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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帆）在“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
的入围作品《我们如此热爱蓟州》中，作者陈晨用动感的
音乐和快切的场景展现家乡之美，让更多人爱上蓟州。
渔阳古城、蓟州溶洞、黄崖关长

城、梨木台、鹰嘴崖……从航拍到远
景，再到中景、近景，11处蓟州区最具
代表性的景点在陈晨的视频中一一
呈现，美不胜收。他表示，希望通过
视频让更多人来蓟州区感受美景。

爱上绿水青山美蓟州

“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创新解读传统经典 文化类节目有新意

读“典籍”品“诗画”赏“好戏”

“你好，天真”活动入选“文化云”

长途奔波客战山东队

津门虎队努力打好比赛

天津名将朱雪莹领衔

中国蹦床队世锦赛名单出炉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一早从在海口
的住地出发，午后抵达济南，经过近8个小时
奔波的天津津门虎队，用餐后稍事休息，傍晚
就出现在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适应场
地训练。今天17:30，他们将在本赛季中超联
赛第23轮比赛中，客场挑战人员班底雄厚、
实力强劲的山东泰山队。
今天完成比赛后，明天中午，津门虎队

就要启程返回海口，准备与河北队的比赛。
此番客战山东，津门虎队并没有全员前往，
部分队员留在海口，跟随体能康复教练哈维
尔训练。其中包括累积4张黄牌停赛一场，

同时有伤需要恢复的队长王秋明；伤情恢复
中，登场参赛还稍显勉强的贝里奇；经历了
一段相对长时间伤停，目前刚刚尝试有球训
练的埃德尔。
昨天傍晚津门虎队训练时，能够感觉到天

气和场地条件都不错，不过气象预报显示，受
冷空气影响，今天当地的最高气温，相较昨天
将断崖式下降10摄氏度左右，两队在这样的天
气中比赛，都要格外注意避免受伤。赛前新闻
发布会上，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说，队员们
旅途比较奔波，不过大家精神状态还不错，面
对中超最好的球队，对津门虎队而言，提升比

赛能力、积累比赛经验的意义非常大，队员们
一定会努力打好这场比赛。
山东泰山队主教练郝伟已经预判，津门

虎队届时将采取密集防守战术。作为津门虎
队的后防核心，安杜哈尔说：“这场比赛，我们
要从第一分钟开始，就百分之百付出，所有的
注意力都要放在比赛当中，就像我们主教练
说的那样，山东队是联赛最好的球队，非常有
实力，但我们也有信心能从客场取得积分。”

2022体操世锦赛昨天在英国利物浦结
束女子团体决赛争夺，中国队发挥不佳，弱项
难度低，完成质量一般，相对强项接连发生掉
下器械的重大失误，最终在8支决赛队伍中
仅排名第6，未能获得2024巴黎奥运会参赛
资格。这是中国队继2019年斯图加特世锦
赛后，再度无缘女团奖牌。
中国队整体实力与世界强队有一定差距，

资格赛上就有多人出现严重失误，排名第6晋
级。决赛中，中国队派出唐茜靖、欧钰珊、罗蕊、

韦筱圆和章瑾参赛。在本身实力较弱的自由
体操和跳马中，整体难度偏低，完成质量一般，
均排名垫底。在相对的强项高低杠和平衡木
上又接连出现失误，平衡木唐茜靖和罗蕊落
木，高低杠唐茜靖掉下器械。整体表现之糟
糕，不由得让人惊叹：中国女子体操怎么了？
据中国队教练王丽明介绍，是在器材适

应上出现了问题，导致近期训练不系统。世
锦赛之前，中国队先在法国进行了为期10天
的适应性训练，10月底才抵达利物浦。原以

为充足的赛前准备能够打下好基础，但现实
并非如此。据悉，在法国训练期间，队伍的情
况并不是很好。中国队所在俱乐部的器材更
接近于青少年使用的，队员们在器材适应过
程中出现了问题。
相比于训练器材的“小一号”，人才断档

才是大问题。决赛中登场的唐茜靖、章瑾和
欧钰珊都参加了东京奥运会，进入巴黎奥运
周期，并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新人补充进
来。据王丽明教练介绍，此次世锦赛大部分
队伍已经“大换血”，中国队非常希望能够延
长老队员的运动寿命和巅峰状态，但忽略了
运动员成长规律。队伍需要以老带新，以新
促老，保持整体竞争力，但很显然，中国队目
前未能实现这样的构建。
此次世锦赛是巴黎奥运会的第一场资格

赛，获得团体前3名的队伍将直接获得巴黎
奥运会参赛资格。中国队仅获得第6名，只
能等到2023年安特卫普世锦赛上再向奥运
资格发起冲击。在有限的时间内，中国队面
临着培养补充人才、增强动作难度和稳定性
等一系列问题，难度确实不小。即便是获得
了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如何能够冲击理想
成绩，是中国队面临的更大难题。

本报记者 苏娅辉

再度无缘世锦赛奖牌

中国体操女团怎么了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ATP挑战赛夏洛茨维
尔CH80（室内硬地）昨天展开男单首轮争夺，商竣程以
6：4、3：6、6：3击败赛会5号种子、世界排名第139位的阿根
廷球员菲科维奇，世界排名升至第189位再创个人新高。
这是商竣程连续赢下的第5场3盘大战，他今年出战

28场3盘大战，拿下其中21场胜利。凭借本场胜利，商
竣程收获7个积分，即时排名刷新个人新高升至第189
位。下轮，商竣程将静候加拿大球员加拉尔诺与资格赛
球员莱舍姆之间的胜者。
ATP挑战赛意大利贝加莫CH80男单首轮中，张之

臻以3：6、6：3、6：4上演逆转，继那不勒斯站之后15天内
再次击败世界排名第163位的20岁本土球员泽皮耶里，
将在次轮迎战芬兰“00后”球员维塔宁。凭借本场胜利，
张之臻收获7个积分，即时排名升至第97位。
ATP1000巴黎大师赛男单次轮，德约科维奇全场没

有送出破发点，以7：6（1）、6：4击败美国选手克雷西，取
得对美国球员的24连胜。冠军积分排名第10位的德约
科维奇，以温网冠军的身份直接入围都灵年终总决赛单
打8人名单。

本报讯（记者 李蓓）在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积极倡导和推动下，由天津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天视体
育、金昇体育共同主办的“环中国汽车集结系列赛”将在
11月下旬在天津正式启动。
环中国汽车集结系列赛是一项跨区域合作的顶级汽

车自驾活动。其举办的目的就是要以环中国自驾的形
式，影响和引导广大自驾爱好者积极参与到这项运动中
来，通过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提升生活品质并从中体验
到真正的快乐和健康。
本次环中国汽车集结系列赛共设置6站，分别为：1.

东南沿海站；2.西南云贵站；3.西南川藏站；4.西北新疆
站；5.东北北极站；6.东北东极站。上述6站活动计划在
两年内完成。
第一站东南沿海自驾活动将在11月26日从天津发

车，途经舟山群岛普陀山、莆田湄洲岛、汕头南澳岛，最终
抵达海南岛。参与活动的车手将获得参赛证书。

本报讯（记者 梁斌）第36届世界蹦床锦标赛将于11
月16日至19日在保加利亚索菲亚举行。本次赛事是蹦
床项目首次使用巴黎奥运周期新规则的一届世锦赛。中
国蹦床队参加本届世锦赛的12人大名单出炉，东京奥运
会女子蹦床冠军、天津名将朱雪莹领衔出战。
中国蹦床队已于11月1日晚赴法国进行为期11天

的赛前适应性训练，11月13日赴保加利亚索菲亚参加世
锦赛。

中国小将世界排名再创新高

环中国汽车集结系列赛将在津启动

直播提醒：今日17:30TJTV-5

山东泰山队VS天津津门虎队

记者观察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晚，在本赛季中国
男排超级联赛第一阶段首站B组的比赛中，
单外援出战的天津食品集团男排以1：3不敌
双外援出战的河北男排，4局比分为25：19、
20：25、24：26和19：25。今天17:30，天津男排
将对阵江苏男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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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局，天
津队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下，在帕夫洛维奇的发
球轮中将比分反超为6：5，此后张昕宇、罗壮
拦网连续得分，天津队以10：8领先。后半
局，天津队频频抓防反机会得分，以20：14
领先。面对派出两名乌克兰外援主攻波卢
扬和二传辛尼察出战的河北队，天津队以
25：19赢下首局。本局，天津队拦防做得很
好，有效遏制河北队重点进攻人的发挥。
第2局14：18落后时，天津队用主攻袁

党毅换下杜海翔。河北队本局用发球有效
冲击天津队的一传，以25：20扳回一局。
第3局2：4落后时，主攻袁党毅意外受

伤下场，杜海翔替换其出场。天津队在
24：21领先时，一传出现波动，一攻受阻，河
北队抓住机会以26：24赢下这关键一局。
第4局局末阶段，天津队打得有些急躁，

自身失误增多，河北队抓住机会以25：19赢
下制胜一局。

心态急 失误多

天津男排不敌河北队

■ 本报记者 张帆

宋代名画《落花游鱼图》中，一尾尾游鱼
在技术加持下恣意游跃、活泼自在，为古朴的
水墨画平添几分灵动；撒贝宁隔空对话女史
家班昭，用戏剧的方式真情演绎班家两代人
接续修撰《汉书》的故事……近期，《典籍里的
中国》第二季、《诗画中国》《拿手好戏》等文化
类节目持续热播，通过多种创新形式解读传
统经典，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发扬。

“活起来”的诗与画

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近日播出了第
五期节目，“高科技+好表演”为观众呈现了
一个个“神仙舞台”，在诗画对谈中呈现历久
弥新、含蓄隽秀的“中国美”。
《出水芙蓉图》页、《牡丹二十四种图》卷、

《落花游鱼图》卷等名作采用“没骨法”的绘画
技巧，《长江万里图》卷以水墨勾勒出浩渺的
长江之景，宋人《摹顾恺之斫琴图》卷以“高古
游丝描”将斫琴师仪态动作清晰描绘……古
人笔下的氤氲丹青在现代视听技术的演绎下
一点点变得立体、生动、鲜活，“活起来”的诗
与画用影像表情达意，在技术赋能下成就当
代中国式意象美。
中国传统诗画的特点是“寄情山水，志存

高远”。通过诗画经典作品普及文化知识、引
发文化兴趣、凝聚文化自信也是《诗画中国》的

重要功能之一。周敦颐在《爱莲说》里表达的
对君子之风的追求，嵇康在《琴赋》中透露出的
“斫琴的本意是斫心”的修炼之法，赵芾在《长江
万里图》卷中展露的对壮美山河和长江儿女的
热爱……节目通过一件件艺术珍品引申出古
代文人的生平事迹，进而展现他们毕生追求的
刚正气节，解读中国文人的风骨与神韵，看到
他们“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非凡气度。

戏剧演绎传习文化典籍

近日，《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播出了第
二期节目，“当代读书人”撒贝宁跨时空对话
女史家班昭，探寻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汉书》的著书故事。
节目首度从女性视角切入，以班昭为主线

串联起班家两代四人围绕《汉书》跌宕起伏的
命运，以及班昭从懵懂少女成长为一代大家的
故事，展现出中国历代史学家代代传承的责任
感与使命感。在节目尾声，老年班昭与两位兄
长用一生所守告慰去世的父亲，跨越时代的情
感共振让众人瞬间热泪盈眶。如同节目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编审张欣所
说：“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优秀历史文化始终
是我们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以戏剧化的传奇叙事展现典籍背后的故

事，使得每一期节目播出后都会掀起一股“典
籍热”，也诞生了许多新时代的“典籍故事”：9

岁小学生将孙武20多岁隐居茅屋完成《孙子
兵法》的热血故事写进作文；农学专业大学生
看到《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年轻时躺在稻
田里发愿写利国利民的书，感觉找到了知音；
一位初为人父的观众为萌娃讲述《尚书》中大
禹治水定九州、周武王牧野誓师的故事……
中华传统文化不是艰深晦涩的古董，而是能
够永远给予中华儿女精神滋养的源头活水。

让年轻人爱上传统戏曲

沉浸式戏曲研学文化节目《拿手好戏》近
日收官，王宝强、尚雯婕、李斯丹妮等20余位
跨界演员，以及青年戏曲演员展开戏曲研学
之旅，从点滴知识到唱念做打，从一招一式到
舞台创演，让研学班学员真切地感受到戏曲
演员“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炙热情怀
与坚守。
节目溯源京剧、越剧、豫剧、黄梅戏等戏

曲剧种的地域文化，通过创演者的第一视角，
展现各戏曲剧种的多彩风景，京剧的韵味醇
厚、黄梅戏的明快流畅、豫剧的铿锵有力、越
剧的清悠婉丽，在一档节目中多维展现，碰撞
融合成了戏曲世界迷你版的“百科全书”。
同时，节目以趣味性、互动性十足的环节

设置来普及戏曲文化知识，观众与研学班学
员一同在古香古色的考场中答题，跟随王珮
瑜、何赛飞、吴琼、小香玉等几位戏曲名家学
到了不少戏曲知识。《拿手好戏》通过节目创
意降低了戏曲的专业门槛，以年轻人看得懂、
感兴趣的方式，让戏曲艺术形式和其中蕴含
的东方美学意蕴普及化，让传统文化的魅力
可亲、可近。

文化观察

本报讯（记者 张帆）第31届中国电视金鹰
奖暨第14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将于11月4
日至7日在湖南长沙举办。在昨天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公布了本届金鹰奖提名作品名单。
其中，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西青区
委联合出品，天津华光纪录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承制的电视纪录片《过年的画》成功入围。
《过年的画》以《岁岁年年》《点染丹青》

《画里新风》《老城味道》《年画回家》5个主题
板块，展现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前世今生，讲述了一代
代杨柳青年画的守望者和与之结缘的人物故

事。片中刻画了30多个饱含情感的人物故
事，用真实的生活细节、人性的情感温度，呈
现在社会变迁、生活方式巨变的大历史时空
下，杨柳青木版年画的社会价值、美学价值、
文化价值，以及当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
保护、传承、发展的思考。
该片于今年2月12日在央视纪录频道首

播，后续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第一频道、天津卫

视、河北卫视、江苏卫视等16个电视频道热
播，并在央视频、爱奇艺、学习强国等多个平
台播出，得到了业内人士、专家学者的一致好
评和广大观众的喜爱。
同时，发布会上也公布了金鹰奖各类别

电视作品的提名名单。《人世间》《山海情》等
36部电视剧，《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
年》《过年的画》等15部纪录片，《大地颂歌》

《时间的答案》等8部电视综艺（文艺）节目以
及《冰球旋风》《林海雪原》等8部电视动画片
成功入围。提名作品中将最终产生最佳电视
剧1部、优秀电视剧8部，最佳电视纪录片2
部，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1部，最佳电视
动画片1部，以及最佳电视剧编剧、导演、男
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电视节目主持
人各1名，共20个奖项。

电视纪录片《过年的画》入围第31届金鹰奖

《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 视频截图

本报讯（记者 张帆）近日，国家公共文化云热力排行
榜（2022年1月—9月）正式发布，由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
主办，天津市群艺馆承办的“多彩的中国”天津市第六届
“你好，天真”少儿创意美术系列活动入选，其浏览量超
16万次，点赞数超1.5万次。
据悉，该榜单依据国家公共文化云各资源内容的访问

量、搜索量、点赞量、互动量，以及地方资源发布量等因素综
合排名。“你好，天真”天津市少儿创意美术系列活动自2016
年创立至今，深受孩子和家长的欢迎。通过各类美术创意
体验活动来调动、激发和培养孩子们对美术的兴趣。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近日，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新
书《为曲艺大家站台：姜昆序跋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
版，这是姜昆20余年序跋的首次结集出版。
该书收录了姜昆为张寿臣、郭启儒、单田芳、王毓宝、

陈涌泉、李伯祥、魏文亮、梁左、常宝丰、常贵田、孙晨等曲
艺名家及曲艺著作所作的序或跋，涉及相声、评书、快板、
京韵大鼓、山东快书、河南坠子、二人转、京东大鼓、天津
时调、梅花大鼓、南音等多个曲艺种类，不仅彰显了近20
年曲艺发展的辉煌，而且通过曲艺人、曲艺事、曲艺情，回
望了曲艺发展的辙痕。

天津河北梆子剧院一批剧目将陆续与观众见面。图为

演员正在排练。 本报记者 姚文生 通讯员 王建 摄

《为曲艺大家站台》出版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文艺频道

18：15 女人如花（2、
3、4）

■周远方畏罪潜逃，
音信全无。介绍白玉萍与
周远方相识的青年摄影师
莫笛心怀愧疚，到处寻找
周远方，却一无所获。白
玉萍一出拘留所，就赶到
周远方家打听他的下落，
却遭到周母的辱骂。恍惚
之下，她来到莫笛的住处，
想通过莫笛知道周远方为
什么要这样对待她。

都市频道

21：00 母 子 连 心
（16、17）

■道哥等人仍然被潘
大龙纠缠，为了让不明真
相的他理解李贞的大爱，
道哥首次与他正面对峙。
原来道哥、张力包括死去
的吴小东等人都是孤儿。
在寻找儿子的过程中，化
名为李贞的李响遇到了他
们，于是她与温慕仁将他
们收养在仁济孤儿院。

影视频道

19：00 军刺（27、28、
29、30）

■愤怒的兰如剑和
云空杀了潜伏在周围监
视他们的日本武士。穆
雪飞赶往谭队长家通知
黄鸣锋。与此同时，潜伏
在城里的游击队员回来
汇报，兰博士已经被转移
到日军总部。夜里，因为
迟迟没有得到武士的消
息，杉木感觉到出事了，
立刻致电龟田。

天津卫视

19：30 运河边的人们
（5、6）

■大运河边有一座千
年古镇，由于年久失修变
得破烂不堪，镇政府接到
市里下发的关于整治大
运河的文件后，决定把古
镇破旧的房屋和桥梁全
部拆掉，搞一个旧貌换新
颜的政绩工程。梁教授
心急火燎地赶到古镇，直
接闯进正在召开的镇办公
会现场，反对简单粗暴地
一拆了之。

21：20 跨时代战书

■本期节目迎来了
3位挑战者。其中，李赛
是第五代皮影戏传承人、
精灵梦皮影艺术团创办
者，家族皮影戏艺术已有
百年传承；李刘标是土生
土长的农民歌手，唱歌是
他劳动时最大的乐趣；赵
责宇是一位独具“魔力”
的心理专家，他将为观众
现场展示推理嘉宾手机
密码的好戏。

天津卫视（101）

19：30运河边的人们
21：20 跨时代战书
天视2套（103）

18：15 女人如花
20：30 鱼龙百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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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 直播：2022
年中超第23轮 山东泰山
队VS天津津门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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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