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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队今日能否出战存变数

津门虎队尊重对手专注比赛

美术展、书法展、手迹展、科普展等一系列展览推出

文博场馆全新展览精彩亮相

老盐场变身网红打卡地

“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本报讯（记者 张帆）在“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
入围作品中，《汉沽七彩盐田》讲述了天津汉沽长芦盐场
的历史故事。
《汉沽七彩盐田》时长仅1分钟，就将长芦盐场的历

史讲述出来，让人陡然升起对这片盐场的兴趣。航拍的
镜头聚焦汉沽七彩盐田的美景，配以音乐，增强了短视频
的趣味性、故事性和历史性。视频作者刘璐是一名摄影
爱好者，他说：“天津不仅是一座中
西合璧的城市，也是一座古今交融
的城市。我希望通过更多的视角、
更多的形式，讲好天津的故事，将这
座城市里有特色的建筑、民俗、历史
记忆呈现给大家。”

天津乒乓球高尔夫球赛事传捷报
最近几天，天津津门虎队的备战有些特

殊，因为围绕着他们今晚要相遇的本赛季中
超联赛第24轮比赛对手河北队，连续发生了
很多事。
继前天中国足协官方宣布处罚河北队3

分，他们的赛季积分“归零”后，昨天下午，河
北足球俱乐部也发布了一份官方说明，并在
说明的最后表示，后续是否正常参赛，要与
球员们协商，尊重球员们的选择……这就
意味着，理论上，河北队随时有放弃比赛的
可能。
河北足球俱乐部发布说明的时间在

16:28，彼时，河北队由代理领队出席的“一
句话赛前新闻发布会”已经结束，球队16:00
开始的训练，正在海口观澜湖训练基地7号
场地进行中；彼时，开始于16:25的津门虎队
赛前新闻发布会正在进行，开始于16:30的津
门虎队训练，球员们已经抵达离河北队不远

的观澜湖训练基地1号场地。
在已经知晓河北队被罚分，但对河北

足球俱乐部发布说明并不知情的状态下，
天津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表示：“河北队
是值得尊重的一支球队，我们不能有丝毫
的大意，我们要认真研究部署，打好这场比
赛。”一起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津门虎队前锋
贝里奇则说：“就像主教练说的，我们应该
尊重对手，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去踢好这

场比赛。”
稍后，津门虎队训练时，大家便已经了解

了河北队面临的最新情况，主教练于根伟再
次提醒队员们专注备战和比赛，并且在比赛
中不能有任何与尊重比赛、尊重对手相违背
的情况出现。
昨天晚上，津门虎俱乐部发布了官方战

前海报，主题为“同心”，除了显示要团结一心
打好比赛，也表达了“人同此心”之意，这是对

河北队的理解与关心。截至昨晚发稿时，河
北队方面并未有任何可能退出今天比赛的信
息传出。

本报记者 顾颖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北京时间昨天，2022—2023
赛季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盐湖城站进入第2个比
赛日争夺。年轻的中国队在 2000米混合团体接力A
组决赛中力压韩国、美国和荷兰队，以2分37秒153的
成绩夺冠。这是中国短道队在本赛季世界杯比赛中
收获的首金，也是新奥运周期、新赛季中国冰雪项目
在国际赛场赢得的第一金。
由于盐湖城是高原赛场，使得运动员在比赛中的

体力消耗更大，中国队也在抵达赛区后出现身体不适
的反应。王晔、公俐等几名年轻的主力因感冒发烧无
法上场，经验丰富的林孝埈腰部受伤退出比赛。中国
队在男、女接力和混合团体接力项目遭遇几乎无人可
换的不利局面。重压之下，由李文龙、张楚桐、钟宇晨
和王欣然组成的中国混合接力队不畏强敌，最终以2
分 37秒 153力压韩国队0.028秒，拼下一枚宝贵金牌。
美国队以2分37秒687获得铜牌，荷兰队名列第4。
中国短道队领队刘辰宇介绍，“人员不整尤其对

接力赛产生巨大影响，在几名主力队员缺席的情况
下，小将们顶住压力而且拿下新赛季首金，这枚金牌
意义重大。”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利物浦体
操世锦赛昨天展开单项决赛争夺，韦筱圆以
14.966分蝉联女子高低杠冠军，这是中国队
在本届世锦赛收获的第 2 金。邹敬园以
0.067分之差屈居男子吊环亚军，张博恒因伤
退出男子自由操决赛。
去年在日本北九州世锦赛，韦筱圆首次

参赛即获得高低杠冠军，今年与队友罗蕊合
力出击。决赛倒数第2个出场的韦筱圆成功
卫冕，比自己的资格赛成绩提高了0.366分。
资格赛排名第一的罗蕊出现失误，以13.800
分排名第6。韦筱圆表示：“我不知道怎么形
容现在的感受，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成功卫冕，
这增强了我在巴黎奥运周期拼搏的自信心，
对拿到奥运金牌充满了期待。”
男子吊环决赛，资格赛排名第2的邹敬

园在下法时未能站稳，最后只以0.067分的
微弱劣势获得亚军，土耳其选手阿德姆·阿
西尔夺冠，尤浩以14.600分排名第5。英国
选手莫兰以14.533分夺得男子自由操冠军，
日本选手桥本大辉14.500分获得亚军。爱
尔兰选手麦克克莱纳汉以15.300分获得男
子鞍马冠军，美国选手凯莉和琼斯包揽女子
跳马冠亚军。
中国选手还将参加3个单项，其中欧钰

珊在平衡木资格赛时排名首位，作为资格赛
头名的邹敬园将冲击男子双杠金牌，孙炜和
张博恒携手出战男子单杠决赛。

昨天从天津小球运动中心接连传来好消息，在有着
“地表最强乒乓球赛”之称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上，天津
女团获得铜牌，实现近20年来的重大突破。由小将出战
的天津高尔夫球队，一举夺得全国锦标赛女团和女子个
人两块银牌。
进入新周期，天津女乒改革创新推行“两个教练组

制”，目的就是促进队内竞争，给更多年轻人机会。此次
在湖北黄石举行的全锦赛，国家队主力悉数出战。天津
女乒由刘炜珊、齐菲两位国手领衔，带领平均年龄16岁
的周倩婷、苏馨、张恩润出战。姑娘们一路过关斩将闯入
4强，最终收获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年仅16岁的周倩
婷，不仅在小组赛中表现出色，在淘汰赛中同样立功，8
进4对阵山西队时，贡献宝贵一分。天津女乒上一次登
上全国大赛领奖台还是2005年十运会，当时李楠/唐娜
获得女双亚军。时隔多年，天津女乒再享荣光，新周期也
有了更多憧憬。
由于主力队员殷小雯、殷若宁、王馨迎、李淑英均在

国外征战，天津高尔夫球队派出了平均年龄不到17岁的
年轻阵容出战在重庆进行的全国锦标赛。赛前，女团的
目标是前6名。最终，由孙嘉泽、薛梓萱、庞润芝、黄金津
出战的天津队收获女团银牌，孙嘉泽获得个人亚军，成绩
大大超出预期。深厚的后备人才储备，是天津高尔夫球
队蓬勃发展的基础。年轻球员的快速崛起，也让人们看
到了队伍发展的更大希望。有了小将们挑大梁，几位征
战国际赛场的主力，将更安心去拼抢奥运积分，为巴黎奥
运会蓄力。 本报记者 苏娅辉

体操世锦赛 中国队再获1金1银
河北队前途未卜

短道速滑世界杯盐湖城站

中国队夺混合团体接力冠军

本报讯（记者 张钢）第18届中美电影节和中美电视节日前
在美国洛杉矶拉开帷幕，中视美星（天津）影视文化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出品的《家有儿女之神犬当家》入选电影节开幕式影片，
并荣获年度最佳中美合拍电影奖和年度最佳新晋制片人奖。
该片由梅根·福克斯、查普曼·斯蒂尔、林永健、侯明昊

等主演。故事讲述肖肖和他的美国好友奥利弗一起研发
“思维神器”，却不小心将自己的父亲老沈与奥利弗的宠物
狗亨利卷入到实验中。奥利弗的家庭危机以及科技大亨
米尔斯的出现让情况更加复杂，两位少年和宠物狗联手应
对这场危机。
据制片人吴卫民介绍，这部中美合拍片是在天津立项，中

国的戏份也是在天津拍摄完成的。影片在讲述科技少年的人
生成长外，还加入了当下流行的元宇宙概念，以此开启元宇宙
中的“家有儿女”。在中美电影节获奖后，该片计划于明年年
初与中国观众见面。

《家有儿女之神犬当家》讲述科技少年成长

津产电影荣获中美电影节大奖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天津图书馆文化中心馆区、海
河教育园馆区、贵州路绘本馆即日起恢复开馆。复康路
馆区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读者须通过“天津图书馆”微信公众号预约进馆，严

格限流。入馆时须严格落实戴口罩、“一米线”等疫情防
控措施，配合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码、行程码、72小时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扫描场所码并进行体温检测和安检。
因闭馆产生的书刊逾期服务费全部免除，即在2022

年9月2日前外借书刊的到期日顺延，顺延天数为65天。

本报讯（记者 申炜）由于未能在7月31日
前解决不低于30%的历史欠薪总额问题，河北足
球俱乐部受到了中国足协扣除联赛积分3分的
处罚。昨天，河北足球俱乐部发布情况说明，
表示将与队员商议是否继续参加中超联赛。
在河北足球俱乐部的公告中做了5点说

明。俱乐部投资方自2020年起遭遇重大经营
和资金困难，各项支出受到严格限制。但俱乐
部从未回避球员欠薪问题，今年7月31日前，
除某离队高薪球员存在争议无法满足中国足
协解决欠薪的要求外，其余欠薪均已补齐。近
3年来，投资方对俱乐部累计净投入为3.88
亿元，今年年初至今的投入为3000余万元，
用于支付球员欠薪、维持俱乐部日常经营、保
障一线队和青训梯队训练比赛。
不过河北足球俱乐部公告的内容，随后

遭到了河北队球员的反驳，共有29名球员签
字并且联合发表了声明。河北队球员透露，
本土球员并未收到30%欠薪，而且大部分球
员的2022年工资更是未发放一分钱，希望俱
乐部出示转账记录和球员签字确认的证据。
针对河北足球俱乐部在此前公告中的表

态，如果比赛球员数量未达到要求人数，俱乐
部将尊重大多数球员意愿，退出中超联赛，河
北队球员在回应中表示，从未表达过退赛的
意愿，是否退出联赛应该是俱乐部和投资人
决定的事情。
河北队球员透露，在欠薪长达3年的时

间里，没有人放弃过比赛，甚至都没有缺席过
一堂训练课。球员们呼吁，希望中国足协和
有关部门能够切实履行职责，保护球员的合
法诉求和权益。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天津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馆藏
精选提要丛书·近代日文文献资料汇编》近期由天津教育
出版社出版，这是天津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首次尝试进行
外文文献整理汇编工作的首部成果。“唤醒”古籍，不仅让
读者一窥“他者”视角下的中华文明，也为当下新时代的
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历史参考。
天外图书馆五大道校区分馆的“特藏”书库荟聚了约

2万册古籍文献，尤以近代外文文献最具特色。这些文
献涉及英、法、俄、德、日等多个语种，涵盖语言、文化、哲
学、历史、艺术等诸多学科门类，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
2020年6月，天外图书馆启动“特别馆藏数字化建

设”项目，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特藏古籍的电子版留
存。2021年全年，天外图书馆抢救特藏文献古籍突破
120万页，共有640名学生、229名教师参与志愿扫描。
《近代日文文献资料汇编》精选了近百种近代日文文

献，每种文献通过书目基本信息、内容述评和书影3部
分，凝练展示该文献的主旨精华。全书收录文献类目丰
富，体裁多样，融通中外，既有当时日本各界对中国文化
的研究成果，也包含对日本自身各领域的探索总结。

本报讯（记者 张帆）大型纪录片《航拍中
国》（第四季）今晚21:0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CCTV-1)首播；11月9日起，总
台央视纪录频道(CCTV-9)每晚20:00播出。
作为自2017年开播以来体量最大、创作

规模最大、拍摄难度最大、创新特点最突出的
一季，《航拍中国》（第四季）展示中华大地的
绝美物境，勾起魂牵梦绕的乡愁情境，具现历
史文化的思想意境，共呈现北京、广西、青海、
湖北等11个省级行政区的自然生态、人文景
观、经济社会发展面貌，展现新时代的中国形
象、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之治。
作为该系列纪录片的收官之作，《航拍中

国》（第四季）关注不同地域的区域特性、风土
文化，从自然地理到城市建设，从传统民俗到
现代文明，以串联方式构建深层次叙事，以自
然生态推动对历史人文、社会形态的深刻探
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天外图书馆馆藏精选提要丛书首部成果出版

“唤醒”古籍促文明交流互鉴

《航拍中国》（第四季）今开播

天津图书馆部分馆区恢复开馆

韦筱圆蝉联女子高低杠冠军 新华社发

■ 本报记者 刘茵 翟志鹏

昨日起，我市各大文博场馆在严格落实新
冠疫情防控措施前提下，有序恢复对外开放。
开放首日，文博场馆推出新的展览，以飨市民。

天博两大展览“上新”

天津博物馆恢复开馆首日推出两个新展
览，“饰戴风华——江西省博物馆藏明代王妃
首饰展”和“嘉陵江上——抗战时期美术作品
联展”。
“饰戴风华——江西省博物馆藏明代王

妃首饰展”展出江西省博物馆藏明代王妃首
饰136件（套），折射出多彩的明代历史文化
画卷。熠熠生辉的头饰，流光溢彩的耳饰，晶
莹剔透的项饰，优雅精致的腕饰，别致典雅的
指饰……各式明代王妃的首饰，不仅是明代
藩王妃生活的缩影，更是古代工匠才华与智
慧的结晶。
“嘉陵江上——抗战时期美术作品联展”

遴选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天津博物馆所藏
精品，旨在展示在那段抗日救亡特殊年代里
美术家们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坚定的民族

文化自信心，更寄宏愿于现实主义的艺术精
神贯彻于现当代美术文化发展中，承接于当
下的民族文化建设中，作用于中华民族文化
新的伟大复兴中。
目前天津博物馆开放的展览还包括“天

津人文的由来”“中华百年看天津”“砚拓——
天津博物馆藏古砚与拓片展”“镜影——天津
博物馆藏铜镜展”“币览春秋——馆藏历代钱
币展”“瓷都芳华——馆藏明清景德镇窑瓷器
展”“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展”等。

周邓馆推出周恩来南开作文赏析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目前开放区域为主
展馆、仿建的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展区、周恩来
总理专机展区、“新海门”号船舶展区和湖边
长廊展区。
恢复开馆首日，周邓纪念馆于前广场文

化长廊推出“少年强则中国强——周恩来南
开作文赏析”展览。1913年8月，15岁的周恩
来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在这里度过了4年的
中学时光。周恩来在校读书期间，在所有的
学科中，“国文则早露头角”。他完成老师布
置的作文现存 52 篇，共计 7万余字，始于

1914年，止于1917年，包括论、记、传、启、书、
序、感言等多种文体。每篇作文都经老师批
改并加了评语，价值十分珍贵。
展览将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期的50篇

作文手迹进行展示，并对内容进行深入解
析，集中展现出中学时期周恩来思想成长的
轨迹以及他“改良社会”“欲救神州”“将来出
而任社会事、秉国家钧”“作砥柱于中流”的
伟大抱负，同时也反映出南开学校对学生立
志、修身、成才以及爱国思想的培育，教育引
导青少年以周恩来为人生楷模，争做新时代
的追梦人。

书法作品展本周亮相美术馆

天津美术馆目前开放的展览有“第十三
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书法篆刻作品展”和
“静净藏器 本立道生——孟宪维书画展”，本
周将开展的有静海区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书
法作品展。
其中，“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书

法篆刻作品展”展出来自全国30个省（区、
市）的书法、篆刻佳作共计300余件，既包含
艺术成就突出并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著名书法

家和篆刻家的新品，也有从公开征集渠道严
格遴选的中青年新秀力作，还有多件我国著
名书法家受邀配合天津美术馆场地而特别创
作的佳篇，诸体兼备、风貌多样。

自然博物馆举办特展讲述大熊猫的故事

昨日，由天津自然博物馆联合重庆自然
博物馆推出的特展“熊猫时代——揭秘大熊
猫的前世今生”在天津自然博物馆开展。
该展览以揭秘大熊猫前世今生为主题，

共展出大熊猫、小熊猫、巴氏大熊猫骨架化石
等近60件珍稀精美的标本，全面介绍大熊猫
演化与保护等领域的最新科研进展，系统讲
述大熊猫与人类同行800万年的演化故事。
展览分为五个板块，其中“熊猫与天津”特色
板块，介绍了大熊猫在天津的历史与现状。
展览将持续至12月15日。
平津战役纪念馆、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

物馆等也于昨日恢复开放。
为了防止人员聚集，各大文博场馆实行

观众总量控制、分时分流入馆。观众入馆前
需主动扫描场所码，出示行程码和72小时核
酸检测证明。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运河边的人们
21：20非你莫属
天视2套（103）

18：15女人如花
20：30 最美文化人
天视3套（104）

19：00飞哥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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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面胶
天视5套（106）

18：50直播:中超第
24轮 天津津门虎队 VS
河北队

教育频道（107）

20：10百医百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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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如花（14、
15、16）

■白玉萍到委托行变
卖了手表和自行车，准备
凑钱还给莫笛。可钱还是
不够，白玉萍又赶回家翻
出父母的遗物准备拿去变
卖，正好被老瘪大姐碰
上。震惊的大姐明白了白
玉萍要和老瘪过下去的决
心和苦心，她终于从心里
接受了白玉萍……

20：30 最美文化人

■本期节目的嘉宾是
天津作家王松。他著有
《红骆驼》《烟火》《暖夏》等
作品，获得多个文学奖
项。本期节目走进王松的
创作空间，探知他的文学
世界。

都市频道

18：05家居大变身

■老两口住了20多
年的老房子，出现越来越
多的问题，如何改造才能
让老两口住得舒适安
全？全屋定制家居五花
八门，如何选择结实耐用
的定制产品？敬请关注本
期节目。

21：00母子连心（24）
■正当杨二宝苦恼

古柏度的失踪时，古柏度
打来电话，在一个废弃钢
厂约见杨二宝。李贞判
断，古柏度之所以出卖潘
大龙，让杨二宝躲过潘大
龙的拦截，是出于对潘大
龙的保护。她还预感到
古柏度将与杨二宝同归
于尽……

双面胶（1）
■胡丽娟是个典型

的上海姑娘，嫁给了素以
豪迈著称的东北男人。
她和丈夫李亚平贷款买
房，首付两个人凑了些，
丽娟家又出了 13 万元，
亚平家也出了 2 万元。
就这2万元，成了亚平与
他爸妈长途电话里的热
门话题……

天津卫视

19：30 运河边的人们
（13、14）

■罗大成来找路长
河，说自己种的白茶长势很
好，但是不知道如何把叶子
换成票子。于是，路长河又
找到周海涛，采用激将法，
说这茶叶会给周海涛带来
大展宏图的新机会……

21：20 非你莫属
■本期节目，天津传

媒学院戏剧影视导演专业
在读学生杨一纯想寻求新
媒体、旅游、宣传、策划、销
售的实习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