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文体
2022年11月16日 星期三 责编：窦晓艳 于港 美编：孟宪东

明天14:00对阵昆山FC队

津门虎队今日出征足协杯

刘诗雯成为“刘委员”

英锦赛 中国小将挑战“火箭”

明天14:00，天津津门虎队将在大连青训
中心比赛用场地，和已经实现冲超目标的中
甲领头羊昆山FC队，进行一场争夺本赛季足
协杯赛16强席位的单败淘汰赛。球队今天继
续在天津训练，晚上搭乘航班前往大连。明
天下午比赛结束后，搭乘晚上最后一班大连
飞天津的航班返回，11月18日在天津调整一
天，19日再整队前往海口，继续联赛征程。
梅里达、贝里奇、安杜哈尔、罗萨没有出

现，王秋明、徐嘉敏、方镜淇、巴顿、杨帆、宋岳
没有出现……昨天下午，津门虎队在奥体中
心体育场外场，进行兵发大连前的训练时，非
常明显队中少了一批主力球员。
没有参加昨天的训练，意味着那些球员

获得了比其他队友多一天的假期，也意味着
他们没有进入前往大连的名单，这两天将留
在天津，跟随助理教练张朝松、王略和体能康
复教练哈维尔训练，直接准备11月21日，中
超联赛第26轮与上海申花队的比赛。
昨天训练开始前，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

伟对根据安排即将投入足协杯赛的队员们，
提出了希望与要求，重点是，尽管部分队员在
之前的联赛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场机
会和时间相对比较少，但是每个人的努力，以
及对球队的整体贡献，作为主教练都看在眼
里，希望大家能在足协杯赛场上，发挥出水平
努力晋级，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比赛机会。
因为训练出现了“主动减员”，所以昨天

津门虎队在进行分组攻防演练时，助理教练
孙建军、张朝松、张力、谭望嵩，都参与其中当
起队员们的陪练。整个训练场上，最显眼的
是一前一后的两位“高人”。最近状态火热的
谢维军，预计将成为津门虎阵容中的“单箭
头”，而之前刚刚获得半场机会，完成自己中
超首秀的22岁门将闫炳良，从目前的情况
看，将在对阵昆山队时，镇守津门虎队大门。
昨天闫炳良表示，刚刚尝试在正式比赛中登
场，会有一些紧张，但是上场之后能够完全放
得开，非常感谢教练的信任，自己一定珍惜机
会、好好努力。本报记者 顾颖 摄影 崔跃勇

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天凌晨，困难重重
的中国男篮历经加时苦战，80：67艰难击败
巴林队。由于日本队在稍早前击败了哈萨克
斯坦队，因此中国男篮凭借这场胜利提前锁
定了2023年世界杯正赛名额。
中国男篮上一场比赛击败伊朗队，几乎锁

定了一个晋级名额。客场再战巴林队，赢球就
可以提前出线，这也让男篮的小伙子们在开局
阶段打得非常紧，好在他们防守在线，顶住了
巴林队的疯狂反扑。加时赛中，体力明显下降
的巴林队已是强弩之末，中国男篮多次打成二
次进攻扩大优势，最终80：67取得胜利。
本场比赛王哲林得到全场最高的27分，

另有14个篮板1次助攻。由于周琦受伤病影
响不能出场，临危受命的王哲林表现亮眼，在
4天前击败伊朗队的比赛中就拿到了23分7
篮板，两场比赛他一共砍下50分。老将周鹏
也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全场周鹏出战30
分15秒，12投5中，拿到了12分9篮板2助攻
2抢断1盖帽的全面表现。关键时刻，面对巴
林队的顽强反扑，周鹏命中了一记大心脏三
分，在加时赛中也命中了一记关键的中投，成
为球队的定海神针。

同样功不可没的男篮场边人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天，国际乒联公布运动员委
员会委员名单，刘诗雯以155票成功当选。
东京奥运会女团比赛中，王曼昱临危受命顶替有伤

在身的刘诗雯，并圆满完成夺冠任务。当时，中国乒协主
席刘国梁就曾表示，女乒提前完成了新老交替。进入巴
黎奥运周期，孙颖莎、陈梦、王曼昱、王艺迪、陈幸同组成
的5大主力阵容，在当今女子乒坛堪称“天花板”，已经31
岁的刘诗雯完全可以放心离开。
在淡出赛场的日子里，刘诗雯对乒乓球的热爱丝毫

未减。于是，她决定换一种方式继续乒乓球事业。如今，
刘诗雯成功当选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将在新的
岗位上发挥自己的能量。正如她的竞选宣言：“倾听你的
声音，共享魅力乒乓！”她将努力让更多运动员的声音被
听到，促进各协会、各年龄层运动员之间的交流，同时鼓
励带动更多女性参与到乒乓球运动当中。

CBA第二阶段仍采用赛会制

中国男篮提前晋级世界杯

回顾世预赛征程，中国男篮在10轮比赛
中，除了2次输给澳大利亚队，另外8场全部
获胜，目前排在F组第2位，圆满完成了任
务。场上队员自然功不可没，场边的两人也
不应被遗忘。
第五个窗口期的两场硬仗直接决定中国男

篮能否提前出线，但是赛前却传来周琦受伤的
消息，作为球队内线核心，周琦的缺阵无疑让中
国男篮取胜的难度增大。墨尔本凤凰队的队
医建议周琦留在墨尔本康复治疗，但是周琦执
意要跟队友同在。哪怕不能登场，他也要站在
场边，为队友加油。“作为男篮的一员，能一直和
球队在一起，见证球队进入2023年世界杯的那
一刻，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新的动力！”如今的
周琦更有担当了。
在战胜巴林队的赛后发布会上，近期传言

要离任的中国男篮主帅杜锋发表了长达4分钟
的感言，几乎全程都在感谢他执教国家队期间
这支队伍的成员，从领队到教练组成员，到所
有队员、医务组人员，言语中充满了不舍，宛如
告别。“从2019年年底我接这支队伍开始，这就
是一个不平凡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

很多困难和挫折，每当没法坚持下去的时候，
都是那些喜欢我、支持我、支持中国男篮的球
迷给我鼓励，促使着我和这支队伍共同成长。”
杜锋说。有报道称中国男篮即将换帅，塞尔维
亚教练乔尔杰维奇将接替杜锋，无论如何，感
谢杜锋为中国男篮付出的这3年。

接下来，中国男篮将回国休整，然后各自
归队备战 12月初开始的CBA联赛第二阶
段。而世预赛还没有全部结束，中国男篮在
明年年初还要出战第六窗口期，对阵哈萨克
斯坦队和伊朗队，这两支球队也将争夺最后
一个世界杯参赛名额。 本报记者 李蓓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斯诺克英锦赛昨天继
续首轮争夺，周跃龙在3：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3局，6：5逆
转颜丙涛，将在1/8决赛挑战奥沙利文。
周跃龙和颜丙涛曾在6年前的英锦赛上有过交手，

当时周跃龙6：5险胜。此番再度相遇，获胜的依然是周
跃龙，比分同样是6：5，周跃龙也成为继丁俊晖后第2位
挺进16强的中国球员。赛后周跃龙坦言，决胜局黑球失
误后一度以为自己会输，能够赢球非常幸运。奥沙利文
打出两杆破百和三杆70+，6：2轻取史蒂文斯。对于即将
与奥沙利文交手，周跃龙非常期待，因为“火箭”是他最喜
欢的球员。
在“威尔士德比”中，7号种子“金左手”马克·威廉姆

斯3：6爆冷负于杰米·克拉克，成为本届赛事第6位无缘
16强的种子选手，克拉克将在1/8决赛对阵丁俊晖。

本报讯（记者 李蓓）CBA官方昨天宣布，本赛季中
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联赛）常规赛第二阶段比赛
将于12月6日起在浙江省诸暨市举行，仍采用赛会制。
新赛季第一阶段采用的是赛会制比赛，地点在杭

州。第一阶段总共9轮比赛。CBA公司最初计划是根据
实际情况，在第二阶段争取逐步恢复主客场。CBA公司
在公告中称，鉴于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和属地疫情防
控要求，CBA常规赛第二阶段比赛目前仍将采用赛会制
形式。原定于10月2日至4日在山东省青岛市举办的
2022年CBA全明星周末调整至12月1日至3日在浙江
省诸暨市举办。

天交小分队走进基层举办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文艺汇演

奏响美妙旋律 春风化雨润心田

“和平杯”合唱艺术节收官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近
日，我市文艺界不断深入基层，以丰富的文
化文艺形式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热潮。昨日，天津交响乐团新时代“红
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走进河西区新梅江文
体中心、市公安局特警总队，以经典的红色
旋律与社区居民、特警队员唱响美好生活，
激发奋进豪情。
昨天上午，一阵阵美妙悠扬的琴声在

河西区新梅江文体中心奏响，周边社区的
居民们迎来了一场既赏心悦耳又激荡人心
的室内音乐会。这场演出是2022西岸艺术
节暨“西岸有戏”社区公益演出季活动之
一，也是一个星期来天交小分队举办的第
四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演
出。这支小分队由天交女子乐团组成，成
员是天交优秀的女演奏家。近年来，她们
广泛活跃在舞台和基层，为群众奉献了多
场经典演出。
本场演出以小型室内乐的形式呈现。一

首《祖国慈祥的母亲》，以温暖动听的旋律拉
近了观众与高雅艺术的距离。小分队演奏的
《在北京的金山上》《在希望的田野上》《弹起
我心爱的土琵琶》《映山红》等曲目，既精彩诠
释了作品的艺术特色，又注入了女性特有的
细腻与柔情，将一段段红色记忆、一个个红色
故事娓娓道来。在激昂不失温馨的氛围中，
小分队演奏的《我和我的祖国》《红星歌》引发
了观众的合唱，让党的二十大精神春风化雨

般地滋润观众的心田。
昨日傍晚，天交另一支小分队奔赴市公

安局特警总队，送来了一台“奋进新征程”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文艺汇演。小分
队精心选取了一系列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
人民的经典力作，并与特警队员同台演出，以
交响乐与警营文化相交融的方式，激发奋进
新征程的壮志豪情。

开场曲《红旗颂》将全场爱党爱国的情怀
点燃。铿锵振奋的《中国人民警察警歌》、歌
唱希望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深入人心
的《我的中国心》等经典曲目，以及配乐诗朗
诵《沁园春·奋进新征程》等新节目接连上
演。精彩的演出既表达了艺术家对特警队员
的致敬，也展示出特警队员们不俗的文艺才
能。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旋律

中，小分队与特警队员一同唱响对党的深情
赞歌，全场掌声经久不息。
本场演出指挥、天津交响乐团团长董俊

杰对记者表示：“这场演出以文艺形式将党的
二十大精神送进警营，进一步促进警民同
心。乐团借本场演出向特警队员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忠诚本色致敬，天交将永远为津
城各行各业的最美奋斗者讴歌。”

本报讯（记者 张帆）日前，由市文化和旅游局、和平
区人民政府主办的“和平杯”天津市第七届合唱艺术节决
赛及颁奖活动在和平文化宫举行。
本届艺术节自8月启动之后，线上线下报名踊跃。经

过各区初赛、复赛评选，最终有14支团队进入决赛。决赛
以线上方式进行，决赛评审团观看了14支团队在指定场
地录制的决赛参赛视频并现场打分。最终，和平文化宫友
谊合唱团小合唱组合、天津市老年大学合唱团、小白鸽童
声合唱团、天津市和平文化宫友谊合唱团、河东区文化馆
合唱团、天津泰达爱乐唯美合唱团6支参赛团队荣获“百
灵奖”；武清区运河之声合唱团、南营门街雪之韵女子合唱
团、津南区文化馆雅韵女子合唱团、阳光合唱团、河西区文
化馆西岸合唱团、红桥区文化馆响板合唱团、宝坻区文化
馆典乐中老年合唱团7支团队荣获“风采奖”。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为丰富读者的文化体验，天津
图书馆近期推出一系列线上线下书香活动。
在文化中心馆区，“东西携手圆梦小康 山海情深共促

振兴”——2022天津·甘肃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纪实图
片展吸引了不少读者驻足欣赏。本次展览精选了1000余
幅摄影作品，既体现了近年来天津市帮扶甘肃地区乡村振
兴取得的显著成果，也生动展示了天津帮扶干部和专技人
才默默奉献、无悔付出的动人故事，以及受援地区壮丽秀
美的人文风光，绘就了一幅津甘再出发、踏上新征程、奋进
新时代的美丽画卷。展览将持续到12月12日。
在梦娃绘本馆，30组家庭参与了“神秘的海洋”AR

互动体验科普小讲堂活动。活动采用裸眼4D技术，虚拟
与现实互动，带领小读者一起走进海底世界，开启了一场
全新的阅读模式。在手工拓展环节，小读者在家长的协
助下用贝壳等堆砌出各具特色的海洋图案。
天图还通过“天图音乐馆”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音乐

大讲堂”系列讲座；通过“天津图书馆速报”微信公众号推
出“与智‘绘’携手”线上绘本荐书及导读活动等。

天图系列活动丰富读者体验

分享天津捞面“灵魂菜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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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捞面的灵魂》记录分享了天津捞面的
灵魂菜码“糖醋面筋丝”的烹饪方法。
视频作者孙瑞伟希望用天津本地的特色美食宣传家

乡。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天津人，正宗的津味儿菜品已
深深地印刻在脑海中。他说：“经常有
外地的朋友让我推荐天津美食，除了
大家熟知的天津‘三绝’和煎饼馃子
外，也想让大家了解天津更多的美食
文化，同时，它们也代表了天津人的生
活态度——乐观与豁达。”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昨日，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因病医治
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消息传来，艺
术界人士纷纷表达悲痛与惋惜之情。昨日，
本报记者采访了金铁霖的学生、天津歌舞剧
院女高音歌唱家吕宝荣。她深情回忆了与恩
师金铁霖交往的点点滴滴，表示要继承恩师
所教，努力为声乐艺术培养更多可塑之才。
金铁霖曾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名誉院

长等职。在长期的民族声乐教学实践中，他
为探索和建立科学完整的中国民族声乐教学
体系和中国民族声乐学派，培养和造就民族
声乐人才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金铁霖提
出中国民族声乐应具有“科学性、民族性、艺
术性、时代性”，在坚持继承民族声乐优秀传
统的基础上，他博采众家所长，融会贯通，开
拓创新，开创了一种具有中国气派、民族神韵

的声乐教育体系，形成了具有典型示范作用、
科学完整的金铁霖民族声乐教学体系，为中
国声乐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
吕宝荣与金铁霖相识缘于1983年的一

次“救场”。那年，金铁霖来津讲学，需要一位
演员做声乐示范。当时调入天津歌舞剧院不
久、成为专业演员刚刚半年的吕宝荣获得了
这个机会。在吕宝荣发声时，金铁霖敏锐地
发现她是一块璞玉，于是教给她发声方法。
按照金铁霖的教导，吕宝荣再次示范演唱，这
一次迎来了全场的掌声。金铁霖高兴地说：
“你想跟我学吗？”拜金铁霖为师，是多少声乐

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一瞬间的惊讶过后，吕宝
荣激动地说：“想！我太想了！”
一场知遇之恩，成就了金铁霖与吕宝荣

这对伯乐与千里马。从那时起，吕宝荣开始
了每周一次往返京津的求学之路。每逢周
末，无论寒暑，她清晨5时多起床，乘坐一趟
火车、两趟公交车，9时到达金铁霖家中。吕
宝荣说，恩师不着墨于声乐理论，总是从具体
的作品和发声方法出发，严格要求作品的表
现力。恩师将她的演唱用录音机录下来，再
仔细地帮她分析。经过他点拨的学生，往往
一两节课就能有很大的变化。

跟随恩师学习的两年中，吕宝荣在艺术
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她说：“金老师不仅仅
是一位老师，也像一位父亲。他照顾我出门
早，次次留我在他家吃饭。我回津后，恩师
经常给我写信进行教学指导。他对待学生
一向严格，但对我都是鼓励，这让我获得了
自信，从刚刚站上舞台到现在，从不怯场。
我今天在艺术之路上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
恩师给的。”
恩师的爱才惜才，以及对学生莫大的

期待和鼓励，鞭策吕宝荣不断在艺术道路
上孜孜以求。如今的吕宝荣已退休多年，
但一直按照恩师的教导带学生。她动情地
说：“恩师对中国声乐的贡献何止‘桃李满
天下’，他的逝世是中国声乐教育的巨大损
失。我要把恩师的声乐教学体系传承下
去。唯有培养更多的声乐人才，才是对恩
师最好的报答。”

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逝世，其学生深情回忆恩师——

何止“桃李满天下”

昨日，天津交响乐团红色文艺轻骑兵女子乐队在新梅江文体中

心举办2022西岸艺术节“西岸有戏”社区公益演出活动。

昨日，天津交响乐团在天津市公安局特警总队举办“奋进新征程”

交响音乐会慰问演出。

中国男篮主帅杜锋在场边指挥。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