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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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五大道的一匹马》中，吕承刚团队通过
一匹名叫“贝帝”的马自述，带领大家漫游五大道。
视频中，“贝帝”带着中外游客沉浸在五大道的迷人

景色中，呈现出来的是人们一张张幸福的笑脸和天津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景象。吕承刚
说：“我们这条视频作品，在全网点击
量已经超过30万次，不少网友留言说
想来天津，这么多人喜欢我们的作品，
喜欢五大道，喜欢天津，我们特别高
兴，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贝帝”带您漫游五大道

“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阅读活动暨农民读书节经典诵读分享会举行

浓郁书香凝聚精神力量

鼎天四季拍卖会明日举槌

津门虎队1:4败走泉城

直接获得2024年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

中国男团问鼎体操世锦赛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晚上，天津津门
虎队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23轮比赛中，1：4
不敌卫冕冠军山东泰山队，纵观本场比赛，津
门虎队输在上半时。
综合考虑之下，本场与中超阵营中最强

劲的对手山东泰山队交锋，津门虎队对首发
阵容作了深度轮换。率先登场的，超过半数
都是本赛季开赛以来较少首发的球员。从这
一安排可以看出，津门虎队教练组希望队员
们能够集中精力“扛住”上半时，下半时再适
时派遣主力队员登场变换节奏、争取机会。
但是面对近期伤病情况逐渐好转、整体

气势正盛的山东泰山队，津门虎队的队员们
刚一开场非常不适应，不到1分钟，就被山东
泰山队陈蒲攻破大门，第6分钟，又被陈蒲梅
开二度。两球落后一下子打乱了津门虎队的
赛前部署，也导致场上队员的心态出现一些
波动，第34分钟，杨帆又在陈蒲抢点攻门过
程中，防守出错送出乌龙球，山东泰山队带着
3：0的比分结束上半时比赛。
下半时开场后不久，津门虎队同时做出

4名球员的调整，梅里达、罗萨、巴顿、王嘉楠
登场使场上局面很快趋于势均力敌，津门虎
队在反复尝试给山东泰山队大门施压之后，
终于在第69分钟，凭借梅里达的远射破门。
不过很可惜，第80分钟，山东泰山队克雷桑
突破后将球传向津门虎队小禁区，安杜哈尔
防守过程中，也出现了乌龙球，最终比赛以山
东泰山队4：1取胜告终。
比赛临近结束，还出现了不和谐的一幕，

津门虎队梅里达和山东泰山队孙准浩两名外
籍球员，在拼抢过程中有身体接触之后，山东

泰山队守门员王大雷迅速上前，推搡梅里达
并出言不逊，在被双方队员解劝后，还二次上
前，伸手戳到了梅里达的眼睛。王大雷的这
一举动，被当值主裁判张龙出示了红牌，后续
还存在追加处罚的可能，这对志在卫冕的山
东泰山队，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赛后，替补登场并打进一球的梅里达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下半时津门虎队扭转局面
的想法很坚决，但是上半时比赛过早失球和
大比分落后，打乱了球队的整体部署。津门
虎队主教练于根伟表示，球队上半时踢得确
实不好，之前布置做好开局的战术思路没能
实现，这是本赛季开始以来，津门虎队比分输
得最多的一场比赛，回去要好好总结，调整好
心态和状态，打好后面的比赛。
实际上除了总结这

场比赛之外，津门虎队
在最近3场比赛中，出
现了4个乌龙球，这在
联赛中是非常罕见的，
也必须从整个防守体系
和球员心态方面去梳理
和寻求解决。今天中
午，津门虎队离开济南
返回海口，11月7日，他
们将在第24轮比赛中，
迎战目前排名垫底的河
北队。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体操世
锦赛昨天在英国利物浦展开男团决赛争
夺，中国队以 257.858 分夺冠，也是历史上
第13次夺冠，直接获得2024年巴黎奥运会
团体赛资格。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队在 6
个单项中除自由操排名第3外，其他5项均
排名首位。
男团资格赛上，中国队排名第4。与资格

赛“5+4+3”的赛制不同，决赛采用“5+3+3”赛
制。决赛中国队派出张博恒、邹敬园、尤浩、
孙炜和杨家兴上场，新科全国锦标赛全能冠
军张博恒一人上满6项。最终，中国队总分

超出资格赛7.929分，除单杠比资格赛低了
0.700分外，其余5项全部提升。而资格赛以
绝对优势排名榜首的日本队，则接连出现失
误，总分比资格赛低了7.300分。
邹敬园说：“我们预赛比得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们中国队就是这样，越是在困难的时
候越能迸发出信念的力量。”中国队教练王
国庆表示：“这应该是中国男队巴黎奥运会
的主要阵容，但这不是我们的最强阵容，未
来可能还会再充实一些。从策略上，针对新
周期的‘5+4+3’，我们在计划上、人员上证
明思路是对的，相信明年会更好。”

本报讯（记者 梁斌）北京时间昨天，在意大利女排甲
级联赛常规赛第4轮的比赛中，中国球员朱婷所在的斯
坎迪奇队主场以3：0战胜卡萨尔马焦雷队。朱婷在第2、
第3局中替补登场上演意甲首秀，全场得到6分，这也是
她时隔15个月后重返赛场。
自从东京奥运会后，朱婷一直因手腕伤势休战，上一

次比赛还要追溯到2021年7月29日。今年朱婷完成了
手腕手术，伤愈后选择加盟斯坎迪奇俱乐部，球队也是耐
心等待她恢复状态。第2局替补出场后，朱婷成为卡萨
尔马焦雷队的重点追发对象。短暂适应后，朱婷很快稳
定了一传，并斩获个人在意甲的首个扣球得分，斯坎迪奇
以25：23再赢一局。第3局，斯坎迪奇队在1：5落后时再
度派上朱婷，朱婷很快适应了二传的传球，本局进攻得到
4分，拦网得到1分，并凭借这个霸气拦网帮助球队拿下
赛点，以25：20赢下制胜一局。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昨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农村委主办，
市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武清区委宣传部、天
津广播电视台承办的“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主题阅读活动暨2022书香天津·农民读书节
经典诵读分享会”，在武清区陈咀镇庞庄村幸
福大院举行，现场向武清区农家书屋捐赠了党
的二十大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等。

专家讲读报告诠释乡村振兴

2022书香天津·农民读书节旨在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倡导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文明风尚，以浓郁
书香凝聚精神力量、提振士气，激励村民用奋
斗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从而不断提升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优秀读书人物、阅读推广人、书香之家、书

屋书吧管理员、村民、学生代表等参会，活动以
手语节目《听我说谢谢你》开场，穿插原创歌曲

《致武清的情书》演唱等节目。南开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健为村民讲读了党的二十
大报告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章节。
北运河北起北京通州，南至天津三岔河

口，在武清区境内穿越河西务、蒙村、蔡村、筐儿
港、杨村、老米店等村镇，留下很多文史资料、掌
故传说、诗词歌赋、人文轶事、影像资料。武清
区大运河文化历史专家李汉东为村民分享了
大运河的来历及相关历史文化故事。
此外，现场还举办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出版物学习宣传展示，
书香天津摄影作品展及“我的书屋书吧·我的
梦”少年儿童优秀书画作品巡展（武清站），“稻
香·书香”——享悦丰收展示。同时，阅读大篷
车将可口的精神食粮送到读者手中。

“一肩挑”分享乡村“蝶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抓党建促乡村振
兴，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
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基层党组织带领村民在

推进产业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移风易俗等工
作过程中收获更多幸福感。武清区庞庄村
“一肩挑”曹双林、渔坝口一村“一肩挑”段伶
伶分别介绍了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之路，暖
了村民的心，让村干部成为村民信赖的贴心
人的事迹。
从基础薄弱村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试

点村、从“落后村”到市级文明村，庞庄村的
“蝶变”有目共睹。曹双林举例说：“庞庄村
的老小学校是村民记忆最深的地方，随着
新的庞庄村中心小学的建成，老小学校荒
废了……现在，这里经过规划设计、施工建
设变成了幸福大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党
群服务中心，垃圾坑变成了健身广场和篮球
场，成了村民娱乐、休闲、健身的好去处。每
天傍晚，村民都会聚在这里，扭秧歌、跳健身
舞、打篮球、踩高跷，特别热闹。”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力量

源泉。“村民经常来书屋读书看报，以及有关
国家涉农惠农政策、种养业方面的书籍，大家
都认真阅读，还交流心得体会。孩子们也爱

来这儿自习、读书，阅读已成为大伙儿的生活
习惯。”曹双林介绍，庞庄村将农家书屋与新
时代文明实践、美丽乡村建设、传统文化传
承、科技素质培养等相结合，并围绕孩子、妇
女等不同群体开展多种主题阅读活动，让农
家书屋成为村民致富路上的“充电器”、乡村
振兴的“加油站”、书香天津的“助推器”。
作为渔坝口一村“渔村读书会”的倡议组

建者，段伶伶介绍：“我们有读书会章程，建了
微信群，经常开展阅读活动，还在书屋开设了
村民荐书架，大家推荐自己喜欢的书，在便签
纸上写下推荐理由、阅读感受。书架上已经
摆满了贴着五颜六色便签纸的书。”
村里人把书屋当成了“黄金屋”，书屋开设

的暑期小课堂备受孩子和家长好评。段伶伶
说：“我带领大学生志愿者为村内小学生辅导
暑期作业，组织名著诵读和阅读交流会，定期
举办手工制作、棋类比赛、观影等活动，还邀请
专家开办书法培训和党史知识讲座，为孩子们
发放‘阅读存折’并赠送《习近平用典》，鼓励他
们养成每天阅读以及读经典的好习惯。”

本报讯（记者 张帆）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进一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努力提升群众
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共同主
办的“新时代 新征程 新风采”天津市“千村百站”优秀社
团群众文化节目展演于10月底至12月组织开展，在我市
城乡基层大力营造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烈
社会氛围。
“新时代 新征程 新风采”天津市“千村百站”优秀

社团群众文化节目展演活动，为津城百姓搭建集中展
演、展示的平台，积极展现新时代津城文化建设丰硕成
果，营造热烈、浓厚的群众文化活动氛围。活动以各街
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为单位，组织发动全市各街镇、村
居的群众文化社团广泛参与，每个街镇可推荐2—5个
社团的群众文化节目视频，报送节目围绕“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新时代 新征程 新风采”为主
题，囊括音乐、舞蹈、模特、戏剧、曲艺、朗诵和民间艺术
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在此基础上，将评选出优秀节
目，通过学习强国、国家公共文化云天津频道、津云等
平台进行展示和推广，进一步活跃百姓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市委宣传部和市文旅局还将组织部分优秀社团群众

文化节目进行线下示范性展演。各区委宣传部和区文旅
局也将组织部分优秀社团群众文化节目进行基层巡演，
把惠民演出送到百姓身边。

本报讯（记者 张帆）近日，哔哩哔哩
（b站）对外发布2022国产动画片片单，
宣布《三体》动画正式定档，并将开启《三
体》动画全球共创计划。
今年以来，《三体》IP的影视化开发

颇受关注，流媒体巨头奈飞及腾讯视频
都先后发布了相关剧集的最新预告。
然而，最先与观众见面的则是动画版
《三体》。据悉，《三体》动画将于12月3
日在b站开播。该作品由b站主要出品
制作，《三体》原作者刘慈欣表示，动画
和科幻小说都是想象力的艺术，而动画
特别适合展现科幻小说的内容和意
境。同时，b站将联合制作公司三体宇
宙发起《三体》动画全球共创计划，邀请
世界各地优秀动画创作者，开拓多元的
合作模式，一起丰富《三体》动画的内容
空间。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记者自鼎天国际拍卖有限公
司获悉，鼎天四季第17期拍卖会将于11月5日在津举
槌，11月2日至4日在津预展。
据介绍，本次拍卖会有拍品百余件，包括“槐荫书屋”

旧藏孙其峰《墨梅图》、王学仲《隶书中堂》、史如源《封侯
图》等。还有诸多名家力作，如梅兰芳《红梅》成扇、贾广健
《荷花鸳鸯》、慕凌飞《虎啸图》、赵松涛《万山红遍》、溥佺
《风雨归舟》、霍春阳《大富贵》、杜滋龄《钟馗驱邪图》等。

本报讯（记者 张帆）反映脱贫攻坚伟大
实践的电视剧《那山那海》正在央视一套热
播。该剧以福建宁德地区山乡巨变为背景，
突出表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富民政策
指导下，地方党委政府带领畲族群众发扬“滴
水穿石”“弱鸟先飞”的精神，实行山海双线并
行的发展模式，带动畲族村寨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故事。
《那山那海》将镜头对准了倚山沿海的少

数民族畲族，以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富民政
策指导下，观风寨三兄弟带领畲族村民创造
美好生活为故事主轴，展现了闽东地区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的伟大成果。全剧“山”“海”
双线并行，细腻描摹了在陈越书记的带领之
下，在海边商人林源昌的帮扶之下，不同族群
共谋发展的和谐画面。该剧不仅再现了大山
人民的性格与品质，塑造了细腻感人的时代
奋斗者，传递了嘹亮的脱贫声音，还用个体的
致富人生、乡村的振兴彰显了共产党人为人

民谋幸福的历史使命，表达了对致力于乡村
振兴英雄们的缅怀与讴歌。
该剧导演张卫表示，借助福建的山、福建

的海，用心拍了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年代剧，
将大山人和海上人的生活特色、语言特色、文
化特色呈现给观众。

《那山那海》以现实笔触展现山乡巨变
动画版《三体》下月亮相

我市开展优秀社团群文展演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中超联赛进行
了第23轮比赛。武汉三镇队和山东泰山队
本轮都顺利取胜，继续保持着争冠势头。处
于降级区的河北队和广州城队遭遇输球，中
超两极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
在中超积分榜上，武汉三镇队和山东泰

山队并驾齐驱，保持着争冠的势头。本轮比
赛，两队都顺利取胜，甚至连比分都一样。武
汉三镇队主场迎战广州城队，斯坦丘开场就
取得进球。尽管吉列尔梅随后将比分扳平，
但随后武汉三镇队全面发威，戴维森梅开二
度，最终以4：1击败对手，凭借着净胜球优势
领跑积分榜。
输给强敌后，广州城队依然处于降级

区。积分垫底的河北队本轮也没有反弹的迹
象，客场0：6输给了成都蓉城队。从积分形
势来看，河北队降级只是时间问题，广州城队
依然排在倒数第三位，距离保级区只有两分
的差距。
浙江队此前创造了14场不败的中超纪

录，但本轮却被终结。主场面对深圳队，浙
江队迟迟打不开局面，外援穆谢奎甚至罚丢
了点球。深圳队上半时凭借杨博宇和亚历
山德里尼的进球，最终2：0击败对手。另外
一场比赛中，长春亚泰队和上海申花队0：0
握手言和。

新华社发

三镇泰山并驾齐驱

保持中超争冠势头

时隔15个月重返赛场

朱婷意甲首秀表现不错

《
那
山
那
海
》
剧
照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晚，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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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憾负江苏男排，遭遇两连败，5局比分为25：23、
22：25、25：20、18：25和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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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派出单外援主攻斯坦科维奇出战的江苏
男排，天津队在开局阶段一传受到冲击，以2：6落后。随
后，天津队在杜昊昱的发球轮将比分追至15：16。局末阶
段在21：23落后的情况下，天津队频频抓防反机会连得4
分，以25：23逆转赢下首局。第2局，天津队较快进入状
态，以7：3领先。而江苏队随后将比分追至14平。局末阶
段，天津队一传出现波动，江苏队抓住机会以25：22扳回
一局。第3局，张昕宇快攻得分，天津队以19：13领先。局
末阶段顶住江苏队的反扑，天津队以25：20再赢一局。第
4局，天津队一传受到冲击，江苏队以25：18扳回一局，将
比赛拖入决胜局。决胜局，天津队体能明显下降，一攻受
阻，自身失误增多，江苏队以15：10赢下制胜一局。

天津男排遭遇两连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