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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明星公益赛助力消费帮扶

国家队经历促成长“妹妹”要变得更坚强

《千铜千面》周历讲述青铜器故事

市文联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文艺演出走进宁河区

礼赞新时代 同心永向党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案例集（2022）》出版

我市案例入选

法国赛我国羽混双女单夺冠放松心态迎战山东泰山队

津门虎队做好全方位保障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记者昨日自市演出公司获悉，
由国家文物局编辑的《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案例集
（2022）》正式出版发行，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中共天
津市委旧址（张园）入选其中。
据介绍，《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案例集（2022）》一

书，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开展的302项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工作成果中，精心遴选18项最具创新性、代表性的
案例进行深度解析，详细讲述生动实践、成功经验与核心
价值，深刻阐明革命文物工作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
文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从不同侧面展现新时代革命
文物工作的显著成就。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中共天津市委旧址（以下

简称“旧址”）作为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个公开的办公场所，
承载着津沽大地的红色记忆。旧址被颁布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天津市第一批革
命文物、天津市第一届文物保护利用优秀案例、天津市首
批红色旅游景区。
旧址现有“奠基岁月”和“张园往事”两大常设展览，

其中“奠基岁月”真实记录了军管会和中共天津市委领导
天津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
“张园往事”回顾百年张园的历史。同时，这里还推出曲
艺党课《奋进》，用贴近生活的话题与内容，回顾中国共产
党百年党史。特色党课《曙光》以“沉浸式、体验式、全媒
体”为理念，打造红色实景沉浸式党课。党建讲堂《走进
张园——感受“非凡十年”》邀请专家学者讲述党的十八
大以来取得的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
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市委宣传部、市文物局、北方演

艺集团等市、区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专家学者的精
心指导下，市演出公司作为旧址的管理单位，着力打造红
色资源保护利用的“天津样板”，努力将革命文物保护好、
管理好、运用好。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天津人民出版社近日推出了
《千铜千面——中国古代青铜器纹样周历2023》，带领读
者穿越千年时光，探寻隐藏在斑斑锈迹中的文物故事。
《千铜千面》周历的作者是就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考

古部的开亮君，他曾参与制作过央视专题纪录片《如果国
宝会说话（第三季）》等多个公众文博项目，长期致力于向
大众普及宣传文物知识。
商代的四羊方尊、兽面纹铜钺，西周的晨肇贮角，春

秋的虎形灶，战国的带钩……《千铜千面》周历精选了17
家博物馆馆藏的54件青铜器，涵盖了鼎、觥、卣、彝、簋、
盉、壶、尊等多种传统青铜礼器，各器身所饰纹样包含鸟
形纹、兽形纹、龙纹等，这些纹饰的变化见证了中国青铜
技法的兴衰。《千铜千面》周历用线条细腻地勾勒出青铜
器皿上原有纹饰，并附上色彩，生动还原器物最初的面
貌。除了正面插图，《千铜千面》周历每页背面均配有文
字，解说纹样历史与器物相关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日
前，“礼赞新时代 同心永向党——天津市文
联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走进宁河主
题文艺演出”在宁河区芦台大剧院举办。本
场演出通过富于人民性、时代性、艺术性的文
艺节目，为广大党员干部奏响奋进新征程的
时代强音。
连日来，市文联迅速组织全市文艺界认真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同时引导鼓励
文艺工作者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开展艺
术创作。本场活动由市文联、宁河区委、宁河
区政府主办，市音协、市舞协、市曲协、宁河区文
联承办，我市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带来曲艺、音
乐、舞蹈节目及美术、书法作品，以艺术形式向
宁河区基层干部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场演出融合了新创节目和经典节目。

开场舞蹈《希望的田野》是天津歌舞剧院创
排，曾亮相第十三届全国舞蹈展演。演员们
以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田间少女舞姿，表现
出劳作和喜获丰收的场景。作品中，农民挥
洒汗水、迎来丰收的喜悦心情深深感染了观
众。中国曲协快板书艺委会成员王文水表演
的快板《放歌新时代》令人耳目一新，该作品
发挥了曲艺“轻骑兵”的特色。10月16日，党
的二十大开幕当日，王文水怀着无比激动的
心情创作了这个作品。作品中既有对新时代
10年伟大成就的歌颂，还通过一位老人的口
吻，道出了百姓身边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
该作品在线上平台一经发布，就得到了众多
点赞与转发。
为本场演出，多位艺术家将近年新创作

的节目再次打磨。相声名家刘俊杰和青年

相声演员许健表演的相声《颂歌》，通过演唱
红色歌曲的方式宣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此次演出还特意加入了宣传党的二十大
精神相关内容。中国曲协副主席、市文联副
主席、市曲协主席籍薇带来的梅花大鼓《红
船新篇》是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创作，每次演出都很受观众欢迎。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以来，籍薇再次感受到
创作的激情和肩负的责任，此次带来的《红
船新篇》具有更加成熟的艺术水准和更加深
沉的感染力。
演出中，张岩、张达、黄显淳等演唱了人们

耳熟能详的《把一切献给党》《送你一束红月季》
《我爱你中国》等经典歌曲。市音协秘书长宋
茂斌演唱的《七里情海》歌唱宁河美景、天津美
景。天津歌舞剧院舞蹈《盛世寻芳》、天津音乐

学院手风琴独奏《牧民之歌》演绎出美好时代
的诗情画意。著名歌唱家李瑛献唱了《山丹丹
花开红艳艳》，并带领全体演员高歌《我和我的
祖国》，得到观众的热烈响应。
中国美协副主席、市文联副主席、市美协

主席王书平与市美协副主席孟庆占、市美协
秘书长张福有带来了共同创作的美术作品
《盛世腾飞·七里海》，祝福宁河区干部群众在
党的带领下取得新征程上的更大作为。中国
书协副主席、市文联副主席、市书协主席张建
会送来了书法作品。天津市文艺志愿服务基
地授牌仪式也同时举行。
据悉，市文联将通过文艺展演展示等方

式，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企业、进农村、进
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把党的声音传
递到基层群众中。

■ 本报记者 张钢

去年春节档，凭借《你好，李焕英》拿下超
54亿元票房，一举成为全球票房最高女导演
后，贾玲的新作品为业界和观众所关注。日
前，她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
烫》已投入拍摄。
《热辣滚烫》翻拍自2014年的日本电影

《百元之恋》。原作上映后，当即成为日本电
影旬报奖2014年度十佳影片之一。故事讲
述了主人公斋藤一子身材虚胖、相貌平平、不
修边幅，成天宅在家中无所事事，唯一的优点

就是心地善良。由于懒惰，她与家人爆发矛
盾，离家出走到一家百元店当收银员。在与
顾客的交往中，她结识了一位拳击手，由此开
始拳击训练。最后，她在擂台赛中以惨败告
终，但通过训练，她领悟了人生真谛，改变了
原来的生活状态。

《热辣滚烫》主演阵容包括贾玲、雷佳音、
李雪琴、乔杉等。该片讲述乐莹每天宅在父
母家中，因与妹妹发生矛盾，离开家寻求独立
生活。在经历了种种波折和伤害后，她慢慢
发觉，拳击这项运动能给她的人生带来些许
变化……从剧情看，它基本与《百元之恋》相

符；从叙事方式来讲，它是一部带有喜剧色彩
的励志片，改编的重点是在原作基础上融入
喜剧元素。
一个成熟的剧本，带有励志性质的故事，

有着与主人公相似的外形，都成为贾玲选择
翻拍的理由。近几年来，翻拍海外电影被制
片方看成是一条捷径。《门锁》《关于我妈的一
切》《阳光姐妹淘》《你的婚礼》等十几部翻拍
作品中，口碑与票房取得成功的只有一部《误
杀》。如何通过改编让原作故事本土化，如何
将原作的内核融入，如何在原作基础上拍出
新意，是新作能否被观众接受的关键。

贾玲自编自导自演新作引发关注

《热辣滚烫》翻拍经典

本报讯（记者 顾颖 摄影 赵博）昨天，天
津津门虎队继续屯兵海口，备战下一轮中超
联赛与山东泰山队的比赛。
截至上一轮比赛结束，去年的联赛冠军

山东泰山队，积分已经追平了之前一直在本
赛季积分榜上领跑的武汉三镇队。下一轮面
对这样一个人员班底雄厚、实力强劲的对手，
最近两天，津门虎队除了积极备战之外，教练
组也希望队员们能够放松身心，以良好的精
神状态应战。
昨天球队的训练以恢复调整为主，热身

之后的几个训练环节，通过小的竞争来调节
气氛，旨在让大家保持一定训练强度的同时，
心态相对放松。有一些小伤正在康复中的贝
里奇，也参加了昨天的训练，不过个别项目他
没有参加，而是在体能康复教练哈维尔的带
领下单独训练。
除了训练计划的调整之外，连续在外

征战的津门虎队，非常注重队员们的综合
保障。每次球队外出训练，都有工作人员
留在酒店做好冰疗等相应的准备，保证大
家返回后，第一时间进入恢复流程。在海
口进行完与武汉长江队和浙江队的比赛
后，津门虎队计划先返回天津休整，再前往
济南和山东泰山队比赛，因此兵发海口前，
球队并没有带很多冬季装备。此番配合防
疫要求，计划有变，最近几天，津门虎俱乐
部镇守天津大本营的工作人员，也紧急打
包球队的冬季装备，通过快递方式发往济
南，保证装备能够先于球队到济南，不耽误
球队抵达后使用。
根据日程安排，今天津门虎队将在海口

继续正常训练，明天一早飞赴济南，个别伤员
和停赛球员不随队出发，留在海口保持训练，
等待球队从济南重返海口。11月7日，津门
虎队第24轮比赛的对手是河北队。

2022—2023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即
将揭开战幕。经过今年在中国女排的锻炼
和磨砺，刚刚归队的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头
号攻手李盈莹对新赛季联赛充满信心，她
坦言，期待球队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自己
也要变得更强大，“新赛季我还要提高进攻
成功率，争取在发球、拦网、扣球3个得分
环节变得更加犀利。在球队遇到困难时，
希望自己能挺身而出，带领球队赢下比
赛。我相信我们的团队，包括我个人都有
迎难而上的决心，共同去冲击第15个联赛
冠军。”

今年，李盈莹首次以主力队员的身份
跟随国家队进行了8个月的国内集训和海
外比赛，“妹妹”认为自己有很多的收获，尤
其是对年轻的自己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作为球队的核心和重点进攻人，遇到的困
难很多，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负担，有时也会
自我怀疑。这既是压力，又是动力，队友相
信我，自己更要坚定信心，向世界顶尖球员
学习，更为自信，更有霸气。打关键球没下
分时，能快速调整，打好下一球。在今后的
训练比赛中，会努力提高自己的硬实力，在
场上打球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去挑战对手，

战胜对手。”
李盈莹认为，今年在国家队的经历对自

己有很大的促进和提高，“自己还没完全适
应国家队主力的身份，因为之前是替补，更
习惯作为‘奇兵’出战，现在成为主力，对手
对自己会有更具针对性的拦防。在这个过
程中，自己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技术和心理
都有提高。减少自身失误的同时，提高进攻
成功率是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希望自己
不要有过多的思想包袱，在明年的国家队比
赛中能轻装上阵，心态变得更坚强。”

本报记者 梁斌

本报讯（记者 梁斌）“津诚所至 协作同
甘”2022年东西部协作女排明星公益赛暨消
费帮扶电商直播活动日前在我市复康路体育
训练基地排球馆举行。
本次活动由天津市体育局、天津市人民

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天津市商务局、河西区
人民政府主办，天津市排球运动管理中心、河
西区商务局、河西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

室、河西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天津市排球运
动协会承办。
活动中，甘肃平凉籍天津渤海银行女排队

员王媛媛宣读了《消费帮扶倡议书》。本次公益
赛采用队内对抗的形式，场外同步进行的带货

直播亮点频现。天津女排队员和专业主持人走
进直播间，现场试吃、分享感受，生动展示平凉
市、甘南州的苹果、木耳、牛肉干、菜籽油、黄酒等
特色农副产品，细致全面的讲解吸引了不少市
民关注下单。当晚，销售额突破700万元。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2022—2023赛
季中国男排超级联赛第一阶段首站B组的比
赛中，天津食品集团男排在先失一局的情况
下，连扳3局3：1战胜老对手湖北男排，取得
球队本赛季联赛的第二场胜利，4局比分为
25：27、25：18、25：22和25：23。今天17时，天
津男排将对阵云南男排。
此役，天津队的首发阵容为主攻外援帕

夫洛维奇、杜海翔，副攻张昕宇、杜昊昱，接应
罗壮，二传毛天一，自由人徐朋和易腾龙。输
掉首局后，天津队在第2局迅速调整，主攻袁
党毅替换外援帕夫洛维奇出战，自由人由易
腾龙主打。在开局阶段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天津队顽强地10：8反超。双方随后战成13
平。天津队随后在袁党毅的发球轮频频抓防
反机会得分，将比分改写为20：15。随着张
昕宇拦网得分，天津队25：18扳回一局。相
比首局，天津队本局的进攻、拦网质量更高。
随后的比赛，天津队越战越勇，很好地把握住
关键分，连胜两局赢下比赛。
赛后，天津男排主教练刘浩认为首局球

队的一传受到冲击，一攻质量不高，在作出相
应的人员调整后，场上队员发挥出自身的实
力，赢下这场比赛。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世界羽联巡回赛法国公
开赛昨天落幕，中国队夺得混双和女单2金。其中，郑思维/
黄雅琼夺得赛季第9冠，何冰娇继丹麦赛后背靠背夺冠。
混双决赛中，郑思维/黄雅琼打满3局，其中决胜局

挽救了4个赛点，以21：16、14：21和22：20力克荷兰组合
塔博林/皮克。今年“重新牵手”后，“雅思”彼此之间的信
任度和默契度越来越高，9次打进决赛全部夺冠。在日
本公开赛半决赛前，曾一度赢得38连胜。拿下欧洲双冠
后，二人将迎来一段时间休整，静待12月的年终总决赛。
何冰娇成为本站国羽女单4强“独苗”，半决赛直落两

局战胜戴资颖，决赛面对“苦主”奥运冠军、西班牙名将马
林，此前双方8次交手何冰娇仅获1胜。此番在16：21先
失一局的情况下，何冰娇以21：9、22：20连扳两局逆转，报
了世锦赛上遭马林逆转的一箭之仇。

本报讯（记者 申炜）上周末，由天津市足球运动协会
主办、天视体育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2022年天津市
足协甲级联赛在正道体育公园展开了半决赛的较量。
天津市足协甲级联赛的首场半决赛，在青动体育鼎

锋足球队和天津市西青区人为本足球队之间打响。由于
两队实力相差有些悬殊，青动体育鼎锋足球队最终5：0
取胜。另外一场半决赛，天津同道火车头足球队3：1击
败了墨缘足球队。最终的决赛将在青动体育鼎锋足球队
和天津同道火车头足球队之间展开。
上周末，2022年天津市足协超级联赛也进行了第10

轮的比赛。天津煜腾恒泰足球队和天津逸腾海天信美智
彩足球队上演了一场进球大战，最终天津煜腾恒泰足球
队3：2击败对手。求道足球队4：1战胜鸭百万足球队。

本报讯（记者 申炜）10月30日，大吉利体育城—足
球·梦剧场启动仪式暨天津市足协青训基地揭牌仪式、大
吉利体育与天视体育合作《大吉利·运动有我》栏目签约
仪式，在大吉利体育城—足球·梦剧场举行。
10月30日，大吉利体育城—足球·梦剧场正式启动，

这座高品质综合运动场硬件设施出色，显示出大吉利投
身体育产业的热忱，以及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愿景。同
时，这座球场也成为天津市足协青训基地，启动仪式上举
行了天津市足协青训基地的揭牌仪式。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大吉利体育产业，传播源自大吉

利体育的正能量，展示津门运动达人的风采，传递大吉利
各个体育板块的全新内容，《大吉利·运动有我》栏目即将
在天视体育频道开播，大吉利体育将通过天视体育的传
播力量展示全新形象。
大吉利体育与天视体育相关负责人签署了栏目合作

协议，将以《大吉利·运动有我》这个栏目为载体和平台，
将更多体育路上的追梦故事带给津城的千家万户。

大吉利体育城牵手天视体育

津甲决赛球队产生

天津男排战胜湖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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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运河边的人们
21：20 群英会
天视2套（103）

18：15 乡村情感之女
怕嫁错郎

20：30 艺品藏拍
天视3套（104）

19：00 军刺
22：00 特战英雄榜
天视4套（105）

18：05 家居大变身
21：00 母子连心
天视5套（106）

18：55 体坛新视野
教育频道（107）

19：00 番茄生活王
21：00 二哥说事儿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文艺频道

18：15 乡村情感之女
怕嫁错郎（35、36、37）

■蓝月拉着蓝天来找
齐老板，指责齐老板并不
是真的想帮她，而是想打
她的主意，即使她跟郎大
树离婚，也不会嫁给齐老
板。齐老板埋怨蓝天把事
情搞砸了，又想出个主意，
让董家亮娶秦小玲，这样
蓝月就死心了，他再跟蓝
月慢慢相处。蓝天决定促
成此事。

都市频道

18：05 家居大变身

■装修工序多，时间
长，过程中难免会有疏
漏，造成遗憾。如何能让
施工图纸完美落地？新
中式风格的硬装搭配传
统中式家具，如何和谐统
一呢？定制家居逐渐盛
行，那么定制就只是打几
组柜子那么简单吗？敬
请关注本期节目。

21：00 母 子 连 心
（12、13）

■面对潘大龙，欲母
子相认的李贞突然改变主
意。她突然害怕起来，如
果潘大龙顺藤摸瓜，追问
自己生父是谁，那他的生
父古柏度就会浮出水面。
古柏度的出现将会使李贞
的一切秘密爆光。李贞的
行为让同为孤儿的道哥、
张力等人颇有怨言。

影视频道

19：00 军刺（19、20、
21、22)

■黄鸣锋等人到达司
令部，说话间姜原进来寒
暄。单纯的穆雪飞瞪了
姜原一眼。就是这一眼
暴露了黄鸣锋的计划。
黄鸣锋得知此事，怒斥穆
雪飞愚蠢，甚至一时说出
气话，要是破坏了计划，
他非毙了穆雪飞不可。
姜原回到自己住所，琢磨
着穆雪飞的那个怨恨的
眼神，再加上黄鸣锋告诉
他，哑豆死了。姜原惊出
一身冷汗……

天津卫视

19：30 运河边的人们
（1、2）

■故事发生在本世
纪初的东江市。在港航
管理局水监科担任河道
监管员的路长河发现苏
氏集团的货船运载违规
危险品，令其将危险品卸
下。船主表面笑着答应，
却趁路长河离船上岸之
机，驾船逃离现场。路长
河在未得到上级批准的
情况下，驾艇追赶，结果
货船没追上，反而撞翻了
乔雨乘坐的摇橹船，乔雨
受伤入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