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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杜哈尔参与合练 针对浙江队演练战术

津门虎队积极应对新考验

新赛季排超联赛推出新举措

本报讯（记者 梁斌）2022—2023赛季中国排球超级联
赛将于本月29日开赛。其中，新赛季排超联赛不仅在外援
数量上有明显提升，还将积极推动恢复主客场赛制。
新赛季排超联赛的赛程赛制相比以往有所调整，在第

一阶段分站赛会制比赛结束后，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积极
推动恢复主客场赛制。为提升联赛的竞技水平，增加比赛
的吸引力，新赛季排超联赛尝试对各队引进外援不限人数、
位置和上场人次。从目前已提交的报名信息来看，28支男
女排参赛俱乐部的外援人数预计将超过30人。此外，新赛
季排超的全明星赛计划于12月初举办。
新赞助商、新口号和新视觉的推出，将使新赛季排超联

赛令人耳目一新。长龙航空成为中国排球超级联赛官方战
略合作伙伴，伊利、百岁山、好丽友、盼盼食品、泸州老窖、全
体育等多家知名企业也将加入到排超联赛。
新赛季排超联赛的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

本报讯（记者 顾颖 摄影 赵博）上一
轮收获了战胜武汉长江队的快乐，从赛后
第二天，天津津门虎队就投入到下一轮比
赛的备战，10月29日19:00，他们将在海口
五源河体育场，与目前排名中超第6位的
浙江队交锋，这是本赛季至今，津门虎队
唯一还没有相遇过的对手。

浙江队截至目前9胜 9平 3负，近
期连续13轮不败，综合对比，是本
赛季所有中超球队中，整体发挥最
稳定的队伍之一。从进入与浙江

队之战的准备期后，主教练于根伟特别
向队员们表示，与武汉长江队之战，是
津门虎队实至名归的胜利，但也要总
结、改进比赛中出现的小问题，以积极
的心态和良好的状态，迎接与浙江队的
比赛，毕竟浙江队的战斗力有目共睹，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津门虎队面临的
一次真正考验。

在津门虎队与武汉长江队之战中，
获得当场最佳的贝里奇，最近两天特别

向团队中所有教练、队友、队医和俱乐
部工作人员，表达了真诚的谢意，感谢
大家在他状态低迷的日子里，信任、包
容、理解他，在生活中关心他，在工作中
支持、配合他，这是他能够一直努力、相
信自己可以“好起来”的动力。另外贝
里奇还与大家分享，那场比赛他可以有
比较好的发挥，是建立在场上队友们都
发挥出色的基础上，过去一段时间球队
的训练积累和战术安排，得到了很好的
体现，作为他个人，在今后的比赛中，也
一定会更加努力。
据了解，昨天下午津门虎队的训练，

已经在为与浙江队之战做有针对性的战
术演练，上一轮比赛伤停的后防核心安
杜哈尔，参与了球队的合练。和武汉长
江队比赛中出现了乌龙球，让刚刚逐渐
回归阵容的王嘉楠非常自责，最近两天，
教练、队友们用各自的方式安慰、鼓励
他，从昨天训练的情况看，王嘉楠也在努
力做到“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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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院青年师生主题创作展开幕

“青春之歌”描绘美好时代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文并

摄）前日，由团市委指导，天津美术
学院团委、市青年美术书法协会、
市学校原创思政艺术作品创作中
心共同主办的“青春之歌”——天
津美术学院青年师生主题创作展
在该院开幕。
本次展览历时数月征集、评审

作品，最终筛选出师生个人创作作
品50余幅、大型集体创作作品7组
和特邀创作作品19幅入围展览。
展览以“青春之歌”为主题，参展作
品主题鲜明、体裁丰富，作品形式包
括中国画、书法、雕塑、油画、版画、
水彩等类型。师生们从火热的生活
实践出发，以讲好中国故事为追求，
作品的表现内容涵盖“大美中国”
“英雄赞歌”“生态文明”“工匠精神”
“美育铸魂”“美好生活”“青春印记”
“民族自信”等方面。

参展作品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
和较高的艺术水准，体现了天津美
院师生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为人民
创作、为时代着墨的情怀。创作者
以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笔触，充分
阐释、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
抒发献礼党的二十大的激动心情，
以及对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
美好祝福。据悉，此次主题创作展
将持续至本月底，随后将在我市部
分高校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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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球选手全线飘红

中国乒乓球协会日前在官网公布，
在WTT澳门冠军赛中，梁靖崑在与队友
林高远的比赛后做出不得体庆祝动作，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即日起取消梁靖崑
2022年度后续国际、国内比赛资格。

处罚包括但不限于河南新乡WTT
世界杯决赛、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亚洲杯
和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梁靖崑
此前已经拿到WTT新乡世界杯决赛男
单资格，目前已被官网从参赛阵容中移
除。亚洲杯组委会昨天更新球员报名情
况，林高远取代梁靖崑的位置，与王楚钦
一同出战。

国乒向来以严格治军著称，此前张

继科因为踢挡板被没收世界杯奖金并道
歉，马龙因为世乒赛跳上球台庆祝而道
歉，方博、周雨、王楚钦均因赛场上不理
智行为被禁赛过。早年间，张怡宁因为
消极比赛而被禁赛并公开道歉，陈玘更
因为摔球拍等行为被罚去下乡劳动。此
番对梁靖崑让人匪夷所思的庆祝方式做
出处罚，也在预料之中。
此前梁靖崑就被质疑“内战内行，外

战外行”，此番行为更是让他在国乒主力
位置的竞争雪上加霜。被禁赛后，梁靖
崑的世界排名和经济收入都将受到影
响，关于巴黎奥运会资格的竞争前景愈
加暗淡。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讯（记者 梁斌）经过为期
10天的赛前适应性训练，中国体操
队昨天由法国前往英国利物浦，参
加2022年体操世锦赛，队伍确定了
世锦赛12人参赛名单。
本次参加世锦赛，国家体操队

根据《2022 年体操世锦赛选拔办
法》、两次世锦赛选拔赛成绩和团体
阵容配置需要确认15人名单，并于
10月15日赴法国进行为期10天的
赛前适应性训练。中国体操队最终
确定世锦赛12人参赛名单，6名男队
员包括张博恒、孙炜、杨家兴、尤浩、
邹敬园、苏炜德；6名女队员包括欧
钰珊、罗蕊、唐茜靖、韦筱圆、章瑾、
何骊澄。根据国际体联竞赛规程相
关规定，世锦赛资格赛24小时之前，
根据训练、伤病、状态、团体配置需
要等情况由前方教练组和代表团集
体研究决定最终上场比赛的男、女
各5名运动员名单。
2022年体操世锦赛将于10月

29日至11月 6日举行。本次赛事
是体操项目首次使用巴黎奥运周期
新规则的一届世锦赛，也是2024年
巴黎奥运会的资格赛，获得男子、女
子团体决赛前三名的队伍将直接获
得巴黎奥运会的团体参赛名额。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天，中国网
球选手在 ITF、WTA、ATP赛场全线出
击，袁悦、朱琳、尤晓迪、商竣程携手闯关
成功。

WTA125坦皮科站女单首轮，赛会6
号种子朱琳以6：4、3：6、6：0击败世界排名
第85位的奥地利球员格拉伯，赢得开门
红。凭借本场胜利，朱琳收获15个积分以
及2000美元比赛奖金，目前世界排名第
62位。女双首轮，朱琳/内岛萌夏以6：1、
6：2横扫费尔南德斯姐妹组合。尤晓迪以
7：6（4）、6：4淘汰德国选手弗莱德萨姆，收

获15个积分，即时排名升至第251位。
ITF泰勒站W80女单首轮，赛会4号

种子袁悦以6：4、3：6、6：2击败世界排名
第176位的戴伊，在ITF女单赛场赢得一
波6连胜。凭借本场胜利，袁悦收获了10
个积分，即时排名上升两位来到第81位
再创新高。

ATP挑战赛拉斯维加斯CH80男单
首轮，商竣程以6：4、3：6、6：3力克世界排
名第558位的摩尔多瓦球员科兹比诺夫，
闯入男单16强。凭借本场胜利，商竣程
收获7个积分，即时排名列第202位。

梁靖崑被禁赛代价惨重

中国体操队抵利物浦

世锦赛参赛名单确定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由市全民
阅读办主办，滨海新区图书馆、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承办的第七届
天津市“书香之家”读书成果交流会日
前在滨图举行。
作为2022书香天津·读书月系列活

动之一，本届读书成果交流会以“庆盛

会 读经典”为主题，我市历届全国“书香
之家”和市级“书香之家”代表，与专家
学者、阅读推广人、读书人物代表等汇
聚一堂，围绕红色经典与阅读心得、阅
读推广经验分享等话题展开交流。嘉
宾们表示，要利用好阅读阵地，重视读
书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现场还召开了“滨城少儿阅读联盟”
研讨会。嘉宾们回顾了书香天津建设的
活动和取得的优异成绩，提出在开展活
动中图书馆和学校要进一步发挥优势，
关注少年儿童群体阅读，希望全民阅读
工作通过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不断
壮大队伍，培育阅读品牌。

第七届天津市“书香之家”读书成果交流会举行

庆盛会 读经典

本报讯（记者 张帆）日前，由中国文联、湖南省委宣
传部出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湖南广播电视台承制
的音乐电视作品《我们的歌》正式发布。
该作品集体作词，舒楠作曲，邀请了阎维文、廖昌永、朱

迅、任鲁豫、阿云嘎、胡歌等文艺工作者共同参与演唱和录
制。歌曲既是回望，更有展望，展现了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描绘了人民群
众共同奋斗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生动图景，抒发了文艺工
作者心中的豪迈之情和感恩之意。

本报讯（记者 张钢）由曹茜茜执导、徐峥出演的现实主义
题材电影《您好，北京》日前宣布将于11月18日在全国上映，
片方同时发布了汪峰演唱的电影推广曲《北京，北京》MV。
该片以北京为故事发生地，讲述人们为梦想艰苦奋斗、克

服困难的过程。中年创业者李明启、快递小哥刘顺、音乐人闫
男为了实现梦想来到北京，一路拼搏奋斗，当追梦之路遇到阻
碍，他们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在梦想和生活之间进行抉择。
曹茜茜表示，该片取材自近几年劳动者的真实故事，希望

通过影片中主人公不断奋斗、追梦成功的过程，让更多的人勇
敢地去追逐梦想。

本报讯（记者 张帆）为促进京津沪渝四直辖市群众文
化领域深度交流与合作，“飞扬的旋律”京津沪渝四直辖市
钢琴大赛将于近期以线上评选的方式在天津举行。
此次大赛由四直辖市群众艺术馆各选拔推荐8名优秀

钢琴演奏者，以报送参赛视频的方式代表本地区参加决
赛。决赛以钢琴独奏为主要表演形式，演奏曲目时间不
超过8分钟。大赛还将邀请来自四直辖市的7位专业评委
线上评审，评出金奖、银奖、铜奖及优秀奖各8名。赛后，主
办方还将组织四直辖市优秀钢琴选手的展演活动。

音乐电视作品《我们的歌》发布

京津沪渝钢琴大赛将启动

《您好，北京》11月18日上映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爱拼会赢
22：00 爱情保卫战
天视2套（103）

18：15 乡村爱情之女
怕嫁错郎

20：30 鱼龙百戏
天视3套（104）

19：00 勇者
20：30 军刺
天视4套（105）

19：18 津津有味
21：00 母子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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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频道

18：15 乡村爱情之女
怕嫁错郎（19、20、21）

■蓝月母亲打来电
话，告诉女儿在医院要照
顾好郎大树，也要保重自
己的身体。蓝月母亲刚放
下电话，杏儿搀着郎母来
了，郎母支走杏儿，给蓝月
爸妈道歉，称郎大树不争
气，不懂事，恳求蓝月不要
和郎大树离婚。蓝月父母
看郎母言语真诚，答应一
定劝女儿不离开郎家。

都市频道

21：00 母子连心（3、4）
■李贞培养怀玉是想

将来把公司交给她管理，
担心自己有一天会进监
狱。李贞明白该发生的事
情是躲不过去的，需要对
仁济幼儿园的事情保密，
还说让赫强和柳佳佳保持
来往。李贞回去后将众人
请入屋中，她承认潘大龙
入狱是因为她的揭发，并
愿意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影视频道

20：30 军刺（1、2)

■威海街头，说书艺
人打着快板，讲述抗日奇
侠勇斗日寇的故事，引来
百姓的阵阵喝彩声。一队
日军将说书艺人和围观百
姓包围，为首的大佐禁止
讲述这些故事。说书艺人
毫不畏惧，再度打起快板，
大佐被激怒，举枪将说书
艺人杀害。

文艺频道

20：30 鱼龙百戏
■本期栏目的“曲坛

师生情”展演季推出“佟马
组合携手天津时调”，佟有
为、马树春这对黄金组合
与天津时调名家刘迎带来
各自的学生，一起诉说那
份不一样的师生情。北辰
分局的警官张曦来到现
场，讲述“佟马组合”拍摄
公益短视频的日常，赞扬
他们为防止网络诈骗进行
宣传推广的善举。

天津卫视

22：00 爱情保卫战

■王女士与谭先生结
婚23年，觉得对方越来越
敷衍。她讲述了对方在生
活中没有激情，还觉得自己
强势，甚至几次都到了离婚
的边缘。谭先生则表示自
己想过柴米油盐的日子，可
对方非要把自己打造成她
心目中的完美老公。情感
专家辛唐米娜表示：“女嘉
宾需要丈夫和儿子对她不
遗余力的爱和包容。丈夫
觉得是因为妻子没有给他
注入活力和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