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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超级联赛第一阶段第二站赛程公布

天津队新赛季首秀对阵云南队
小丁打出第600杆破百

天津富晟杀入中冠总决赛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中国排协发布
了2022—2023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
第一阶段天津渤海银行女排所在第二站C组
和2022—2023赛季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
第一阶段天津食品集团男排所在第三站E组
的赛程，天津女排新赛季联赛首战对阵云南
女排，球队将于本周四启程前往赛地——江
西上饶。

由于本赛季女排联赛第一阶段首站A
组的比赛延期，天津队、北京队、山东队、
深圳队、辽宁队、浙江队和四川队 7 支球
队都将在第一阶段第二站比赛中，开启
本赛季联赛的征程。女排联赛第一阶段
第二站C组的比赛于11月 21日至 24日在
上饶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天津女排的
具体赛程为，11月 21日 14：30对阵云南女

排；11月 22 日 14：30 对战河北女排；11月
23 日 19：30 对阵河南女排；11 月 24 日轮
空。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认为，第二站
C组比赛的 3个对手实力不强，有利于球
队以赛代练、磨合阵容，尽快适应新赛季
联赛的比赛节奏。
男排联赛第一阶段第三站E组的比赛于

11月23日至26日在合肥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

行，天津男排的具体赛程为，11月23日20：00
对阵河南男排；11月24日14：00对阵北京男
排；11月25日20：00对阵四川男排；11月26日
16：00对阵浙江男排。本组4个对手河南队、北
京队、四川队和浙江队的实力都很强，本站比
赛直接关系到天津队能否晋级8强，所以球队
目前也在全力备战，力争获得本赛季联赛的8
强席位。

本报讯（记者 赵睿）为备战2023年U20
女足亚洲杯预选赛，中国足协昨天公布新一
期集训名单。队伍将于11月21日至12月6
日在苏州太湖足球训练基地组织集训，主教
练是前天津足球名将王军。
从2015年加拿大女足U20世界杯开始，

王军已4度挂帅该年龄段女足国家队，教练
组里有他的老搭档、前天津足球悍将卢欣、队
医孙学旺和杨振江等，技术分析高启明和训
练员范志强也是跟随王指导多年的左膀右
臂。集训大名单中包括两名来自天津的队
员，分别是前锋徐紫娴和守门员陈梦琦，前者
在本赛季女甲联赛中屡屡进球，后者作为替
补守门员参加了前不久结束的U17女足世
界杯，没有获得出场机会。
前不久王军透露，11月份U20、U17两

个年龄段女足国家队兵合一处，重点考察
具备潜质的U17女足队员，为明年亚锦赛
预赛做准备。中国足协公布的 36+9大名
单，参加过U17女足世界杯的队员只有个
别人落选本期集训。按计划，两队队员将
通过日常训练、比赛争取入选U20女足国
家队的机会。
亚锦赛预赛，中国女足与菲律宾队、中国

香港队以及老挝队同在A组。根据规程，第一
轮将于2023年3月4日至12日进行，8个小组
的第一名晋级第二轮。第二轮预赛于2023年
6月3日至11日进行，8支球队争夺4个晋级正
赛名额。2024年U20女足亚锦赛正赛将在乌
兹别克斯坦举行，上届赛事的前3名日本、朝
鲜、韩国以及东道主等4队直接入围正赛。

津门虎队与“更好的自己”有个约会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2022中冠联赛总决赛贵

港赛区分组赛进行了最后一轮的较量。天津富晟队在
0：3落后的情况下，最终3：3顽强逼平了阿拉尔三五九
队，获得了参加总决赛淘汰赛的资格。
本轮比赛之前，天津富晟队以3胜3负的战绩，排名

贵港赛区的第四位。最后一轮比赛，天津富晟队遭遇了
积分垫底的阿拉尔三五九队，没想到对手的表现相当出
色，一度以3：0领先。没有退路的天津富晟队随后发动
反攻，最终以3：3的比分战平对手，拿到了来之不易的一
场平局。
分组赛结束后，天津富晟队排名第五位，获得了参加

中冠联赛总决赛淘汰赛的资格。从赛程来看，天津富晟
队在首轮比赛中将遭遇大连金石湾队。此前，天津圣德
队在肇庆赛区的分组赛中取得了1胜4平2负的战绩，排
名小组第六位，无缘总决赛淘汰赛。

本报讯（记者 申炜）11月13日，由天津市足球运动
协会主办、天视体育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2022年天
津市足协超级联赛第12轮的比赛，继续在正道体育公园
足球场进行。
本轮比赛的最大比分，出现在求道足球队和东丽盛

源足球队的比赛中。比赛开始后，求道足球队就体现出
了把握机会能力强的特点，上半时就以2：0领先。下半
时，求道足球队的进攻更具威胁，最终6：0大胜对手，收
获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
天津煜腾恒泰足球队本轮遭遇了天津鹏程足球队，

同样收获了一场大胜。由于天津煜腾恒泰足球队实力占
优，定位球进攻极具威胁，最终4：0战胜了天津鹏程足球
队。天津雷诺尔足球队和鸭百万足球队上演了一场对攻
战，最终两队2：2握手言和。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斯诺克英锦赛正赛首
轮，3届赛会冠军丁俊晖在1：3落后的情况下，凭借2杆
破百和4杆50+连扳5局，以6：3逆转赛会10号种子巴
里·霍金斯，本赛季首次跻身排名赛16强。本场比赛，丁
俊晖打出了个人职业生涯第600杆单杆破百，成为斯诺
克史上第7位达成该项成就的球员。
面对霍金斯，丁俊晖上演大逆转，自上赛季直布罗陀

公开赛以来，首次打进排名赛的16强。在第5局中，丁俊
晖打出了个人职业生涯第600杆单杆破百，成为继奥沙利
文（1184杆）、希金斯（906杆）、特鲁姆普（871杆）、罗伯逊
（859杆）、亨德利（776杆）、塞尔比（738杆）之后，史上第7
位达成该项成就的球员。他坦言，想要打出1000杆破百。
赛会6号种子苏格兰“巫师”约翰·希金斯打出3杆

50+，仍以4：6负于英格兰选手汤姆·福德，成为本届赛事
继赵心童和罗伯逊之后第3位被淘汰的Top8种子。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日前，天津市第十五
届运动会广场舞（健身操、健身秧歌）广播体操决
赛在南开区绿水园全民健身活动中心落幕。
本次决赛创新采用线上网络直播和线下

相结合的模式，设有广场舞和广播体操两个
大项，其中的各小项比赛按年龄段分为甲组、
乙组，我市近 900 人在决赛舞台进行了比

拼。最终，健身操、徒手广场舞、轻器械广场
舞、健身秧歌、广播体操各组别冠军揭晓。

昨天放假一天后，今天下午，天津津门
虎队将在奥体中心体育场外场开练，明天
出发前往大连，完成足协杯与昆山FC队
的比赛。基于俱乐部赛季初整体规划，结
合目前锻炼队伍的实际需要，11月17日的
比赛，预计津门虎队将以轮换阵容出战。
回溯那场逆转战胜长春亚泰队的比

赛，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昨天表示，这确
实是一场他非常看重的胜利，“两队排名接
近，长春亚泰队有实力、打法鲜明，在这样
的交锋中赢得胜利，为拿到3分而高兴只
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从开局不利到及时
调整，从一直不放弃到最终掌握了自己的
命运，这样的过程，是对一些年轻队员的自
我成长的确认，包括对队员们相互默契程
度的确认，还有对队伍整体作战能力提高，
都非常有意义。”
返回天津之前的两连胜，让津门虎队

的不少队员，都感觉到了“队伍整体往上
走”，关于大家的这一体会，于根伟说，从
备战期到赛季初，球队一直在做确立打
法、捏合阵容、增强配合的工作，现在有些
东西基本成型了，就要更考究细节。“比如
梅里达的个人能力大家有目共睹，我最近
和他沟通过两次，重点是在津门虎队的体

系中，他的处理球如何更简练，以便让中场
提速。还比如贝里奇，和长春亚泰队的比
赛，是他加盟津门虎队以来，发挥最好的一
场，虽然缺少一粒入球，但是在我们的战术
安排中，作为前场支点，给他部署的任务、提
出的要求，他都完成了，大家也能够看到他
的跑动、接应、持球、保护……”另外于根伟
还说，像谢维军、苏缘杰、王政豪等球员，越

来越能通过比赛“遇见更好的自己”，这也就
更相信，平时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会进一
步促进他们未来的提高。
据了解，津门虎队已经基本圈定了出征大

连的队员名单，名单外的球员留在天津，由助
理教练张朝松和体能康复教练哈维尔带领，
备战11月 21日联赛第26轮与上海申花队的
比赛。 本报记者 顾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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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超联赛上演进球大战

市运会广场舞广播体操决赛落幕

津门名将四度挂帅

女足U20国家队

我市多支文艺小分队走进社区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

基层是最大的舞台 群众是最好的知音
清廉家风优秀书画作品展开展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

连日来，全市文艺界兴起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昨日，来自我市各文
艺院团的小分队多路出击进社区，将一台台
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演出送到基层群众身
边，用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人心。

天歌复工首演进社区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在激动
人心的歌声中，天津歌舞剧院“红色文艺轻骑
兵”小分队开启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系列演出活动。这支小分队由天津歌舞剧
院优秀青年声乐和器乐演员组成，昨日走进
河西区川水园、兰江新苑两个社区，举办了两
场演出，在居民中广受欢迎。
本次演出也是天津歌舞剧院复工首

演。演出中，小分队送来了唢呐笛子二重奏
《吉庆锣鼓》、笙独奏《海南春晓》、笛子独奏
《扬鞭催马运粮忙》等器乐曲目及《红旗飘

飘》《幸福中国一起走》等声乐曲目。社区居
民们听得津津有味，他们还走上舞台，与演
员共同唱响经典歌曲。青年笛箫演奏家程
田君说：“我内心非常激动，阔别观众许久，
大家都为这场演出铆足了劲儿。居民们发
自内心的掌声，让我们更加坚定了用传统艺
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
天津歌舞剧院副院长李建军向记者表

示，我们将持续发挥院内艺术资源，充分倾
听群众的反馈，不断调整优化、精益求精，为
群众打造更丰富、更精彩、互动性更强的文
艺大餐，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飞入寻常百
姓家”。

京剧院名家新秀和戏迷共唱经典

昨天上午，南开区华章里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响起国粹之声，由天津京剧院名家新秀
组成的文艺小分队来到这里献唱，并与社区
的京剧爱好者合作唱响红色经典旋律，现场
其乐融融。
此次活动是我市“放歌二十大 奋进新征

程”文艺小分队进基层宣传活动之一，意在以
文化文艺的形式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带到基
层。昨天的活动别开生面，天津京剧院吴凡、
崔葆苓、王楣等名家新秀分别献唱《沙家浜》
《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经典剧目选段。同
时，华章里社区华韵京剧社的京剧爱好者们
也展示了《穆桂英挂帅》《锁麟囊》等拿手唱
段。赶上耳熟能详的唱段，戏迷们也一起哼
唱。台下观众举着手机，留下精彩时刻。专
业演员还与华韵京剧社的乐队合作，共同唱
起振奋人心的“今日痛饮庆功酒”经典旋律。
天津京剧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院团与社

区联谊共建，既能传播国粹文化，又能让文艺
工作者更好地服务人民。我们将根据各个社
区、学校等基层单位的需求，策划组织开展更
多针对性强、内容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不断
满足大家的精神文化需求。

天交“轻骑兵”奏响室内乐

《祖国慈祥的母亲》《沂蒙颂》《我们是共产
主义接班人》《唱支山歌给党听》……昨天下

午，悠扬动听、催人奋进的弦乐四重奏在河西
区七贤南里社区奏响。作为天津交响乐团新
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之一，天交奇迹
四重奏为居民们送来一台红色经典音乐会。
11月10日、11日，天交新时代“红色文艺

轻骑兵”小分队充分发挥室内乐组合灵活机
动、亲近观众的特点，分别走进河西区惠阳里
社区、天津市社会组织党群活动服务中心举
办了两场铜管五重奏演出。本场演出采取了
弦乐四重奏这一经典的室内乐形式，由两把
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组成。小分
队演奏的曲目既承载着深入人心的红色力
量，又体现出室内乐格调高雅、风格清新的特
色，给居民们带来一场兼具主题性和艺术性
的精彩演出。活动室内，鼓舞人心的乐声、经
久不息的掌声连成一片。
参加演出的小分队队员、天交青年演奏家

刘逸斌说：“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基层一线就
是最大的舞台，人民群众就是最好的知音。通
过演出，我们不仅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还希
望将自己的学习体会与群众分享，同时也将群
众的心声带到今后的创作、演出中。”

本报讯（记者 张钢）获得第18届中美电
影节年度最佳中美合拍电影奖和年度最佳新
晋制片人奖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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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电影节上举办了首映活动。
18年前，中视美星投资制作了家喻户晓

的电视剧《家有儿女》，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如今，公司携手好莱坞团队以全球化视野、
国际化叙事，投资制作了这部适合全球家庭
欣赏的合家欢电影。中美电影节主席苏彦
韬表示：“该片是一部合拍片。影片按照好

莱坞工业流程、制片标准及制作经验拍摄，
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也是中国电影与世
界电影进行良好交流进行的一次创新。因
此，在今年众多优秀影片中，组委会特别甄
选这部中美合拍影片作为本届中美电影节
的开幕式电影。”
该片制片人陈翔说：“蠢萌神犬是影片的

一大亮点，它是一只可以和主人交流的‘话痨’
宠物，为主人解决与父母间的沟通问题，使得
影片生动有趣。此外，影片运用电脑特效完成
了宠物的时空穿越，让它在元宇宙中帮助更多
人解决家庭问题，让更多人学会心灵的沟通。
在与好莱坞制作团队的合作中，中美制作团队
携手找到了两国文化与电影制作流程中的共

通之处，促使《家有儿女》IP被海外观众接受，
把中国的故事搬到海外大银幕上。”
该片云集了众多中美明星，美方制片人

斯坦利表示：“强大的演员阵容与丰富的中国
元素是这部电影的最大亮点。影片主演梅
根·福克斯、乔什·杜哈明继《变形金刚》系列
后再度携手合作，出演《生活大爆炸》的昆瑙·
内亚以及林永健、侯明昊等为该片贡献了精
湛的演技。我期待未来有更多机会参与拍摄
这样的优秀作品，通过影视艺术进一步加强
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津产电影亮相中美电影节获赞

本报讯（记者 张钢）日前，《流浪地球2》举办发布会
官宣演员阵容，除此前曝光的李雪健、吴京外，刘德华、沙
溢、宁理、王智、朱颜曼滋加盟该片。
发布会现场，导演郭帆介绍了该片的人物关系。故事

以李雪健饰演的周喆直为中心，这个声音嘶哑的老人坚决
拥护“移山计划”，要用上万个引擎载着整个星球漂泊。吴
京继续饰演刘培强中校，王智饰演他的妻子韩朵朵。沙溢
饰演刘培强的师父张鹏。朱颜曼滋在片中饰演周喆直的学
生郝晓晞。刘德华和宁理分别饰演科学家图恒宇、马兆。
该片的故事发生在《流浪地球》之前，是该片的前传，

讲述太阳即将毁灭，人类在地球表面建造出巨大的推进
器，寻找新的家园。为了拯救地球，流浪地球时代的年轻
人挺身而出，展开争分夺秒的生死之战。
郭帆对李雪健的演技和敬业精神颇为佩服，他说：

“有一场拍摄李雪健老师的重头戏，群众演员将近800
人并且大部分来自国外。每次雪健老师表演完后，他
们会自发鼓掌，他们听不懂他的台词，但无不被他的表
演所感染。”李雪健表示拍摄该片是自己一次难忘的创
作经历：“我当演员42年了，第一次拍摄科幻片。在拍摄
中我感受到剧组非凡的凝聚力，像‘小蜜蜂’一样团结一
心，用心完成一部作品，我们所有人都在探索与攀登这座
科幻电影的高峰。”
据制片人介绍，该片已进入紧张的后期制作阶段，将

于2023年大年初一与观众见面。

本报讯（记者 张帆）日前，市群艺馆策划组织的“献
礼二十大 奋进新时代”——天津市清廉家风优秀书法绘
画作品展开展。
此次展览集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汇聚了

我市美术、书法工作者创作的50多幅作品，涵盖书法、油
画、水彩等不同艺术门类。展览作品紧扣时代脉搏，或聚
焦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弘气象，或展现良好的廉洁家风面
貌。艺术家们以书言志、以画寄情，题材多样、立意深远，
凝聚着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昂扬斗志。

见证天津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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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天津》突出展示了天津充满生机活力
和现代气息的一面。
视频作者刘学辉介绍：“运用航拍的方式，能够展示出

天塔、天津之眼等地标的风格和特点，在视觉效果上令人
感到震撼，同时带给人冲击力。”在天
津生活工作18年，刘学辉亲眼见证了
这座城市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年来
天津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我有很多外
地的朋友、客户都选择落户津城，大家
都愿意在天津发展，觉得充满机遇。”

《流浪地球2》演员阵容亮相

天津歌舞剧院演员在河西区兰江新苑社区演出。 天津京剧院演员与南开区华章里社区居民互动。 天津交响乐团演员在河西区七贤南里社区奏响红色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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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频道

18:15 幸 福在哪里
（6、7、8）

■韩江川假借来天海
大学采访之机想与田麦秋
多接触，却发现田麦秋一
直偷偷与向远约会，韩江
川心生恨意。田借粮带着
韩江川参观校园，撞见麦
秋和向远约会，火冒三丈，
抓住向远就要打。韩江川
提议让向远和借粮二人比
厨艺，并告诉他们，今天做
的菜就是自己要和教委领
导一起吃的招待餐。向远
做好了菜，田借粮被韩江
川支走。韩江川在盐里下
了毒。中午，教委领导和
韩江川吃了饭菜中毒，公
安机关介入调查……

都市频道

21:00双面胶（16、17）
■丽娟和亚平来到医

院，谭教授说亚平父患的
是肺癌晚期。亚平决定不
惜一切代价救治他爸。谭
教授暗自高兴，第一期治
疗费就开出3万元。丽娟
说亚平太不理智，应考虑
到现实情况。争执又起，
丽娟说本来想帮亚平出主
意，从她年底奖金里预支
3万元，现在既然这样，她
就不管了，转身离开。

18:05 家居大变身

■一家三口购置了一
套8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
准备装修却发现了问题，厨
房挨着入户门，鞋柜没地
放，厨房内部管道多，一个
也不能动，这一进门的诸多
问题该怎么破解？三世同
堂六口之家，同在一个屋檐
下，各自喜欢的风格又都不
同，设计师该如何调和？主
人喜欢的黑檀木，如何应用
在整套户型，甚至包括孩子
的房间？黑白灰的搭配如
何时尚但不显冷峻？敬请
关注本期节目。

天津卫视

19:30运河边的人们
(29、30)

■大运河博物馆建
成。乔雨精心筹备的“大运
河艺术节”百花齐放。路小
惠和大卫设计的“活态博物
馆”开门迎客。一簇簇礼花
腾空而起，路长河、周海涛、
乔雨、罗大成、梁子言、路小
惠乘坐一条画舫游览运河
夜景。这些从小生长在运
河边，用汗水和心血为运河
奉献青春的运河之子，追忆
昨天，感悟今天，畅想明
天。他们相信，随着时代的
发展变迁，这条身边的大运
河，将变得越来越年轻，越
来越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