉三镇队那场比
赛的总结。观看了那场比赛的球迷，大多都会
认为，从比赛呈现出的过程与内容看，平局更
为合理，津门虎队是输在了个别细节。而纵观
联赛已经进行的20轮比赛，津门虎队因为个别
细节或个别时段出现纰漏导致输球，已经有多
次。在教练组提前做总结的案头工作时，主教

练于根伟表示，今年联赛过半，队员们也有了
一定的积累和体会，现在的总结，从梳理出的
问题中抓重点，真正反思、解决“排序靠前”的问
题，比均衡用力点出所有问题更有意义。
昨天训练结束后接受采访时，王政豪和

外援罗萨都说，假期休整后，要利用好在天津
备战的这段时间，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主
教练于根伟则在训练开始前，已经为近期备
战定下了基调——要想在成绩上有所突破，
就首先要在间歇期突破自我。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去年 9月，我市精品歌曲创作工程启
动。经过一年多来的筹备、征集、评审，该工
程日前已确定8首入围歌曲，目前正在紧张
制作中。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市音协相关
负责人及部分入围作品作者，请他们围绕如
何打造精品歌曲畅谈感受、表达观点。

8首作品入围

天津市精品歌曲创作工程是市文联、
市音协近年着力打造具有影响力和权威性
的歌曲创作活动。该工程征集阶段确立了
十大主题，涵盖迎庆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你好！天津”“天津我可爱的家乡”等，在
市音协歌曲创作工作委员会、各区音协、新
兴音乐群体及广大音协会员的共同努力
下，通过全市发动和重点委约，共收到歌
词、曲谱、小样近 300首，展现了我市深厚
的音乐创作传统及音乐工作者火热的创作
激情。

市音协秘书长宋茂斌介绍，对征集到的
近300首作品，市音协邀请专家进行了两轮
评审、三轮打磨，选取了20首重点歌词。宋
茂斌说，为了推出真正的精品力作，市文联、
市音协没有采取常见的委约作曲家为歌词谱
曲的创作形式，而是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谱
曲。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我市作曲家积极投
稿，戚建波、孟文豪等名家也参与其中。最终
工程确定了《放歌青山绿水》《大任在肩》《这
片绿海》《你好天津》《信仰》《一个红彤彤的中
国誓言》《绿色交响》《我眷恋》8首入围作
品。宋茂斌表示，这8首作品目前正在紧张
地编曲、录制中。

以小切口表现大主题

8首作品主题鲜明，歌词朗朗上口又不
乏深刻的现实意义。记者发现，有多首作品
选取一个切入点表现新时代大主题。《放歌青
山绿水》由我市著名词作家纪连祥作词，他告
诉记者，他曾长期在部队从事绿化工作，对绿
色主题的歌曲创作情有独钟。对这首新作，

纪连祥并没有满足于歌咏一草一木，而是从
有山、有海、有河更有绿色的天津美景联想到
青绿山水画，为天津人生活中的绿水青山赋
予了雄浑的历史纵深感。“是谁追寻盛唐先人
的脚步，挥洒青绿山水令国人瞩目”“是谁熟
读明清古人的画谱，笔墨青绿山水让世界叹
服。”从历史深处起笔，《放歌青山绿水》将古
时的青绿山水画对照今天的绿水青山，歌词
最终落笔在对“创造这传奇的领路人”的歌颂
上，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干部群众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走向民族
复兴的壮丽行程。

主旋律作品着眼于“人”

一首主旋律歌曲如果不能让人感同身
受，就难免成为“喊口号”式的作品。最终入
围工程的8首作品，词作者都从不同角度找
到了主旋律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我市著名词
作家朱胜民有两首歌曲入围。其中，《这片绿
海》源自他去年随市文联赴我市绿色生态屏
障采风时的所见所感。歌词开头回忆儿时村

庄“灰色的模样”，转眼成为“春光遍野”的绿
色屏障，从他内心的感受出发，抒发天津坚定
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给人们带
来的欣喜与振奋。
另一首入围作品是《信仰》。朱胜民向

记者透露：“这首作品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而作，开始想表达的主题是
‘忠诚’。忠诚来自于信仰的力量，于是确
定了《信仰》的标题。”如何让《信仰》免于落
入“喊口号”的窠臼，而引发听众的真情实
感？朱胜民选择了共产党员入党宣誓的瞬
间，“那一刻把紧握的拳头举过肩膀，聚集
起从未有过的力量；那一句让血液滚烫的
承诺，激荡着从未有过的铿锵……”他说：
“回忆起自己宣誓入党的场景，有两个细节
印象最深。一个是宣誓，另一个就是紧握
的拳头，我把这两个细节写进了作品，让歌
词有画面感、代入感。不论什么主题的作
品，我的创作一直追求的是写‘人’，表现人
内心的感受，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情怀的
作品。”

本报讯（记者 张帆）在“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
入围作品中，短视频《天津大光明桥的历史你知道吗》带
着大家重新认识了天津的河与桥。
天津河与桥的文化，让这座因漕运而兴的城市显得

更有底蕴。“拍摄这个视频就是想让大家了解天津的桥文
化，在天津的城建史上，这些桥牵
动人心，承载着天津人的情感与
记忆。”短视频创作者刘春红说，
她的初衷就是想把天津的桥文化
推介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天津文
化底蕴，除了五大道的小洋楼，天
津还有千姿百态的桥。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昨日，由市美协、东丽区文
化旅游体育局主办，东丽区文化馆承办的“喜迎二十
大 奋进新征程”天津市首届中青年中国画油画作品展
在线上开展。
展览共征集到作品200余件，通过专家初评、复评，

从中遴选出111件优秀作品，其中入展作品67件。这些
作品立足传统文化，突出天津特色，展现时代精神，无论
是精湛的艺术语言，还是丰富的表现内容，其蕴含的主题
都表现出艺术家们真情讴歌幸福生活，喜迎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为奋进新征程谱写新篇章的美好愿望。
据介绍，此次展览在“天津文艺界”官网推出，每件作

品配有作者署名和作品名称，线上展页面同时公布了入
展入选名单。
市美协秘书长张福有表示，此次作品展不仅展出了

中青年美术工作者的优秀新作，更汇聚了创作者们对新
时代的感悟、对社会新气象的捕捉和对艺术发展的思考
与探索。其中的部分优秀作品已于十一假期通过“庆国
庆 颂党恩──优秀文艺作品线上展示展演活动”，在美
术爱好者中引发良好反响。作品线下展览将在东丽区美
术馆举办，待场馆恢复开放后开展。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2022年女排世锦赛1/4
决赛中，中国女排以1：3不敌意大利队，无缘四强，
以第6名的成绩结束了球队本届世锦赛的征程。本
届世锦赛，晋级八强已实现了中国女排赛前的既定
目标，队员通过高水平的比赛得到了锻炼，技术水平
有一定的提升，队伍收获成长。相比世界劲旅意大
利女排，中国女排还需在发球攻击性、一传保障、二
传的稳定性和拦网节奏的把握上进一步提升。
作为巴黎奥运会周期的重要一役，本届世锦赛

中国队在参加的10场比赛中对阵9个对手，除了一
次不敌巴西队、两次输给意大利队之外，其余比赛均
战胜对手。相比之前的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本届
世锦赛的表现有一定的进步。世界女排联赛，中国
队曾以1：3遭日本队逆转，本届世锦赛再次交手，中
国队直落三局战胜对手。此役，李盈莹、袁心玥、王
媛媛、刁琳宇、王梦洁、王云蕗表现不俗，球队通过之
前的集训备战，队员的技术实力有所提高。
本届世锦赛是李盈莹首次以主力主攻的身份代

表中国女排出战世界三大赛。在接应龚翔宇意外出
现伤病的情况下，李盈莹担负起球队强攻的重任，整
体发挥不俗，多项技术排名位居前列，已成长为技术
全面的世界级主攻。本届世锦赛，龚翔宇出现伤病
确实打乱了中国队的部署，尽管龚翔宇咬牙坚持打
了9场比赛，但脚伤不仅影响了其在进攻端上的表
现，脚下移动受限也让其一传波动增加。
第二阶段E组的比赛，中国队曾以0：3不敌意

大利队。相比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正处于
阵容磨合阶段的中国队在实力上处于下风。1/4
决赛，两队再次交锋，虽然中国队仍旧不敌对手，
但第2局替补出场的二传老将丁霞表现不俗，带领
球队以25：13赢下第3局。相比丁霞，二传刁琳宇
的传球稳定性还需提高，两场对阵意大利队的比
赛，刁琳宇传给攻手四号位和二号位的球，并不是
很舒服，让攻手的扣球很难发挥威力，在调整传球
上她还需下一番功夫。
面对意大利队、巴西队这种高快结合的世界强

队，中国队必须要从拼发球做起，否则无法让对手感
受到压力。中国女排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绩，一方面
要进一步提升一传、发球、拦防的实力，进攻上要扬
长避短，发挥出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另一方面还要尽
快缩小主力与替补之间的实力差距。

本报记者 梁斌

本报讯（记者 赵睿）U17女足世界杯昨
晚在印度开幕，C组首轮比赛，中国U17女足
首战2：1击败中北美洲亚军墨西哥队，取得
开门红。10月15日晚，小组赛第二轮中国队
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中墨两队之间的实力有差距是事实，但

中国队发挥敢于挑战的精神，与对手展开对
攻。第 35分钟中卫黄嘉欣不慎禁区内手
球，对手点球击中横梁。10号乔睿琪半场
结束前也曾有机会破门，但将球打偏。第
48分钟，中国队获得前场任意球，黄嘉欣冲
入对手禁区内护球，造成对手踢人犯规，乔

睿琪点球一蹴而就，姑娘们的拼搏得到了回
报，黄嘉欣的一悲一喜，也是中国U17女足
成长的记录。
第56分钟，中国队的乔睿琪、卢家玉因

体能消耗过大被换下场。阵容调整后，中国
队依旧敢于身体对抗、敢于个人突破、敢于投

入进攻，完全没有保守的想法。第89分钟16
号葛钰中场送出身后球，刚刚替补登场的15
号余星悦单刀破门。尽管对手在补时第4分
钟追回一球，但整场比赛有着神勇发挥的守
门员刘晨第4次挡住对手重炮轰门后，中国
小女足姑娘们获得了难忘的胜利。

津门虎队重新集结 潜心备战寻求突破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ATP挑
战赛首尔站CH110昨天展开男单次轮争
夺，中国球员吴易昺以6：2、6：4战胜世界
排名第200位的德国球员斯泰皮挺进8强，
即时排名来到第124位再创新高。
首轮比赛，吴易昺以6：0、4：6、6：2力

克赛会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87位的摩
尔多瓦球员阿尔伯特，职业生涯第6次击
败Top100球员。获胜的吴易昺收获10积
分和2150美元奖金，即时排名上升至第
128位。次轮比赛，吴易昺在次盘1：4落
后的情况下连赢5局，以6：2、6：4战胜斯
泰皮，如愿挺进8强。获胜的吴易昺收获
22积分和3650美元奖金，即时排名再创
新高达到第124位。
ATP250佛罗伦萨站，老将戈芬身体

欠佳退赛，原本资格赛被淘汰的张之臻
以幸运落败者身份参赛，对阵外卡球员
帕萨罗。遗憾的是，张之臻经过双抢七
以6（4）：7、6（6）：7告负，目前即时排名
位居第106位。
WTA250 克鲁日·纳波卡站女单首

轮，王欣瑜以 6：2、6：4淘汰 5号种子利
内特，结束对Top100球员 10连败，下轮
将与俄罗斯选手布林科娃争夺 8 强席
位。凭借本场胜利，王欣瑜收获 30分，
即时排名升至第77位。

挺进ATP挑战赛首尔站8强

吴易昺世界排名创新高

电影《隐秘世界》杀青

本 报 讯

（记者 张钢）
日前，韩庚、王
千源、张馨予
等主演的缉毒
题材动作片
《隐秘世界》杀
青，片方发布
“致敬英雄”海
报，预计明年与观众见面。
该片由真实案件改编，讲述卧底缉毒警察深入贩毒

集团与毒贩斗智斗勇的故事。韩庚饰演卧底缉毒警察周
川，该角色心思缜密；王千源饰演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毒
枭林小檀，该角色狠毒多疑，制霸一方。二人在片中上演
了一场正邪对决。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后，读者开始
全网搜寻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作品。国
内首次正式引进出版她的作品是在 2003
年，当时埃尔诺自传体三部曲《耻辱》《位置》
《一个女人》被收录于百花文艺出版社“法国
最新获奖小说译丛”第二辑的《一个女人》中。
日前，记者采访了该丛书的策划人——

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谢大光、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教授张智庭，以及埃尔诺作品译
者——天津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教授郭玉梅。

译介好书 没想押宝

今年78岁的张智庭曾获法国学术、教育
界的最高荣誉勋章“棕榈叶教育骑士勋章”。
为记者翻出当年与谢大光共同策划的“法国
最新获奖小说译丛”，张智庭很感慨，因为这
套丛书神奇之处在于收录了后来两位诺奖作
家的作品——除了埃尔诺的作品集《一个女
人》，还有2008年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的代
表作《金鱼》。
说起当年策划这套丛书，谢大光和张智

庭都觉得算不上慧眼识珠，更多的是无心插
柳柳成荫，“说句实在话，我们当时出书都没
想着要奔诺奖去，没有任何要押宝的想法。”
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汪惠仁表示，百

花社从来没有带着押宝的心态出书，比如，法
国作家莫迪亚诺是2014年诺奖得主，早在
1986年百花社就出过他的代表作《暗店街》；
2010年诺奖得主略萨的《情爱笔记》《中国套
盒》则分别于1999年、2000年引进出版。

汪惠仁说：“早出有早出的功德，押宝出
有成功学的智慧。”在他看来，正宗的出版，就
是一部分人的日常工作和不懈追求，其价值
不要以得奖与否来评判。能为读者带来好书
才是最重要的。
今年79岁的谢大光还记得当年是通过

译者、北京大学教授赵德明，直接跟略萨本人
谈的版权，“略萨说《情爱笔记》这本书在他的
写作生涯中是比较独特的，他非常高兴我们
能找到他谈作品版权。”
曾任三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的谢大光，不太

理解如今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异乎寻常的关
注，“其实世界上有一些文学奖项的分量和水
平，比诺贝尔文学奖并不弱，比如西班牙语的
塞万提斯奖、英语小说界的布克奖等。”谢大光
寄语年轻出版人要“视野开阔，广交朋友”，这样
才能为读者献上不同风格的中外优秀作品。

中法友谊 丛书见证

张智庭1993年至1998年曾被借调到中
国驻法大使馆工作，他说：“我对法国文学很
感兴趣，1998年3月从中国驻法大使馆卸任
回国后，跟好朋友谢大光老师聊起来，咱们国
内有没有系统介绍法国获奖小说的丛书，他
说没有，我们一拍即合就着手做这件事，我主
要负责联系书源、法国出版商、译者。”

“这套丛书是中法友谊、中法文化交流的
见证。因为版权是由法国驻华大使馆出面谈
的，如果当时换我们去谈十余位在法国颇有
名气作家的作品版权比较困难。”谢大光说，
因为张智庭的牵线搭桥，他与当时法国驻华
大使馆文化专员戴鹤白联系上，具体商谈译
介法国文学事宜，“我们是在法方推荐的基础
上进行的甄选，最终选择了埃尔诺、克莱齐
奥、多米尼克·诺盖等十余位法国作家的作
品。这套丛书最大的特点是涵盖了多种风格
的法国文学，呈现了法国当代作家的视野，代
表了法国当代文学的上乘水平。”

视角独特 写实感人

郭玉梅是张智庭来天津任教时教的第一届
学生，张智庭和谢大光都认为，“她不仅法语好，
中文功底也很好，是很难得的法语翻译人才。”当
初是张智庭邀请了郭玉梅来当丛书的译者，郭
玉梅先翻译了丛书第一辑中的克莱齐奥的《金
鱼》，后因被埃尔诺的作品打动，又翻译了埃尔诺
自传体三部曲《耻辱》《位置》《一个女人》。
郭玉梅很喜欢埃尔诺这种平实简洁的白

描风格，“她的作品主要是以平民阶层视角来
描写二战前法国社会的一些场景，像《耻辱》
《位置》《一个女人》都没有波澜起伏的复杂故
事情节和惊心动魄的宏大场面描写，都是对

日常琐事的回忆。她将写实主义与心理描写
相融合，用清新简约的语言娓娓道来，把一个
个平淡而又充满生活气息和生命活力的细节
展示在读者面前，将生活的平常与真实贴切
地表达出来。”
大约2006年时，埃尔诺受邀来华，郭玉梅

得以与她相见。郭玉梅印象最深的是，虽然埃
尔诺的自传体小说注重女性视角下的心理描
写，但她却不喜欢被归类为女性主义写作。郭
玉梅说，“因为她的作品将个人和社会的维度
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运用个人的故事去理解和
展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这种手法冲破了传统
女性文学‘儿女情，家务事’的狭隘视野，让她的
作品不再仅仅是个别女人生活的实录，而是成
为时代和社会的一面镜子。”
得知埃尔诺获诺奖，郭玉梅并不惊讶，

“作为文学上的一个独特流派，埃尔诺介于文
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自传体小说非常
有特色，是真实与虚构的结合，很容易引发读
者共鸣。”
本月底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出版3部埃尔诺

作品《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
女孩的记忆》，其中《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男
人的位置》是郭玉梅约20年前翻译的《一个女
人》《位置》的修订版。郭玉梅告诉记者：“修订
版只改动了几处和以前理解不一样的地方。”

将埃尔诺平实简洁写作风格展现出来
——天津出版人、学者、译者讲述翻译出版故事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人世间
22：00 爱情保卫战
天视2套（103）

18：15 刘家媳妇
20：30 鱼龙百戏
天视3套（104）

19：00 一门三司令
22：00 觉醒年代
天视4套（105）

19：18 津津有味
21：00 幸福生活在招

手、钟点工们
天视5套（106）

18：55 体坛新视野
天视6套（107）

18：00 今日开庭
21：55 拾遗保护
少儿频道（108）

19：08 熊出没之怪兽
计划

21：00 番茄生活王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文艺频道

18：15 刘家媳妇（16、
17、18）

■看到三朵的酒坊发
展得这么好，李二芹和贾
诸葛心有不甘，整日算计
怎样才能在酒坊捞到甜
头。邝玲打电话约大海为
自己过生日，大海以酒坊
忙为由拒绝了。

都市频道

21：00 幸福生活在招
手（大结局）

■正义要和方阿琴合
作，开一家大学生就业培
训中心。顺子和正果结
婚，赵父上台发言说，当年
雨晴他们中的500万元回
来了，一时间，大伙儿几年
来的酸甜苦辣全都涌上心
头。雨晴回到家里，发现
了正大为她准备的浪漫惊
喜，房间里两人的结婚照
已恢复原样。

天津卫视

19：30人世间（56、57）
■郑娟和秉昆商量，

愿意做第一个报名搬迁的
人家。秉昆和郑娟正式搬
离光字片，来到希望新区
后，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
时，秉昆诚心实意地对着镜
头向既是市委书记也是亲
哥哥的秉义表达了由衷的
谢意，并动员大家也赶紧响
应政策搬来希望新区。

文艺频道

20：30 鱼龙百戏

■“曲坛师生情”展演
季“刘俊杰和他的学生们”
拉开序幕，相声名家刘俊杰
带着徒弟和学生们亮相。
女徒弟张福用评书娓娓道
来相声大家苏文茂和刘俊
杰及徒弟们三代相声人对
艺术的追求；摇滚大鼓音乐
人李亮节与刘俊杰的儿子
刘芃等合作演唱《蓝莲花》；
刘芃还表演了一段近景魔
术；刘俊杰与学生齐宾情景
再现当年自己被“胁迫收
徒”的场景……

天津卫视

22：00 爱情保卫战

■小陈与小罗在大学
辩论社相识，两人谈恋爱
以来男友总是很小气，“感
受不到他的爱意，我们之
间差异太多了，期待他能
做出改变，可他只会装
傻。”小罗觉得女友总是沉
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从来
不考虑他的感受，“和你那
无关紧要的面子相比，我
好像一文不值。”

主持人赵川表示：想
问一个问题，爱去哪儿了？
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既
然觉得对方让自己开心就
要接受他的瑕疵。如果要
爱的话，放下自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