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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乡村，我的梦”第七届全民创意写作活动线上展播

人人都是创作者 书写乡村新风貌
市作协走进红色教育基地

记者观察

本报讯（记者 张帆）由市文化和旅游局
主办，市群艺馆承办，各区文化馆（宫）协办的
“我的乡村，我的梦”第七届全民创意写作活
动线上展播正在进行。此次活动以文化繁荣
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开展群众文艺创作，以
文旅融合的理念，挖掘、整理、宣传天津地域
文化、特色乡村、特色农产品和旅游目的地，
助力文化振兴和乡村旅游。
全民创意写作活动秉持人人都是创作者

的理念，以无门槛的征稿方式，向所有文学爱
好者开放创作与展示平台，至今已成功举办6
届，创作了一批宣传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
及天津地域文化的形式新颖、视角独特、接地

气的优秀作品，同时也发掘出一批有创作潜
力的年轻作者，为我市群众文学队伍源源不
断地输送了创作骨干，激发了我市群众文学
事业新时代的创作活力。

今年的活动于3月启动，通过全市文化馆
系统和社会报名双渠道组织征稿。活动推出
后，收到了各区创作者的积极反馈，有些作者
更是第一时间深入本区的特色乡村进行体验
和采风。活动最终收到原创新作品350篇，评
选出50篇反映天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取
得优秀成果的作品。

通过对获奖作品的进一步打造提升，于9
月在天津市群艺馆公众号推出了获奖作品推

介专辑，专辑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强烈的社会
反响，阅读、转发、点赞覆盖人群达2.5万人
次。获奖作者于海游说：“我出生在乡村，生
长在乡村，也希望回报给乡村。我们新一代
农民传承前辈的精神，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
推进乡村振兴，和越来越多的父老乡亲一起
过上美好生活，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全民
创意写作活动让我的情感在这个平台上尽情
抒发出来。”获奖作者宋仕敏说：“我深入武清
区韩村采访，更多地了解了脱贫致富、乡村振
兴的伟大战略和伟大实践。全民创意写作活
动把文学写作与宣传地域文化、特色乡村完
美融合，活动本身就很有新意、吸引力。”

为了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庆祝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活动还推出了10个由诗歌作
者制作的优秀原创诗歌（视频版），希望用更
立体的方式展现新时代天津新农村建设的伟
大成就。视频展播活动好评如潮，阅读、转
发、点赞覆盖人群达8000余人次。来自蓟州
区的“90后”作者付姣蕊，独立完成了原创诗歌
的朗诵、视频录制和制作。她说：“这次活动
让我见证了新时代天津新农村建设的伟大成
就，我愿为我的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据悉，“我的乡村，我的梦”第七届全民创意
写作优秀作品展播将于11月通过“精彩群文直
播联盟”在全国18省市文化馆直播平台推出。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昨日，由市作协主办，市作协
创联部、北辰区作协、北辰区双口镇中河头村党总支承办
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基地和职业道
德教育与文学服务社会示范北辰基地揭牌活动，在北辰
区双口镇中河头村举行。

中河头村是中共早期党员安幸生烈士的家乡，也是
我市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村内坐落的安幸生烈
士故居，2021年被评为天津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天津市
首批红色旅游景区。昨日，在天津市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旧址，党员们重温了入党誓词，作家们参观了安幸生烈士
故居并为烈士献花。

作家们和文学爱好者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
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寄予
了很高的期望。我们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
用更多更好的精品讲好中国故事、天津故事，向世界展现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由丰子恺研究会执行会长丰
羽授权、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丰子恺译文手稿》三卷
本日前首发。
翻译家丰子恺一生译作有三十多部，共六百余万字，

涉及文学、美术、音乐等领域，译自俄、英、日等语种。丰
子恺的译文通俗易懂、自然流畅，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章
回体结构，并用中国古典诗体来翻译日本小说中的和歌，
清新典雅，独树一帜。年近古稀之时，他先后译出《源氏
物语》《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
丰子恺翻译的《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三

卷手稿一直由丰子恺后人珍藏。此次出版的《丰子恺译
文手稿》三卷本，是丰子恺翻译的这三部物语的手稿影印
本，也是丰子恺译文手稿首次出版。
《丰子恺译文手稿》三卷本由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

语系副教授蒋云斗作注，化繁为简、由浅入深带领读者无
障碍阅读七百余页手稿，读懂日本唯美主义。此外，该书
还获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授权，精选
了其馆藏绘卷一百七十余幅，完整呈现平安时代物语故
事的浪漫瑰丽。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近日，“光影新时代 一起向未
来”西青区群众摄影作品展在线上平台推出。

摄影展多维度展现新时代十年，西青区各条战线干
在实处、走在前列，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借小场景展现
大时代，多角度展示西青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摄影展共征集到西青区摄影爱好者各类作品400余
幅，内容涵盖文化传承、经济发展、民生建设、绿色生态、
群众生活等多个方面，共评选出19幅优秀作品，68幅作
品入选最终展览。

西青区群众摄影作品展上线

丰子恺译文手稿首次出版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文并摄）日前，
“青春足迹，见证十年”大学生摄影展在天
津美术学院举办。
此次展览由天津市学校原创思政艺术

作品创作中心主办，面向全市各高校征稿，
共计收到318人投递的4821幅作品，选出
102幅优秀作品。展览围绕“新时代”和“新
未来”两大主题，将入选作品分为“城市切
片”“人间烟火”“青春映画”三大板块，以大学
生富有青春活力的青年视角出发，以热忱之
心将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弘气象描绘出来。

大学生摄影展
记录青春足迹

全力争佳绩 期待新突破

出征新赛季 天津男排昨誓师

本报讯（记者 顾颖）今天，天津津门虎队
搭乘清早6:35出港的航班前往海口，准备10
月24日与武汉长江队的比赛，另外，10月29
日，津门虎队还将继续停留海口，迎战本赛季
表现出色的中超新军浙江队。

据了解，武汉长江队已经在昨天先于津门
虎队抵达海口，虽然他们目前暂时排名第15位，
但是武汉长江队的人员班底具备一定的战斗
力，津门虎队要想在比赛中争取主动取得满意
的结果，首先要重视对手、放平心态、潜心准备。

此次出发意味着津门虎队在年底赛季结
束前，几乎一直都要漂泊在外，即便见缝插针
返回天津，也只能短暂停留，因此昨天球队在
奥体中心体育场外场进行离开天津前最后一

练时，有不少球迷自发在场外观摩，也相当于
为球队送行。

今天，津门虎队是全员奔赴“第三方场
地”海口的，包括仍在疗伤、暂时还不具备登
场条件的外援埃德尔，也参与了球队的整体
行动。同样有伤正在恢复的安杜哈尔能否正
常登场参赛，是球迷们牵肠挂肚的重点，另
外，前期持续低迷的贝里奇，在后续比赛中能
否逐渐“回春”，更是一个焦点。

本赛季中超联赛推进至今，贝里奇首发6
场、替补登场11场，收获1粒入球、贡献1次助

攻……作为一名个人职业履历出色、曾被津门
虎队上下和天津球迷寄予厚望的31岁外援前
锋，这样的数据呈现，对贝里奇而言是尴尬的，
也必然引得很多人“怒其不争”。最近主教练
于根伟一直在队内强调，每一个人都要突破自
己，一定会对贝里奇有所触动，而伴随着队内
强化突破意识，假若津门虎队的前场人员组合
能够在未来的比赛中打出更多的门前配合，也
是贝里奇扭转自己的契机。另外，近期球队的
分组对抗，贝里奇大部分时候依然在“主力”一
组，这本身更代表了鼓励与信任。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丹麦羽
毛球公开赛次轮，在对阵丹麦组合米克尔
森/索比的比赛中，郑思维/黄雅琼被判罚
了9次发球违例。好在“雅思”组合实力
超强，以2：1力克对手。在中国队教练杨
明找主裁交涉时，遭到丹麦队教练托马
斯·斯塔夫加德的推搡。
比赛中，“雅思”组合被判发球违例高

达9次。这样的场面让世界羽联官方转
播解说克拉克都觉得不可思议，在解说时
直言，竞赛官员应认真复盘这场比赛，找
出原因。在换边时，杨明正常行使自己的
权利和主裁交涉。丹麦队助理教练斯塔
夫加德走上前干涉杨明并有推搡动作。
斯塔夫加德表示：“也许我不应该推他，但
我不会说中文，因此我不得不用这样的动
作告诉他，他应该去做好教练应该做的工
作。裁判的判罚没有问题，他没有理由过
多抱怨。”
丹麦羽毛球队在中文社交媒体发文

称，非常抱歉在混双比赛中给大家带来不
愉快的观看体验，今后会尽最大努力向世
界展现最好的自己。网友们对此并不“买
账”，要求丹麦队在国外的社媒账号上也
发布同样的声明。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ATP250那不勒斯站
男单第二轮，从资格赛突围的张之臻在次盘错过4个赛
点又挽救2个盘点，以7：6（5）、7：6（11）击败6号种子、世
界排名第37位的阿根廷球员巴埃斯，即时排名升至第96
位，成为首位跻身ATP单打世界排名前100的中国大陆
男球员，直接锁定2023年澳网正赛席位。
中国大陆男球员何时能跻身世界排名前100，一直

是中国网球界热议的话题。本赛季，张之臻和吴易昺双
双闯入美网男单正赛，创造了中国男网的历史。戴维斯
杯赛，张之臻拿下两场关键胜利。如今，张之臻再次创造
中国男网的历史。“胜利确实不易，今天一日双赛，打了3
个小时。第一次进入前100是一小步，但也是男网的一
大步，希望我们能追上女网的成绩。”
中国网球协会向张之臻发出贺信，“进入世界男子单

打排名前100，是中国几代网球人的夙愿。今天，终于由
你圆了这一数十载的梦，并将激励更多中国男子网球选
手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进入前100是中国男网的一个
里程碑，但绝对不是终点线。”

本报讯（记者 梁斌 摄影 崔跃勇）昨天，
天津食品集团男排新赛季出征仪式在团泊体
育训练基地举行，全队期待在2022—2023赛
季中国男排超级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天津
男排将于下周一启程前往江西婺源，开启球
队新赛季男排联赛的征程。

出征仪式上，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与天
津食品集团代表签署了新周期有关天津男排
的战略合作协议。天津男排全体将士集体亮
相，队长毛天一挥舞着队旗，标志着天津男排
就此开启了新赛季排超联赛的征程。对于球
队近期的联赛备战，天津男排主教练刘浩坦
言新赛季联赛，球队会力争突破之前联赛第

6名的成绩。新赛季，天津男排引进了塞尔
维亚主攻帕夫洛维奇和美国副攻米歇尔两名
外援以及杜海翔、杜昊昱两名内援。据刘浩
介绍，天津男排新赛季面临队员伤病多、内外
援到队时间晚、竞争对手引进外援数量多等
不利因素，但球队会克服困难，赛场上力拼每
个对手，力争取得好的成绩。
出征仪式的最后环节，天津男排进行了

一局15分制的队内教学赛，队员也展现出不
俗的状态。毛天一说，球队通过长时间的积
极备战，整体配合和个人技术实力都有一定
的提高，期待球队的成绩能在新赛季男排联
赛中有所突破。

37岁的C·罗，再一次处于风口浪尖之
上，只不过人们所谈论的并不是他在球场上
的成就，而是他提前离开球场的行为。如何
摆正如今在曼联所遭遇的落差，已经是C·罗
的职业生涯能否体面收场的关键。

曼联主场击败热刺，堪称是新赛季表现
最好的一场比赛，但C·罗提前退场的一幕，
却抢了比赛头条。C·罗的愤怒可以理解，主
教练滕哈格一直没有让他出场。经过了一天
一夜的发酵之后，曼联的处罚结果是：C·罗
将落选接下来比赛的大名单。
无论外界如何解读，C·罗如今在曼联过得

并不开心，直接体现在他已经不再是这支球队
的核心角色。曼联俱乐部启用滕哈格，就已经

意味着C·罗的地位将受损，但谁也没有想到的
是，如今葡萄牙人已经沦为了替补的角色。

单纯批评滕哈格也是不太公平的，C·罗需
要适应新教练的战术要求，但他缺席了赛季前
的训练，状态受到了严重影响，至今只打入1
球。C·罗状态出色的时候，他可以在短暂调整
后就能回到巅峰，如今却变得无比艰难。遗憾
的是，C·罗本人并不接受这样的现实。

除了用提前退场这种行为抗议之外，如
今的C·罗已经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情
绪。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他从未品尝过被

人抛弃的滋味，当理想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
候，C·罗的愤怒和慌乱可想而知，甚至到了
无法回避的地步。
“知进退，明得失，懂取舍，有敬畏。”C·罗

的职业生涯能否体面收场，必须要懂得这其
中的道理。21岁的时候，C·罗在世界杯上用
“诡计”陷害鲁尼，导致后者被红牌罚下，让自
己成为“大英死敌”。37岁的时候，C·罗用提
前退场的方式，让自己再次成为了焦点。不
得不说，他骨子里争强好胜甚至有些偏执的
性格，一点都没有改变。 本报记者 申炜

奔赴海口“主场”津门虎队再出发

有敬畏才能知进退

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晚，天津男篮在本赛季CBA
常规赛第5轮中遭遇山东队，经过4节激战，最终凭借杰弗
森终场前一记失去重心的三分球，以96:95逆转对手，喜
迎3连胜。

本场比赛前，山东男篮已取得3连胜，势头正盛，尤其
是上一场对阵广东队，他们在易建联轮休的情况下，占据
内线优势，最终加时战而胜之，虽然天津男篮也迎来了两
连胜，但是单从纸面数据来看，还是山东男篮略胜一筹。
此前双方共交手34次，天津男篮27负7胜。山东队和天津
队上赛季都闯进了季后赛，这个赛季他们的目标依然都
是以冲击季后赛席位为目标，作为卡位战的潜在对手，津
鲁都会全力以赴拿下本场比赛。

本场比赛双方大多数时间都在胶着中比分交替上
升，上一场吃到联防红利的天津队在关键的第3节再次祭
出撒手锏，也的确起到了作用，但山东队内线优势明显。
天津队尽管拼尽全力，全场抢断以12:2逼迫对手屡屡失
误，但篮板球方面也无奈以37:50大幅落后。好在林庭谦
和杰弗森双星闪耀，尤其是杰弗森关键时刻的果断三分
出手，生生帮助天津队抢回了一场胜利，全场36分6篮板2
助攻2抢断的数据也成为本场当之无愧的MVP。

上赛季，山东队在两次对阵天津队时全部落败。当时，
罗切斯特是天津的绝对核心，两战山东队分别拿下31分9助
攻和38分9助攻。其精准的三分远投和对进攻的串联令山
东队防不胜防。本赛季，罗切斯特转投山东队，却打得不
太顺利，在开局前两场出战21分钟和16分钟，分别拿到3分
和14分后，便被连续两场按在了替补席上，昨天对阵老东
家，虽然重新披挂上阵，但他出场18分钟，仅入账3分。

天津男篮喜迎三连胜

中国男网首进世界前100

一场被判9次违例

“雅思”组合艰难过关

《青春有腔调》推出特别节目

时代新曲唱出人民心声
本报讯（记者 张帆）昨晚，音乐慢综艺

《青春有腔调》继续“非凡十年——新时代的
青春之歌”主题特别节目，五位音乐嘉宾用充
满青春气息的歌曲回望奋斗十年，展望美好
新时代。

节目选取了《万疆》《星辰大海》《我们都
是追梦人》《新的天地》等观众耳熟能详的歌
曲，既朗朗上口，又充满时代气息。节目特邀

嘉宾、青年作家陈曦表示，这些歌曲不但传唱
度高，而且其精神内涵兼具宏大气象和个人
幸福感的情感意蕴，青春而有力，永恒而时
尚。“比如《万疆》在原曲的基础上进行了京腔
改编，美妙旋律的背后展现的民族自信心令
人动容；《星辰大海》这首歌是探月工程的主
题曲，歌曲内涵中最闪光的精神，就是担当和
希望。还有带着蓬勃朝气、以奋进之姿唱出

的《我们都是追梦人》，歌词质朴宛如娓娓道
来的《新的天地》等，这些歌曲都激荡着时代
气息，让人感到振奋和美好。”

在陈曦看来，“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应
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此类歌曲最重要的就
是具有时代性，能够反映新时代国家气象和
人民精神面貌，还要具备回溯性和前瞻性。
同时这些歌曲又是‘年轻’的，不仅要满足观

众与听众喜闻乐见的要求，还要具有强烈的
青春律动，能够提振人们的精神，催人奋进，
具备一定的时尚感。作为一首歌曲，它还
必须反映人们的心声，反映时代之声，是面
向大众、面向下一代的由衷表达。这些特
征，在这期特别策划的选曲里，都能明显感
受到。”

好的歌曲能够映照时代，唱出人民心
声。陈曦说：“反映时代的歌曲必须要准确
把握时代风向，深挖其内里的精神根由，用
歌曲的形式加以艺术表达，从而助力精神的
发扬与品质的传递，同时还要抵达人民的生
活，不能曲高和寡，而是要让人民喜听乐听
愿听爱听。”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文艺频道

18:15 乡村爱情之女
怕嫁错郎（4、5、6）

■郎大树的三姨晚上
来拜访郎母，郎母好奇地
问她怎么黑灯瞎火地过来，
三姨非常为难地把自己的
来历告诉郎母。她说自己
儿子要在城里买房，要交首
付，所以她想要回借给郎大
树的钱。杏儿从养牛场把
蓝月叫回家，蓝月告诉三
姨，郎大树在城里买挖掘机
把钱占用了，没有办法还她
钱。三姨不停地诉苦叫难，
郎母说她几句，她就开始哭
天喊地起来。蓝月没办法
只好承诺她明天中午过来
拿钱，自己一定想办法借钱
还她。

都市频道

21：00 钟 点 工 们
（18、19）

■大华在一天之内被
两家雇主解雇，心中十分
纳闷，她认为自己很努力，
找不到丢掉工作的原因。
大华在饭桌前魂不守舍，
说出了肖震出车祸住院的
事情。李超为此心里很不
是滋味，而他的父亲则认
为愿赌服输，并且这件事
轮不到大华去赎罪。李超
打工终于有所成果，顺利
领到了工资。王叔要李超
不要告诉大华，李超的爸
爸在他那里住，要对大华
保密。李超将领取的工资
交给大华并谎称是爸爸挣
的钱，他希望以此能够缓
和父母之间的矛盾。

影视频道

19：00 勇者（19、20、
21、22)

■王福阶因拆信开着
彻夜不息的灯光引起了特
高课密探的怀疑，白井国
子下令搜查。清晨，特高
课宪兵涌进了王福阶的邮
电所。王福阶知道夜间的
工作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
意，于是停止了夜间工
作。D5组在训练射击的
时候，萧长佑想起了王福
阶对他说的话，于是他为
了不引起内藤的注意，故
意去模仿别人的动作。深
夜，解春萱忽然听到有人
闯入诊所的声音，闯入者
是腹部流血的蒋延隆。解
春萱取出蒋延隆腹部的子
弹，包扎好伤口。蒋延隆
苏醒过来，挣扎着起身要
走，再次晕倒，谢春萱将其
带到自己的住处。

天津卫视

21：20 你看谁来了

■本期栏目邀请到了
主持人徐俐。在观众眼
中，她曾是央视四套和《中
国新闻》的标志性人物，才
华与美貌并存的新闻女主
播。退休后的她本应赋闲
在家自在生活，然而家里
人却称她忙得见不到人
影，这位昔日看似严肃的
新闻主播开启了她退而不
休的多彩生活。

天津卫视（101）

19：30 爱拼会赢
21:20 你看谁来了
天视2套（103）

18：15 乡村爱情之女
怕嫁错郎

20：30 艺苑现场
天视3套（104）

19：00 勇者
22：00 特战英雄榜
天视4套（105）

21：00 钟点工们
22：30 健康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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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 糖心家族
21：00 番茄生活王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