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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繁荣看“开桥”
本报讯（记者 张帆）在“你好，

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入围作品
中，《开桥的仪式感》向网友们展示
了天津海河开桥的震撼和过往船
舶的繁忙景象。

开桥是天津海河通航的特色，也
是天津漕运繁荣的见证。视频作者
丹旭住在滨海新区响螺湾，从他家
就能看到滨海新区海河开启桥的一
侧桥头。这些年，只要工作不忙的时

候，丹旭都会扛着摄影装备出门拍摄，
他的镜头里有天津欣欣向荣的城市风
貌、郁郁葱葱的绿色
屏障、令人着迷的海
河风光，还有各种经
典的地标建筑。他
说，希望把天津的魅
力展现给更多网友。

刘冠逸收获短道速滑四大洲锦标赛男子5000米接力金牌

天津短道速滑队赢得新突破
从生活取材 请人民评判

天津画院艺术家畅谈新时代美术创作

张伟丽重夺UFC金腰带津门虎队昨日返津休整

本报讯（记者 李蓓）北京时间昨
天，2022—2023赛季国际滑联短道速
滑四大洲锦标赛在美国盐湖城结束最
后一个比赛日争夺。在压轴进行的男
子5000米接力决赛中，由刘冠逸、李
坤、宋嘉华和钟宇晨组成的中国队以
6分54秒 766的成绩夺得冠军，这也
是中国短道速滑队在本次比赛中收获
的唯一一枚金牌。来自天津的刘冠逸
凭借这枚金牌，为天津短道速滑队收
获了国际大赛的首金。

昨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是男子
5000米接力决赛，因为韩国队和加拿

大队实力强劲，而林孝埈在首个比赛
日结束之后就因为发烧退赛，因此中
国队夺冠难度非常大，但是由刘冠逸、
宋嘉华、李坤、钟宇晨组成的接力阵容
在比赛中发挥稳定，抓住了对手失误
的机会，将优势保持到最后，拿到了这
枚宝贵的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站
比赛唯一的一枚金牌，这是一个惊喜，
也是一个冷门。
虽然韩国队和加拿大队的摔倒让

中国队夺冠难度下降，但是夺冠的主
要原因还是中国队自身的出色发挥，
小将们非常稳定地展现自己的实力。

赛后，中国短道速滑队宣布了一个更意
外的消息，来自天津的小将刘冠逸发烧
39.5度，仍然坚持上场，原计划他滑一圈
就退出，但是他坚持到了最后，官方直呼
他为拼命三郎，正是他凭借自己的坚毅
和队友一起拼下了这枚宝贵的金牌。同
时，刘冠逸也为天津短道速滑队夺得建
队以来首枚国际大赛金牌。赛后，体能
透支的刘冠逸被队友搀扶下场。
至此，本次比赛完结，中国队克服伤

病影响，收获男子5000米接力金牌，女
子1000米和混合团体接力银牌，以1金
2银1铜的成绩结束四大洲之旅。

本报讯（记者 李蓓）时隔 18个
月，张伟丽历经起伏，最终夺回金腰
带。昨天，全中国格斗迷的目光注定
聚焦在张伟丽一人身上，在纽约麦迪
逊广场花园进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
UFC281的比赛中，这位中国女将在
第二回合就用锁技击败卡拉·埃斯帕
扎，终于赢回了属于自己的UFC女子
草量级金腰带。

比赛开始后两人略显紧张，张伟
丽多次通过前腿低扫进行试探，而埃
斯帕扎则不断尝试近身抱摔。随后两
人进行了长时间地面缠斗，但都没有
获得终结机会。第二回合，张伟丽躲
过埃斯帕扎的连续扑摔并形成压制，
最终裸绞降服以摔跤和缠斗见长的埃
斯帕扎，成为继罗斯·娜玛尤纳斯和埃
斯帕扎后第三位重夺UFC女子草量
级冠军头衔的选手。

一场速胜，就像张伟丽赛前的预
测一样。“我之前在中国拿腰带，我是
中国的伟丽，现在我觉得我是世界的
伟丽。”这是张伟丽在赛前就说过的

一番话，而如今她拿回金腰带再说了一
遍，“我想和所有人说，我们每个人都会
经历困难和挫折，不要放弃，坚持，一定
会实现你想要的。”

昨天下午，天津津门虎队搭
乘的航班离开海口，已于晚间抵
达天津。教练、队员们今天放假
休整，明天正常训练，11月16日
启程前往大连，准备17日与中甲
领头羊昆山FC队的比赛。
从10月22日离开天津，津门

虎队已经在外3周的时间，其间完
成了本赛季中超联赛5轮比赛，3
胜2平取得11分积分，将总积分增
长到35分，目前在全部18支中超
球队中，位列积分榜第10位。在
联赛尚有9轮比赛的情况下，津门
虎队领先降级区内积分最高的广
州城队20分，尽管理论上完成第
一步保级任务，还需要再作努力，
可是实际情况是，本赛季的中超联
赛，无论是业内还是外界，早已没
有人将津门虎队列为“保级有忧”
的队伍。因此，正如主教练于根伟
稍早前所说，球队要珍惜联赛冲刺
阶段的比赛机会，让自己更成熟，
同时冲击更高的排名。
前天晚上，在落后两球的情

况下，连入3球逆转战胜长春亚泰
队，除了带给津门虎队的教练、队
员们胜利的喜悦，同时还有一份
珍贵的自我肯定，证明球队在平
素训练中所作的努力，方向是正
确的，且逐渐显现出成果。稍显
遗憾的是，为津门虎队首开纪录
吹响反攻号角的巴顿，在比赛上
半时即将结束时受伤，经过昨天
上午的核磁共振检查，确定为膝
关节部位骨挫伤，起码要缺席11
月剩余的全部比赛。实际上观看
了比赛的球迷都知道，巴顿之所
以受伤，是为了去力拼场上忽然
出现的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津门
虎队员们向上的心态和状态。
至于津门虎队即将出战的足

协杯赛，在球迷中存在全力以赴
争取晋级和锻炼新人不追求成绩
两种声音。实际球队对足协杯赛
的态度，要纳入俱乐部的赛季目
标综合考量、从长计议，因此，津
门虎队届时将拿出怎样的力度，
目前悬念尚存。

本报记者 顾颖

本报讯（记者 梁斌）国际排联日
前公布了2023年世界女排联赛和世
界男排联赛的赛程安排和分站赛地
点。其中中国女排三站小组赛都安排
在亚洲进行；中国男排则将转战欧亚
两大洲。本次世界排球联赛也将是中
国男排在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前的最重
要一战。
世界排球联赛分为男子组与女子

组，每个组别共16支球队参赛。明年的
世界女排联赛将于2023年5月30日打
响，中国女排的3周分站赛都安排在亚
洲进行。第1周分站赛于2023年5月30

日至6月4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2周分站
赛于2023年6月13日至6月18日在中国香
港举行；第3周分站赛于2023年6月27日
至7月2日在韩国水原举行。总决赛的比赛
时间为2023年7月12日至7月16日。
中国男排的3周分站赛将转战欧亚

两大洲，参加日本名古屋站、荷兰鹿特丹
站和菲律宾帕赛站的角逐。分站赛的比
赛时间为2023年6月6日至7月9日，总
决赛的比赛时间为2023年7月19日至7
月23日。对于中国男排来说，世联赛也
是争取积分提升排名，力争晋级巴黎奥
运会的好机会。

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天，天津市
第十五届运动会健身气功决赛在水上
公园水上记忆博物馆举行。比赛是由
天津市人民政府主办，天津市体育局
承办，天津市健身气功协会、天津天奥
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协办。
比赛共设立易筋经、五禽戏、八段

锦、太极养生杖、导引养生功十二法、马
王堆导引术、大舞、气舞等8项国家体育
总局推荐的健身气功功法，本次比赛不
设年龄组，每项比赛每队均需6至8人，
且必须有一名男性组队参加。经过裁判
和网络投票的综合评分，共有29支队伍
进入了昨天的决赛。

2023年世界排球联赛分站赛赛程公布

市运会健身气功决赛昨举行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近日，天津画院主办的“礼赞新时
代 迈上新征程──天津画院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美术作品展”在天
津现代美术馆开展。展览展出的166件
美术作品，以多元的视角、丰富的题材，
构建了人民群众在新时代新征程壮美
的生活图景。党的二十大精神给美术
创作带来了哪些启示？传统的艺术形
式应该怎样与时代精神对接？带着上
述问题，本报记者走进展厅现场，请天
津画院的艺术家各抒己见。
此次的参展作品，涵盖了人物画、

花鸟画、山水画等类别。画家高博创
作的《晔若春荣》给观众带来了视觉与
情感的冲击。画面中，7位藏族青年
正在公交车站候车，他们身着藏族服
饰，笑盈盈地看着手机。高博告诉记
者，从2005年开始，他多次深入西藏
采风，看到了藏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
神状态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作品中的
藏族青年，既保留了民族的传统，又拥
抱了新的文化。他想借作品表达，在
新时代，每个人都有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和向往，艺术家要走入生活将其发
现并展现出来。

参展作品中，《沂蒙十月》《日光
明照》《七里海之秋》《青霞紫雪点春
风》等花鸟画，令观众在传统的笔墨
中感受到了鲜活、亲切的时代气息。
《沂蒙十月》作者、天津画院副院长王
卫平认为，虽然花鸟画不能像人物画
直接表现某一个人、某一群体或某一
事件，但创作者可以巧妙地选取和利
用恰当的题材表达主题。他说：“党
的二十大在10月召开，10月正是收
获的时候，沂蒙革命老区的柿子已是
红红火火、硕果累累。画家们利用这
些题材的关联，表达党的二十大主
题，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是这次入展
作品的突出特点。”
参展的山水画整体给人气象万千

之感，但如果细细欣赏作品，观众还可
从作品中品味惊喜的小细节。在艺术
家们的笔下，即便是一座屹立已久的
名山，也能为观者讲述着今天的故
事。画家王爱宗创作的《风静天遥》，
就是从太行山这一山水画的经典题材
之中，提炼出了时代之变。他从自己
的实地采风出发，在太行山上绘出了
满山的植被。昔日陡峭的羊肠小道，
已变成了便于行车的盘山公路。而山
间的人家，也从破旧的茅草屋搬进了

漂亮的民居。王爱宗说：“太行山在每个
时代都呈现出不同的气象，创作者应该
从感受生活中体会到所在的时代气息。
通过这么多年的持续努力，太行山人民
从谋求生存变成了享受美好生活，这就
是作品想表现的内容。”
画家尹燕杰带来了《山水写生》。

在创作中，他时常居住在采风地，和当
地百姓交谈，向他们请教，创作完成后，
还要将作品交给他们评判。他说：“一
幅画好不好，应该人民说了算。如果艺
术家创作的一幅作品，连当地的百姓都
不喜欢，那这件作品就非常苍白。不论
是花鸟画还是山水画，表现的都是人的
精神面貌。只有深入生活，在人民中沉
淀，才能把新时代人的精神面貌反映出
来，对于艺术家而言，这个过程是非常
重要的历练。”
天津画院党组书记李林河向记者介

绍，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前，天津画院安排
了大型创作活动。艺术家们以服务社
会、服务人民为己任，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用心用功用情描绘新时代10年的巨
大变化。天津画院还将紧密结合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展诵经典、访
圣地、谈体会活动，最终形成优秀的文艺
作品，奉献给社会和人民。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

生）在观众们的热切期待中，天津交响
乐团“周日音乐下午茶”系列音乐会昨
日重启。在天津音乐厅，天交新时代
“红色文艺轻骑兵”党员室内乐团奏响
了一台“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系
列音乐会，用经典的红色旋律为观众
送来一个美妙的周日午后。
作为我市知名音乐会品牌，“周日

音乐下午茶”于去年10月由天交全新升
级重新推出，再度成为了广受津城观众
好评的系列音乐会。本场音乐会也是
天交复工的剧场首演，时隔多日的分
别，令观众们对演出充满期待，也让演
奏家们渴望重回舞台、再会知音。为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天交为这
场具有特殊意义的复工首演特地安排
了“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的主题。
担任演奏的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
党员室内乐团全部由党员组成，乐团宗
旨是回顾党的光辉历史、讴歌党的丰功
伟绩，通过艺术的表达，为百姓奉献优
秀的红色经典音乐作品。
昨天的天津音乐厅气氛热烈，在

浓厚的艺术氛围中，舞台上下多了一

分重逢的温馨与激动。乐团准备了近
20首作品，《北京喜讯到边寨》《我们
走在大路上》《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虽
是流传多年的名曲，但与当下人民群
众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共迎美好生
活的心声相契合，引发了观众的强烈

共鸣。《红色娘子军》《花儿为什么这样
红》《钢铁洪流进行曲》等红色曲目，及
《紫竹调》《茉莉花》等民歌，为观众讲述
了激荡人心又多姿多彩的中国故事。音
乐会还上演了《天鹅湖》《卡门序曲》《雷
电波尔卡》等西方经典作品。

天交“周日音乐下午茶”重启

昨日，天津交响乐团在天津音乐厅演出“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音乐会。

“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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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 幸 福在哪里
（3、4、5）

■向远和麦秋见面，
两人渐生情愫，这时候酒
醉的汪喜赶来纠缠麦秋。
他看到向远和麦秋手拉
手，生气撒起了酒疯。向
远帮麦秋解围，说自己是
麦秋的对象并赶走了汪
喜。麦秋感激向远，向远
趁机表白，但是麦秋说两
人的理想和家境都有差
距，不可能在一起。向远
沮丧离开。

都市频道

21:00双面胶（14、15）
■亚平爸妈为了省

钱，还是坐着火车来到了
上海。丽娟和亚平去接
站，出租车上，亚平妈看着
丽娟的脸色说“又来添麻
烦了”，亚平赶忙把话接过
去，打着圆场。回家后，丽
娟拿出提前在饭店订好的
菜准备晚餐，又拿出亚平
妈上次来买的大碗，铺上
一次性的桌布。吃饭时，
亚平爸对着餐桌剧烈地咳
嗽，丽娟赶忙把菜端开，此
举惹亚平不满。

天津卫视

19:30运河边的人们
(27、28)

■大卫寻访到很多非
遗传承的老艺人，他渴望
把这些老艺人组织起来，
搞一个非遗活态馆，专门
展现这些即将失传的传统
老工艺，让人们认识并领
略到非遗传承的重要性。
路小惠很支持，并毅然辞
去了银行那份旱涝保收的
工作，决定和大卫一起创
业，筹建非遗活态馆，他们
的想法很丰满，但现实却
很骨感。

文艺频道

20:30最美文化人

■本期节目，天津评
剧院三团团长王秋明和该
团的评剧艺术家们在现场
带来精彩唱段，向观众讲
述诸多不为人知又感人肺
腑的故事，了解他们深耕
基层的光荣之路。

天津卫视

21:20非你莫属

■本期节目迎来了一
位编剧，40岁的庄伟斌。
他入职文化发展公司后，
先后参与了多部动画片的
编剧创作，后来成立了工
作室，策划创作了520集
动画片。之后庄伟斌又转
行做音乐，写歌词做歌手，
有自己的原创作品。此
次，庄伟斌寻求销售的岗
位，能否求职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