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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泉展望新赛季女排联赛

天津女排“敢”字当先 全力“冲”冠军

ATP年终总决赛即将开打

世界第一之争仍存悬念

WTA年终排名“金花”战绩不凡

虽然2022—2023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
赛天津渤海银行女排所在的第一阶段A组
比赛延期举行，但天津女排这支队伍没有
丝毫松懈，在主教练王宝泉的带领下，抓紧
时间全力做好新赛季联赛最后阶段的备
战。展望新赛季女排联赛，王宝泉坦言球
队将遭遇更多的困难和更大的挑战，希望
球队的年轻队员能在联赛中有所成长，全
队要“敢”字当先，不能“保”冠军，要全力冲
击冠军。
天津女排通过每天的科学训练，加强

球队的阵容磨合。新赛季女排联赛首次放
开外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给卫冕冠军天
津女排造成冲击。对此，王宝泉认为相比
上一个赛季，新赛季的争冠形势会更加激
烈，引进强援的北京队、山东队、上海队都
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在王宝泉看来，场
上队员必须要力拼每一个球，尤其是边攻
手要把那股拼劲、那股霸气展现出来。每
场比赛结束后，球队要从零开始，准备好下
一场的比赛。由于新赛季联赛，各参赛队
新周期的年轻队员纷纷挑起大梁，高水平

外援的增多也给了本土队员极佳的锻炼机
会，比赛会更为激烈、更具观赏性，所以像
王艺竹、陈博雅、刘美君、张世琦、李雅楠等
年轻队员需要通过比赛磨炼自己，进一步
成长和提高。
对于天津女排新赛季联赛的阵容位置，

最让王宝泉担心的还是李盈莹场上主攻对
角的位置。由于外援接应巴尔加斯基本上
不接一传，天津女排的一传体系很有可能是
两名主攻和一名自由人主接一传，像主攻小
将王艺竹要主接一传，这对她来说是很大的

挑战。王宝泉认为虽然王艺竹经过国家队
的锻炼，心态和技术上有提升，但毕竟在国
家队出战的机会不多，一传上还需磨炼。天
津女排近期的训练除了重点打磨王艺竹这
一点之外，也让一传保障能力突出的接应杨
艺客串主攻的位置，就是在保障好一传的情
况下，让接应巴尔加斯在场上专注于进攻。
王宝泉认为绰号“小美”的巴尔加斯在新赛季
联赛中，对手对她的研究会更为细致，拦防也
会更有针对性，所以球队相应在人员调配上
做出了预案。 本报记者 梁斌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WTA昨日公布了2022赛季年
终排名，其中斯瓦泰克和西尼亚科娃分别锁定女单和女双
世界第一。共有7位中国球员跻身女单前100，其中3人
闯入前50。4人排名女双前100，其中3人在前30。
虽然在WTA年终总决赛中意外止步半决赛，但斯瓦

泰克还是凭借整个赛季的出色发挥，以超过11000的积分
首次加冕年终世界第一，成为WTA历史上第15位、波兰历
史上第1位年终世界第一。她登顶世界第一已达32周，连
任周数在历史上名列格拉芙（186周）、辛吉斯（80周）和小威
（57周）之后，排名第4。西尼亚科娃本赛季搭档同胞克莱吉
茨科娃，先后在澳网、温网和美网等大赛夺冠，连续两年获
得WTA年终双打世界第一，这是生涯第3次获此殊荣。
中国球员方面，“津花”张帅列第24位，郑钦文排名第25

位，王曦雨排名第50位，再创新高。朱琳排名第62位，袁悦第
74位，王蔷第92位，王欣瑜第97位。双打排名方面，杨钊煊
第12位，“津花”徐一璠第15位，张帅第25位，韩馨蕴第70位。

在中超联赛过去的4轮比赛中，天津津
门虎队外援前锋贝里奇，有两轮比赛因伤没
有登场，不过在10月24日与武汉长江队的比
赛以及11月7日与河北队的比赛中，他都表
现很突出，不仅个人打入3球，也给队友创造
了机会。这样的收获，彻底“治愈”了贝里奇
之前连续13轮比赛没有进球的尴尬，也缓解
了他个人以及津门虎队的某些压力。
实际上，从今年2月规划来中国向津门

虎队报到，就经历了几次出发、辗转了几个
国家，到后来赛季刚开始意外受伤，再到伤
愈后比较长时间很难找到上佳状态……斯
洛文尼亚国脚贝里奇，在津门虎队中的工作
推进，似乎一直不太顺利，以至于了解他个
人能力，也非常认可他职业态度的教练和队
友们，都为他感到无奈甚至焦急。回溯过去

的某些不顺利，贝里奇说：“来到一个崭新
的联赛，适应的时间或长或短，我也在不
断反思，感觉自己对中超的了解和认知还
不够，另外和队友们的配合，也没有找到特别
合适的方式。随着时间的累积，我终于慢慢融
入球队的体系之中了。”

实际上，为了帮助贝里奇恢复水准和状
态，津门虎队的教练和队员们，都在努力想办
法，对此，贝里奇心知肚明：“过去这段时间，
队友们一直都在支持我，教练组也在鼓励我，
包括很多球迷给我留言，让我别放弃，我非常
感谢大家，我能够做的，就是努力训练、努力
调整自己。我还要说，我非常尊重主教练于
根伟，他过去是出色的前锋，所以在一些细节
上，给了我很多建议和指导，我们平时有很多
交流，我非常感谢他。”

天津津门虎

贝里奇（中）正在认真备战。

最近这两天，津门虎队除了认真

准备马上到来与长春亚泰队的比赛，

也在密切关注中国足协有关足协杯的

赛程发布，球队有意利用从完成与长

春亚泰队联赛比赛后，到足协杯与中

甲昆山FC队交锋前的间隙，返回天津

短暂休整。

结束U21国青队拉练 杨梓豪归队

U23球员规则恢复 津门虎规划阵容
昨天，天津津门虎队继续在海口观澜

湖足球训练基地，悉心准备11月12日与长
春亚泰队的比赛。之前一直跟随U21国
青队在克罗地亚拉练比赛的小将杨梓豪，
在回国并结束观察隔离后，昨天返回津门
虎队报到。

一转眼，杨梓豪被U21国青队抽调前
往克罗地亚已经近3个月，球队按计划参
与当地二级联赛，打12场比赛，同时还有

一系列热身赛。前半程，杨梓豪一直有比较
多的出场时间，但是很可惜后半程出现了伤
病，只能以恢复为主。在上月底整队返回国
内后，U21国青队在海口观察隔离，因此结束
隔离后，包括杨梓豪在内，母队正屯兵海口进
行联赛的多名球员，归队反倒非常便利。

昨天训练开始前，主教练于根伟带领大
家对杨梓豪归队表示欢迎，从跟队训练的情
况看，杨梓豪的伤情已经基本无大碍，不过刚

刚结束隔离，体能和状态需要进一步调整。
据了解，伴随着国青球员们返回母队，中超联
赛从本周末的第25轮比赛开始，将全面恢复
执行U23球员登场规则，曾被抽调U21国脚
的各队，不再享受U23球员登场豁免。

具体到津门虎队，也要重新考虑符合规
则、保证有U23球员在场上的情况下，整体排
兵布阵情况。另外，主教练于根伟昨天也和队
员们交流，本赛季中超联赛还有10轮比赛，要
想把赛季完成得更好，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加
倍认真对待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要拿出
把每场比赛都当作赛季最后一战的态度。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顾颖 摄影 赵博

贝里奇：很高兴我进球了，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

昨天接受采访的时候，贝里奇说：“我

是一名前锋，进球是值得高兴的，因为可

以收获信心。努力去赢得比赛，是作为球

员的共同想法，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也

要尽可能多进球，帮助球队取得胜利。”

随着巴黎大师赛落幕，2022年ATP年终总决赛男单
和男双名单正式确定。比赛将于11月13日至11月20日
在意大利都灵进行，在阿尔卡拉斯因伤缺阵的情况下，纳
达尔将冲击个人首个年终总决赛冠军，并有望重返世界
排名第一，德约科维奇将向赛事第6冠发起冲击。
11月6日，新科世界第一西班牙小将阿尔卡拉斯宣布

因伤退出ATP年终总决赛，世界第九弗里茨递补入围。
在巴黎大师赛上，19岁的鲁内连胜5位世界排名前十选手
夺冠，成为1973年ATP设立世界排名以来的第一人，世界
排名上升至第十，将作为第一替补前往年终总决赛，胡尔
卡奇位列第二替补。
阿尔卡拉斯在美网夺冠后，成为ATP历史最年轻的

世界第一，目前在积分榜上以6820分领跑，他的退赛使
得世界第一之争再度成为焦点。纳达尔以5820分排名
第二，西西帕斯以5350分位列第三。纳达尔需要在保持
不败的情况下打进决赛，并且在决赛中不是输给西西帕
斯，或者最终夺冠，才能重返世界第一。西西帕斯必须全
胜夺冠，这是他获得年终第一的唯一机会。
从2000年开始，ITF和ATP经过商议决定，若当年赢得

大满贯冠军的球员在年末的冠军积分没有进入前八，只要
在前二十就可以凭大满贯冠军身份拿到总决赛资格。德约
科维奇因此早早锁定总决赛资格，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他
虽然在巴黎大师赛卫冕失利，世界排名下滑1位至第八，但
仍然凭借世界排名入围总决赛，用实力说话而无需特殊政
策。若能最终夺冠，将追平费德勒6次夺冠的纪录。
梅德韦杰夫连续4年入围总决赛，此前获得1冠1

亚。鲁德连续两年入围，有望突破去年止步半决赛的成
绩。首次跻身总决赛的阿利亚西姆无论分到哪一组，都
可能成为搅局的黑马。从2017年开始，“三巨头”再未称
霸过年终总决赛。这一次，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能否重
塑“巨头颜面”？还是几位中生代能够崛起？在未来几日
的都灵，他们将用球拍揭晓答案。 本报记者 苏娅辉

篆刻时代风骨 书写正大气象

全国优秀书法篆刻作品展受关注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

作为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重要内容之
一，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书法篆刻
作品展览正在天津美术馆举办，同时也推出
了线上展厅。连日来，这一代表当今书坛主
流发展趋势与最高水准的展览在津城书法篆
刻爱好者中引发关注。
本次展览围绕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这一主题，经过近一年精心组织，汇集来自全
国30个省（区、市）的书法、篆刻佳作共计300
余件，是我国书法篆刻创作者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书写时代风骨，在新时代传承、创新与
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置身天津美术馆
三层展厅，记者目之所及均是或刚劲硬朗、或
俊秀儒雅、或线条飞扬的书法作品和形神兼
备的篆刻作品。书法爱好者陈蕾说：“我有两
点深切感受，一是参展作品整体水平很高，二
是展厅布置得大气、得体，让作品的感染力得
到了充分释放。每幅作品的标签除作者和标
题外，还配有书写的内容，这对于更好地理解
作品，特别是欣赏草书作品很有帮助。”
参展作品中，观众们见到了许多熟悉的

名字，如沈鹏、张海、苏士澍、孙伯翔、孙晓云
等书坛领军人物，和韩天衡、李刚田、刘一闻、
王丹、骆芃芃等著名篆刻家，同时也能领略到

大批优秀中青年艺术家的风采。参展作品既
有古诗词题材，也有伟人诗词题材，还不乏书
写新时代之作。观众庞博是第一次参观国家
级书法篆刻展，他说：“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
其字体是与书写内容相互匹配的。从书法的
线条中，我仿佛看到了书法家们写字时不同
的状态，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艺术感受。”他

还表示，他对于篆刻作品也有新的发现，此前
对篆刻的认识仅限于人名、公章和传统内容，
这次看到了很多以新时代为题材的作品，让
他对传统与时代的结合有了新的认识。
天津的书法篆刻艺术传统深厚，名家辈

出。我市3位著名书法家特别为展览送来
了作品，分别是孙伯翔的《立马登高五言

联》、唐云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国家战
略》和张建会的《七律·到韶山》。中国书协
副主席、市文联副主席、市书协主席张建会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他在创作隶书《七
律·到韶山》时几易其稿、精益求精，以最佳
状态完成了创作。他认为，隶书的朴茂雄强
和清刚之气与我们身处的伟大时代相契合，
希望通过这幅作品书写出正大气象。张建
会参与了展览的评审工作，他表示，本次展
览集合了当代书法篆刻名家的创作，给观众
展现的是当代书法篆刻艺术的发展现状和
最高水平，对书法篆刻爱好者而言，是一次
不容错过的艺术盛会。
在本次展览线下开展之前，天津美术馆

还制作了线上虚拟现实展厅，让观众通过手
机、电脑等终端，随时随地、多视角、沉浸式地
欣赏作品。这也是天津美术馆制作线上虚拟
现实展厅的首次尝试。不同于简单展示展品
的平面式线上展览，线上虚拟现实展厅以技
术手段还原了天津美术馆的展厅，并模拟参
观者的视角，可以在任意一件作品前欣赏并
获取展品信息。此外，线上虚拟现实展厅也
提供了一个永不落幕的展览，线下展结束后，
观众仍可在线上观展。线上、线下紧密联动、
有效互补，让本次展览的业内影响和社会效
应得到有效延伸。

文化观察 “去流量”“尊重创作本身”评判标准获得观众认可

“飞天奖”“金鹰奖”提振创作信心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昨日，我市文艺
志愿者走进河东区春华街道聚安东园社区，进行了一场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文艺宣讲活动。
前不久，中央文明办二局（全国志愿服务工作协调小

组办公室）、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开展的“第二届宣传推
选学雷锋文艺志愿服务‘时代风尚’先进典型活动”中，中
国曲协副主席、市文联副主席、市曲协主席籍薇入选“最
美文艺志愿者”，河东区春华街聚安东园社区入选“最美
文艺志愿服务社区（村）”。昨天的活动上，市文联、市文
明办有关负责人向我市入选者和入选社区颁发了证书和
奖牌。随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法）代表性传承
人肖桂森等文艺志愿者，带来戏法、雷琴、快板等节目，以
文艺形式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肖桂森表示：
“我们把非遗项目引进社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了解优
秀传统文化。3年来，非遗活动让社区老人们感到亲切，
年轻人和小朋友们也逐渐对戏法等非遗项目感兴趣。作
为非遗传承人、文化志愿者，我们今后还要承上启下继续
努力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将文艺送进百姓家。”

文艺志愿者送节目进社区

《烟火气》展现宜居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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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入围作品中，《烟火气》通过“烟火气”“安居乐业”“发展
与进步”“文化的传承”四个角度，描绘了普通市民眼中幸
福、宜居、发展的天津。
片中，“烟火气”展现了天津繁荣的菜市场、热闹的

早市等场景；“安居乐业”片段撷取了一家人行走在蓟
州区、滨海新区网红景点游玩的快乐瞬间；“发展与进
步”记录了天津地铁交通、智能生活方面的快捷与便
利；“文化的传承”则展示了天津传
统非遗项目、博物馆在传统文化传
承方面的内容。作者迟娜表示：
“我想给大家展现一个幸福、宜居
的天津城市景象，将我的真实感受
传递给更多网友。”

■ 本报记者 张帆

近日，“飞天奖”“金鹰奖”获奖名单持续
引发热议，多部口碑热度兼具的电视剧佳作
获奖，去流量、尊重创作本身的评判标准获得
了观众的高度认可，也为未来影视剧行业发
展提振了创作信心。

用好故事打动观众

《山海情》《觉醒年代》《功勋》《人世间》等
主旋律佳作在播出期间屡屡引发收视热潮并
掀起相关的话题热议，这种频频出圈的现象
也引发了业内专家的关注与思考。
《警察荣誉》出品人、华视娱乐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CEO赵毅在谈到创作重大题
材作品时表示，“重大现实题材之所以重大，

是需要我们给观众留有精神价值和内核力
量。我们要相信观众，真的把情感做饱满了，
把人物的丰富性、生动性、真实性、细节性做
到位，观众会喜欢的。”编剧马继红认为，重大
现实题材的可看性已经不再是问题：“近年来
很多重大现实题材电视剧都在收视率上表现
很好。衡量一部电视剧，不是看你写的是什
么题材，关键是写的人物能不能深入人心，和
观众达成一种共识和共情。”
真正优秀的主旋律作品一定是贴近人

民、贴近生活的。只有真实地表现出人民的
喜怒哀乐，真诚地描绘人民的生活梦想，才能
够找到和人民同频共振的方式，作品才能真
正有力量。在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戴清看来，

主旋律电视剧创作，必须掌握写什么、谁的生
活、怎么写的能力，要从情感态度与价值立场
出发，写经得起观众考量的艺术真实。要写
思考、酿造、提炼的生活，不要写琐屑的平庸，
不要写恶劣的个性化。好的重大主题创作，
不是调研报告式的概念图解，也不是平铺的
平庸展览。

让精耕演技变成常态

本届“飞天奖”和“金鹰奖”也让更多优秀
的实力派演员被认可、被看见。
获得“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的热依扎在

《山海情》中出色演绎李水花一角，尽管戏份

不多，但她“裹挟着泥土气息的表演风格，将
人性深处的真善美外化得可亲、可爱、可敬”；
演员王雷在《功勋》中仅有6集戏份，但他“以
厚积薄发的表演功力，为一代战斗英雄传神
写貌，让人物在平凡中透射出伟大，在朴素中
蕴含着崇高”。今年大热的《人世间》包揽了
“金鹰奖”最佳男女主角奖，也真正践行了“金
鹰奖”从人民中来，回归“人民文艺”的宗旨。
表现“人民的文艺”需要“人民的演员”，

如何才是一名“好演员”？正如演员吴刚在
《出发！梦想的征途》主题演讲中所言，表演
是绝不敷衍，是倾尽全力，是坚持“一人一
格”，力求每个人物都能有特点、有骨血、有个
性，都能立得住、站得稳、演得真。而好演员
则是让观众忘掉个人、记住角色，用真诚和反
复琢磨来塑造创作。他还表示：“初心是不去
追求流量而去积攒能量，不去在乎人气而是
要守住正气，不去争夺番位而是彰显品位。
不要所谓的主演光环，而要让精耕演技变成
影视行业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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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爱情保卫战
天视2套（103）

18：15女人如花
20：30鱼龙百戏
天视3套（104）

19：00飞哥战队
22：00海边女人
天视4套（105）

18：30消费者
21：00双面胶
天视5套（106）

18：55体坛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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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25）

■白玉萍承包了缝
纫组，开始和缝纫组众
人没日没夜地忙了起
来。没想到，危机就在此
时悄然而至。在工厂废
弃的小屋里，保卫科将老
瘪和缝纫组的金燕现场
捉奸。金燕一口咬定是
老瘪强奸她，老瘪被抓进
了公安局。白玉萍无法
接受现实，老瘪的母亲
央求她出面救出老瘪。
白玉萍悲愤难当，但是
为了这个家，她还是决
定救出老瘪……

20：30鱼龙百戏

■本期节目中，相声
名家佟守本与徒弟们一起
回忆相声往事，讲述他们
之间的师生情。佟守本演
唱了一段太平歌词《仁义
礼智信》，戏法名家肖桂森
也和两名徒弟带来魔术加
戏法表演。敬请关注本期
节目。

都市频道

21：00双面胶（6、7）
■丽娟爸妈答应去

丽娟家会一会亲家。丽
娟妈想趁此机会给对方
一个下马威，让他们不
敢欺负女儿。四位亲家
一顿饭吃得宛若高手过
招，言辞犀利，让亚平和
丽娟夹在中间不知如何
反应。亚平妈支使丽娟
刷碗，丽娟在婆婆挑剔
的监督下完成了。亚平
感叹孝子贤夫难以两
全，自己就如被两块铁
板夹着的蛋卷一样，备
受煎熬……

天津卫视

19：30 运河边的人们
（19、20）

■路长发突发奇想，
要当演员，没想到在片场
意外受了伤，被靳庆宝救
起。靳庆宝醉翁之意不
在酒，破例把路长发招聘
到公司，路长发心存感
激，以为自己遇到了贵
人。靳庆宝为了拿下宝
光寺的复建工程，绞尽脑
汁，上下活动，一方面为
宝光寺捐款，另一方面给
徐文林送礼。徐文林开
始没有收，后来靳庆宝打
听到徐文林的女儿想出
国留学，签证被拒，便托
门路找关系，解决了老徐
的心头之急，老徐为表示
感谢，将宝光寺招标的标
底透露给靳庆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