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播提醒

今日20：00TJTV-5

天津津门虎队VS武汉长江队

11文体
2022年10月24日 星期一 责编：皮历 于港 美编：单君

今晚与武汉长江队交锋

津门虎队面临一场遭遇战

国羽通往巴黎之路不平坦

连续力挽狂澜 杰弗森功高不自傲

天津男篮外援渐入佳境

天塔垂直马拉松启动仪式举行

2022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丹麦公开赛，郑思维/
黄雅琼和冯彦哲/黄东萍会师混双决赛，陈雨菲和何冰娇
会师女单决赛，陈清晨/贾一凡女双夺冠，石宇奇男单摘
金，男双全部无缘8强。
混双拥有“雅思”和“黄鸭”两对强档，本站王懿律处于

调整期，黄东萍首次携手冯彦哲出战，二人最终以19：21、
22：20、19：21惜败于“雅思”获得亚军。混双有了多重选
择，是目前最让人放心的项目。
此前，林丹是最让人放心的存在。随着林丹的退役

和此后谌龙的淡出，男单陷入后继乏人的窘境。石宇奇
虽然早被当做“接班人”培养，但却迟迟无法用拿得出手
的成绩和表现证明自己。由于比赛态度等问题，他被队
内禁赛一年。此番是复出后首次夺冠，释放了回暖的信
号。而更年轻的选手，暂时还无法指望。
男双重组调试的过程中，处在磨合期的新搭档发挥

不稳定。5月的汤姆斯杯，中国男队平了2016年止步8
强的最差战绩。8月的世锦赛，由于排名较低，男双未获
得参赛资格。来到丹麦赛，国羽男双无人进入8强。若
提升效果不理想，男线很可能由于世界排名低而无法满
额获得，甚至无法获得巴黎奥运会资格。
纵观当今世界羽坛，安塞龙、安东森、李梓嘉等男单

高手云集。印尼队、日本队、丹麦队、马来西亚队都拥有
多对男双强档。在丹麦赛期间最新的世界排名中，国羽
男单排名最高的赵俊鹏列第19位，男双最高排名是第17
位的刘雨辰/欧烜屹。在通往巴黎奥运会的路上，国羽男
线前景确实不容乐观。
女线目前真正算上顶级的只有陈雨菲和陈清晨/贾

一凡，尤伯杯卫冕失利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国羽鼎盛时
期无论是女单还是女双，都具有集团优势。在巴黎奥运
会周期的竞争中，山口茜、戴资颖、安洗莹、马林以及几对
日本、韩国和印尼组合等，都是强力竞争者。如何提升更
多女单球员能力，打造稳定的第二女双乃至三双，是国羽
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讯（记者 梁斌）由天视体育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和天津天塔湖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中国银行
杯”第二届“RUN UP”一起向上天塔垂直马拉松比赛启
动仪式昨天在天塔湖风景区举行。
本次垂直马拉松活动的起点位于天塔湖风景区的西

广场，终点是耸入云端的253米瞭望厅。比赛分为男、女
个人竞速赛和团体接力赛3个组别。“一起向上”的美好
寓意和充满挑战的赛道，吸引了天津的体育明星和天津
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组团加入，美丽的天塔也将向成功登
顶者展示它迷人的景观，在22层的瞭望厅，可以将天津
360°美景尽收眼底。天视体育将通过多个渠道的媒体
平台全力推广此次活动，对比赛全程进行录制和播出，将
该项赛事精心打造成为最具地区影响力和天津特色的垂
直马拉松品牌赛事。

“间歇期，我们主要是总结前一阶段比赛
出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训练，这场和武汉长
江队的比赛，是对训练效果的检验。我们相
信，也希望能打好比赛，取得好的结果。”在昨天
中超联赛第19轮补赛，天津津门虎队与武汉长
江队比赛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津门虎队主教
练于根伟如是说，一同参加发布会的守门员方
镜淇，则表达了全力争胜的决心。
津门虎队是前天清晨从天津出发前往海

口的，中午入住观澜湖度假酒店，全程7小时，
几乎是球队远途进出“第三方场地”海口的最

短耗时。刚刚经过的两周休赛，正常情况下，
是本赛季中超联赛结束前的最后一个间歇
期。从今天开始的第19轮补赛往后数，联赛将
在密集赛程中连续进行，直至赛季结束，因此
这一轮补赛，对中超各队而言，都有几分仪式
感。在进入这个“长冲刺”阶段前，津门虎队内
部反复强调、希望做到的，就是“突破自己”。
上赛季重新启程力拼保级；本赛季进行

一轮深度调整，在保级的基础上争取更好的
成绩；下赛季再进行一轮调整后，自我设定迈
上更高一级台阶……这是津门虎队一线队最

近3年的清晰“路线图”。从目前联赛积分榜
的排名形势看，纵然眼下津门虎队理论上尚
未拿足保级分，可已然没有太大保级压力，悬
念集中在“争取更好成绩”的最终收获。目前
津门虎队的可贵之处在于，队员们都希望从
自身做起，弱化困难、自我激励，以更积极的
方式投入比赛。
实际上经过前期对武汉长江队的了解和

研判，津门虎队上下非常清楚，随着主力后卫
布鲁诺归队，武汉长江队联赛开局阶段打出
一波小高潮时的福布斯、卡耶维奇、布鲁诺

“外援三线组合”又回来了，另外之前受伤病
困扰的李行、胡人天、胡家笠等国内球员也相
继复出，目前的武汉长江队，不是前一阶段6
场连败时的状态。新阶段、再出发，武汉长江
队和津门虎队一样，希望通过努力掌握自己
的命运，今天20:00这一战，定然是一场激烈
的遭遇战。 本报记者 顾颖

中超联赛今天开始再度重启。考虑到后
面还有14轮比赛，中国足协并不想让联赛再
度跨年，最后两个月时间里将上演最残酷的
赛程，各队将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很多球队至今还对第一阶段40天打10

场比赛心有余悸。被分到海口赛区和梅州赛
区的球队最惨，湿热的天气状况让球员们叫
苦不迭，也造成了伤病蔓延的情况。如今，这
一幕恐又要重来。
从目前官方公布的赛程来看，复赛后前

5轮比赛仅间隔四五天。为了能够在年底前
打完中超联赛，一周双赛的频率会很高，连续
的密集赛程对于各队的体能是巨大考验。
目前深陷降级区的广州城队，在间歇期

奔赴江苏集训。主教练李玮锋的思路非常清
晰，在外集训可以让球员们苦练体能，当前球
队的伤病与体能不足有一定关系。可以预
见，谁的体能更好，谁就会在密集的赛程中获
得优势。
在争冠集团中，武汉三镇队的优势已经

逐渐变小，仅领先山东泰山队3分。武汉三
镇队的问题就是主力球员的伤病，由于替补
球员实力有限，导致战绩下滑。山东泰山队
的近况也不是很好，多名主力都有伤病，另
外，韩国国脚孙准浩即将回国备战世界杯。
降级形势则相对清晰，河北队已经基本

上锁定了一个名额，广州队和广州城队想“咸
鱼翻身”，更多的还是要看他们的保级意愿。
由于投入有限，两支球队在外援上无法作出
更多调整，只能依靠本土球员的发挥，的确有
些过于艰难了。 本报记者 申炜

今年中超最后的冲刺

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天，CBA联赛进
行了第6轮的角逐，天津男篮83：99不敌广东
队，终止了连胜的脚步。杰弗森再次拿到全
队最高的26分。
在天津男篮之前的3连胜中，除轻取宁

波队外，对阵上海队和山东队都是胜负一线
间，而连续在关键时刻接管比赛力挽狂澜的
都是同一个人——杰弗森，只有1米75的前
法甲得分王。和以往人们印象中那些桀骜不
驯的外援不同，杰弗森在谈到球队近期的好
成绩时完全不提个人功劳，认为这都是教练
组准备得足够充分，“3连胜要归功于教练组
对比赛的准备。我们在场上会尽量破坏对手
的一些进攻机会，同时在防守端保持强对抗
性，这几场比赛下来，我们的篮板球越来越
好，这才是赢球的保障。”
上轮天津男篮96：95险胜山东队，迎来3

连胜。比赛最后1分钟，全场命中6记3分
球、贡献36分的杰弗森连得7分，包括终场前
3.2秒的一记3分绝杀，那时他已经失去重
心，投不中也是正常，那时他大可以选择稳妥
的2分，进入加时赛也是个不错的结果，但杰
弗森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现了，惊得解说
员连呼“不讲理”“太强了”。“我就是要投3
分，我一定能投进，我们不要加时，那样对我
们很不利，因为对方在篮板球上全场都做得
很好，我们如果想赢就只能孤注一掷，感谢我

的队友给我制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
们赢下了这场漂亮的胜仗。”杰弗森赛后坦言
最后一投他毫无压力，“因为同样的投篮在夏
训时反复练习过很多次，我知道我一定能投
进，但是这一球是在CBA赛场上的第一次，
所以我感觉很棒。”然而这却并不是杰弗森首
次左右比赛结果，有着一颗大心脏的他，击败
上海队一役就已经迎来了自己的“封神之
战”，最后时刻连中2记3分球，帮助球队在整
场大起大落的比赛中最终反败为胜，杰弗森
无疑就是那根“定海神针”。
现在，外界看到的是渐入佳境的杰弗

森，但他也并非是神。首战同曦队，天津男
篮输得很憋屈，杰弗森的CBA首秀也同样
不够漂亮，出场20分钟，拿到4分3篮板0助
攻1抢断，这个成绩甚至不够及格线。“第一
场比赛彻底唤醒了我，很明显我们打得不好
并且输了，但是我把它视作学习的过程，前
两场让我适应了如何在CBA打球，让我知
道该怎么去做才能更好地帮助球队，简而言
之就是自己时刻准备着进入攻击模式，适应
对抗强度，也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才会成
功。”杰弗森表示来到中国之前，他也曾想过
要如何在CBA打球，令他没想到的是，CBA
的对抗强度远比他想象中要大，“不管在哪
里打球，我都会同现在一样在赛季初调整好
状态，然后愈战愈勇。”

在中小学戏曲社团，有一支懂戏曲、爱戏曲、擅教学的教师队伍——

传播国粹 以“戏”育人
“00后”阅读宣讲团分享好书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文并摄

随着新学期的到来，我市中小学戏曲社
团也活跃了起来。此前参加我市戏曲师资培
训班的教师们在校园中普及国粹知识的同
时，以戏曲养分育人，令朝气蓬勃的“00后”
“10后”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

据了解，戏曲师资培训班是我市“戏曲进
校园”的一项重要内容。自2019年初至今持
续进行，由专业戏曲人对大、中、小学教师进
行系统的戏曲素养培训，为各学校建立一支
懂戏曲、爱戏曲、擅教学的专兼职教师队伍。
最近，天津市第九十五中学益中学校的

京剧社团迎来一批新成员，音乐教师潘晶晶
正着手准备新的京剧课程。潘晶晶说，多年
前曾尝试给学生普及戏曲知识或唱段，但因
为自己的戏曲储备源于自学，所以讲课时有
些底气不足。经过在戏曲师资培训班系统、
规范地学习后，再给学生讲课时心里有了底
气，会更加努力做好一个戏曲传播者。
除了在社团里原汁原味传授京剧艺术，

潘晶晶还把一些京剧技法提炼出来运用到音
乐课堂。一次，有学生在课上表演了一首时
下流行的说唱歌曲。学生唱得很快，也很投
入，但咬字含糊。当这个小姑娘急切又渴望
地求助老师希望提高水平时，潘晶晶立时“搬
出”京剧的唱念方法，讲解字头、字腹、字尾，
帮助学生更好地吐字。照此方法练习，小姑

娘的演唱果然有所提高，受到了同学们的认
可，也收获了自信。她不禁感叹：“原来京剧
这么厉害，这么有意思。”
孩子们体验、接触京剧之后，不断迸发

出学习京剧的主动性、积极性。学生钱睿学
会了《苏三起解》《穆桂英挂帅》选段，和小伙
伴们当起了国粹宣讲员，走进各个班级唱京
剧、推介京剧；学生王静妍、张斯琦觉得京剧
装扮和身段“美美哒”，坚定地要进京剧社团

学京剧……
面对孩子们学习京剧的热情，潘晶晶

说：“我一直觉得我们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感
情流淌在血液中，只要有一个契机就会‘唤
醒’。作为老师，我有责任引导孩子们接触、
了解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京剧不仅能增
强我们的艺术欣赏水平，更能给整个人的气
质、身心都带来积极的影响。”
滨海新区汉沽中心小学音乐教师李艳

认为，戏曲走进校园，对素质教育有着很大
的推动作用。传统戏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多元的艺术形式，不但能让学生了解祖国的
历史文化、拓宽知识视野，还能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增强民族自豪感，具有深
刻的教育意义。
李艳此前参加过三次戏曲师资培训班，

她将学习收获转化为细致的教学方法，根据
学生的年龄和接受能力，为他们量身定做教
学内容。对低年级的学生，选取能够引起兴
趣的故事为主，比如，讲述“桃园三结义”荣
辱与共、肝胆相照的故事，进而介绍关羽、张
飞的脸谱和脸谱颜色代表的不同性格；教三
四年级的学生一些简单的戏曲动作，如舞台
上文人、武将等不同人物如何行礼，借此告
诉学生们礼仪之邦的美德；对于高年级的学
生，则教授“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儿来至
在大街口”等耳熟能详的唱段，音韵流畅，朗
朗上口，让学生们进一步感受戏曲的韵味与
美感。李艳希望在教学中搭起传统戏曲与
孩子们之间的桥梁，让他们从戏曲中学会更
多的传统文化知识，提高审美和文化素养，
传承中华美德。
北方演艺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新一期

的戏曲师资培训班将于近期举办，希望通过
培训，让更多在校教师提高戏曲艺术素养和
课堂教学能力，让戏曲的种子在校园生根发
芽，开出缤纷的中华文化之花。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今年88岁的著名作家王蒙，近期推出新
书《天地人生：中华传统文化十章》。作为中
宣部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该书由博
返约、深入浅出，会通萃取古代智慧，助力读
者领会传统文化核心要义。
该书围绕生死、天地、美德、君子、修身、

劝学等十大中华传统文化核心概念，以王蒙
88年人生阅历为基础，用生活化、哲理化、思
辨性的语言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揭示其
中的丰厚内涵与深远意义。在王蒙看来，“文
化使人生的诸种悖谬、死结、愤懑、怨怼，变得
平顺条理、有情有理与颇堪安慰了一些。”
为了便于更多人阅读理解、融会贯通，王

蒙并非引经据典从概念到概念照搬传统文化
知识，而是采用将原典文本与接地气的点评

紧密结合的写法，从对传统文化的体悟着手，
娓娓道来，亲切实用，“我尽量把谈中华传统
文化变成谈家常一样，好像我们一块交流生
活的经验一样。”
书中可见孔子的君子观、孟子的性善论、

老子的生死观、庄子的齐物论……在王蒙的
笔下，孔孟老庄各有性格，生动亲切，他为读
者打开一条通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向圆
满人生的智慧通道，让读者可以轻松学习中
华典籍所蕴含的人生经验、智慧、境界与风

度。王蒙自称：“这是一本努力让文化回到生
活的书，让古代与现代尽可能接轨的书，让生
活之路受用文化滋养的书，让高大上的人物
和传统文化与人们贴近的书。”
“文化的意义在于它提高生活质量，文化

的有效性在于它在生活中还活着。”因此，王
蒙此次创作以文化与生活的关系为出发点，
寻找中华传统文化与新时代国人的人生共情
可能，探索传统文化对当代生活的指导价值，
着意于提取古代文化中至今依然对人类生活

不乏启迪的内涵。他提出，鼓励读者学习利
用古代智慧，摆脱“躺平”心态、超越“内卷”竞
争，走向精神上的海阔天空、自立丰盈。
王蒙总结半生研思、历时数年系统解读

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书中饱含人生智慧，金
句不断，为读者开出治愈精神焦虑的处世良
方。说到学习，王蒙认为：“人生是自学所造
就的。人的最重要的老师是明显成长了、更
加渴求成长的自己。”至于人生乐趣，他觉得：
“修身才是人生的第一大享受。”

著名作家王蒙88岁出版新书 用古人智慧滋养当代人

《天地人生》让文化启迪生活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中新友好图书馆联合北京师
范大学生态城附校创新组建的公益宣讲团——阅读宣讲
团近日成立。
阅读宣讲团由两位老师带队、31名“00后”学生组

成。这些“00后”宣讲员走进社区、企业、书屋开展公益
巡讲，让更多人领略阅读的魅力。
“‘阅’享生态城，书香伴成长”阅读推广栏目是阅读

宣讲团的开篇之作，宣讲成员通过短视频的形式，以个性
化的讲述、情景再现、故事演绎、思想感悟等方式向读者
展示、推荐好书，分享阅读感悟。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近日，西青区在线上平台举办
了西青区视觉艺术展。
此次展览是西青区“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系列内容，展览由书画、摄影、公益广告三部分
作品组成。从今年5月至7月，通过全国范围内征集以及
向知名作者发出邀请，活动共收集到作品1200余幅，最
终选出100幅书画作品、68幅摄影作品、30幅公益广告作
品入选此次展览。

本报讯（记者 刘茵）日前，天津梁启超纪念馆与河北
区中远里社区共同举办“一生家国梦，几代赤子心”——
梁启超家风巡展进社区系列活动。
本次展览通过大量珍贵图片，系统展示了梁启超家

族忠心爱国和赤诚报国的精神与实践，弘扬梁氏爱国报
国的家风对于新时代发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让观众通
过了解梁氏家风，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据梁启超纪念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梁启超家风展将

走进河北区多个街道社区，纪念馆红领巾宣讲员将为社
区居民志愿讲解。

本报讯（记者 刘茵）昨日正值霜降节气，大沽口炮台
遗址博物馆举办“秋暮露成霜 万物迎初寒‘柿柿’皆如
意”——线上手工DIY实践活动。
该馆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活动展现霜降节气

的文化意义，培养青少年儿童知时节、识物候，弘扬传统
文化，也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

西青区举办视觉艺术展

梁启超家风巡展走进社区

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

“云”上DIY帮助孩子识物候

第九十五中学益中学校的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学习京剧身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