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文体
2022年11月17日 星期四 责编：皮历 于港 美编：王宇

足协杯对阵昆山FC队

津门虎队轮换阵容力争佳绩

全世界都盼着梅西捧杯

中国男篮迎来第五位洋帅

832位绿茵好汉

风风火火奔多哈

全国优秀书法篆刻作品展览立足传统艺术融入时代精神

于博大精微中带给观众艺术震撼

感受生态城的智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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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黑科技公园了解一下》展现了
中新生态城随处可见的智能科技和绿色生态。
视频作者陈昱潼说：“中新生态城这些年建设得

非常好，绿化到位，还随处可见很多智慧科技设施。
在拍摄的时候，我特意找了一些类似太阳能垃圾桶等
带有科技元素的设施，尝试体验感觉很有意思，就把
这些记录了下来。”除了智能科技，视频中还有空中俯
瞰公园的全景画面，“现在，生态城
自然与科技融合的公园越来越多。
周末，人们可以休闲的地方越来越
多，更多的创意体现在这些新建公
园里，给人们带来更强的愉悦感和
幸福感。”

市剧协、市曲协、市杂协文艺小分队进基层送演出，观众表示——

充满正能量的文艺节目，让人舒心开心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下午在奥体
中心体育场外场正常进行训练之后，津门
虎队一行搭乘晚间的航班前往大连。今天
14:00，他们将在本赛季足协杯第二轮比赛
中，与中甲排名首位的昆山FC队，进行一
场确定晋级16强的争夺战。昨天晚上，津
门虎俱乐部官方发布了主题为“称喜·相
遇”的赛前海报，表达了对昆山FC队提前
锁定中超名额的祝贺。
本轮16场足协杯赛，有6场 16日至18

日在大连进行，除了大连人队之外，11支球
队先后抵达大连，当地训练场地、比赛场地

的流转，包括整体保障方面，安排、协调的工
作量都比较大。津门虎队原定昨天一早前
往大连，下午在当地完成赛前最后一练，不
过在对训练场地、训练时间等细节进行沟通
后，球队最终决定更改日程，昨天在天津训
练结束后再前往大连，在当地不再进行赛前
训练。
鉴于今天的比赛是14:00进行，为了适

应节奏，津门虎队昨天也14:00训练，之后，
到大连有比赛任务的球员们先行离开，返回
住地收拾行囊准备出发，留在天津的球员
们，则继续训练。其中包括所有外援、部分

之前比赛比较多的主力球员，以及有伤在身
的巴顿、石炎、孙学龙等球员，这些球员今天
也会在天津正常训练，对他们而言，当下是
11月21日与上海申花队在联赛中交锋的重
要备战期。
纵观津门虎队的整个备战过程，以及在

其间教练组给队员们提出的要求，可以很明
确地知晓，津门虎队面对足协杯赛的态度，就
是以轮换阵容，争取最好的成绩。广义上说，
在本来就密集的联赛赛程中，见缝插针安排
足协杯赛程，增加了教练、队员们的消耗和伤
病风险；淘汰赛制中走得更远的队伍，面临跨

年比赛的合同困难与假期被压缩；之前来自
亚冠名额分配诱惑的冠军竞争，如今反过来
很像一个包袱……再加上绝大多数俱乐部赛
季整体投入有限，造成人员储备紧张，多重因
素使然，大部分中超球队，抱着练兵的态度投
入足协杯赛，是一件正常的事。

本报讯（记者 申炜）随着卡塔尔世界杯
日益临近，国际足联正式公布了32强的参赛
大名单。除因为伤病等原因出现人员微调
外，32支球队共832名球员全部揭晓。
卡塔尔世界杯上，平均年龄最小的球队是

加纳队，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5.3岁。加纳队的
26人名单中，“00后”就有10人，外加4名出生
于1998年和1999年的球员。有消息说，加纳
队在抵达卡塔尔后发现忘带球衣，只能通过邮
寄服务。不过加纳媒体随后辟谣，加纳队的装
备目前存放在多哈的大本营。
伊朗队以29.43岁的“高龄”，成为卡塔尔

世界杯平均年龄最大的球队。伊朗队最年长
的球员是34岁的前锋阿里米，但他们全队缺
少新人，没有一名“00后”。上届世界杯，伊
朗队表现顽强，这一次他们几乎就在家门口
作战，目标是小组出线。
法国队堪称是最倒霉的球队，在公布名

单后，恩昆库在训练中与队友相撞，左膝扭伤
将至少休战6周。随后，法国队召入了法兰
克福队前锋穆阿尼，这名球员只有23岁，是
目前德甲本赛季助攻王。
此前受伤的一些球员，还在为康复而努

力。塞内加尔头号球星马内，将肯定缺席球
队的首场比赛。孙兴慜此前在欧冠比赛中遭
遇左眼眼眶周围骨折，并接受了手术，昨天已
经佩戴面罩开始训练。

2022年的卡塔尔，这个冬天注定伤感。
一大批老将将在这里告别自己的世界杯

舞台，本泽马、莫德里奇、苏亚雷斯、布斯克
茨、穆勒……当他们站在卡塔尔世界杯的赛
场上，回首望去，满眼都是自己青涩的模样。
谁也无法逃离时间的流逝，强如梅西也同样
如此。
一个多月之前，梅西在接受采访时就明

确表示，这将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梅西
曾经短暂退出过阿根廷国家队，但很快就回
来了，当时只是赌气和表达一种失望的情绪
罢了。但这次，所有人都明白，已经35岁的
梅西恐怕很难支撑到下届比赛了，这将是他
的“最后一舞”。
截至目前，梅西共参加过4届世界杯，出

场19次打入6球，送出7次助攻，获得过1次
世界杯金球奖，帮助阿根廷队拿到过1次世
界杯亚军。对于梅西来说，最大的遗憾就是
未能捧起大力神杯，这就是在阿根廷国内梅
西无法和马拉多纳相提并论的主要原因。
梅西究竟能在世界杯的历史长河中排在

什么位置，这很难说。要知道竞技体育的残
酷，在于缺乏对失败一方的同情，却会给强者
送上更多的赞誉。梅西在世界杯的进球，早
晚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模糊起来。如果没
有荣誉加持，他的背影再伟岸，也不会让人印
象深刻。
2014年巴西世界杯，是梅西距离奖杯最近

的一次，却功亏一篑。不过，这却让他个人职
业生涯，来到一个悲情却又特殊的高度。赛后
发生的那一幕：27岁的梅西在经过放有大力神
杯的主席台时，特意停下来认真凝视奖杯，眼
神中的渴望让无数人感伤。
梅西的低调和内敛，赢得了许多赞誉，更

容易让人产生代入感。梅西奋斗过、努力过，
但始终和最高殿堂的荣誉擦肩而过，甚至还

被媒体和球迷质疑过。谁愿意让这样的人遗
憾终生？这不仅仅是梅西的世界杯梦想，更
是所有人的世界杯梦想。
当布斯克茨和佩德里两位西班牙国脚，

说出“如果西班牙出局，那么将支持阿根廷夺
冠”这样的话，已经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声。
这一次，全世界都盼着梅西夺冠。

本报记者 申炜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世界羽联昨天宣布，2022年
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将调整举办地和日期。原定于12月
14日至18日在广州天河体育馆进行的赛事改为12月7
日至11日在泰国曼谷Nimibutr体育馆进行。
世界羽联在公告中表达了对中国羽协、广州市政府、

广州市体育局的感谢，也感谢了泰国羽协在短时间内确
定承接比赛。正在进行的澳大利亚公开赛是今年最后一
站世界巡回赛，将决定年终总决赛入围资格。目前，中国
队在女单、女双、混双3项上都获得满额席位，男双刘雨
辰/欧烜屹昨天锁定总决赛资格。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赛季ATP年终总决赛昨
天继续在意大利都灵进行，22届大满贯冠军纳达尔次战
以3：6、4：6负于加拿大新星阿利亚西姆，背靠背输给首
次参赛的两位“菜鸟”球员，时隔13年再次遭遇巡回赛4
连败，彻底失去出线机会，同时也确认无法从阿尔卡拉斯
手中夺回世界第一，阿尔卡拉斯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年
终世界第一。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中国篮协昨天宣布，为提高国
家队在国际赛场的整体竞争力，特聘请亚历山大·乔尔杰
维奇（塞尔维亚籍）担任中国男篮主教练。他将带领中国
男篮出战世界杯预选赛第六窗口期比赛和2023年男篮
世界杯比赛，力争率队夺取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
据介绍，乔尔杰维奇作为球员、主教练多次获得奥运

会、世界杯和欧洲杯奖牌，作为教练执教过多家顶级俱乐
部，创造了优异成绩。他将带来一位助理教练和一位体
能教练，与中方教练共同组成中国男篮教练组。乔尔杰
维奇成为继哈里斯（2004年）、尤纳斯（2004—2008年）、
邓华德（2010—2012年）、扬纳基斯（2013年）后，中国男
篮历史上第五位外籍主教练。乔尔杰维奇将于11月18
日抵达中国，在杭州完成入境隔离后前往CBA联赛赛
区，与中国篮协及相关人员沟通交流，全面开启中国男篮
教练团队组建和国家队队员考察工作。
中国篮协感谢原主教练杜锋在过去3年对中国男篮

的贡献和付出。考虑到杜锋对于正在重建中的广东宏远
男篮是不可替代的，经过与杜锋和宏远俱乐部沟通达成
共识，杜锋今后将专注于俱乐部工作。乔尔杰维奇也感
谢杜锋在第五窗口期带领男篮获得了2023年世界杯出
线权。杜锋表示，无论作为球员还是主教练，能够为国征
战都是最宝贵的经历和最高荣誉。感谢中国篮协、男篮
全体成员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今后将继续努力为中
国篮球贡献力量。

最年轻ATP年终世界第一产生

世界羽联年终总决赛易地

直播提醒：

今日14:00TJTV-5
昆山FC队VS天津津门虎队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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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
该展览不仅引发了津城书法篆刻爱好者的
广泛关注，也在艺术界掀起了关于新时代艺
术创作的讨论，被业界认为是一次代表当今
书法篆刻主流发展趋势与最高水准的艺术
盛会。
作为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重要内容之

一，此次展览以丰富的艺术形式和手段，描绘
艺术之花盛开的多彩画卷，生动展现国家富
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时代华章。参展的
300余件书法、篆刻作品既立足传统艺术，又
融入时代精神，为观众带来思想与艺术的双
重震撼。书法大家、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
就奖得主孙伯翔为展览创作了书法作品《立
马登高联》。“立马出东海，登高望太平”一联
展现了老艺术家欣迎艺术盛事的喜悦和对艺
术事业发展的美好期望。孙伯翔说，此次展
览是书法和篆刻领域的一件盛事，展览所遴

选出的作品均是近几年有代表性的精品力
作，希望此次展览进一步促进中国书法和篆
刻的全面发展，激励书法和篆刻创作者推出
更多优秀作品。
对于书法篆刻创作者而言，此次展览激

励着他们探索艺术的新境界。在坚守创作
风格的基础上，不少作者都在作品中尝试新
的突破。中国书协副主席、市文联副主席、
市书协主席张建会为展览送来丈二作品《七
律·到韶山》。他坦言，此次创作既是一次机

遇，也是一次挑战。他此前的作品一般不超
过八尺，新作不仅在尺寸上有突破，还融入
了他在探索研习隶书艺术过程中新的积累
和心得。张建会说，隶书的创作讲求气象、
法度和意蕴，应该体现出时代精神和正大气
象。从参展作品中，他看到了当代书法工作
者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不断守正创新
的辛勤耕耘。
市书协秘书长杨健君认为，作为全国性

的艺术大展，此次展览体现了全国书法篆刻
艺术的盛世气象，参展作品不仅艺术质量是
全国顶尖的，在形式上也很有特色。不论是
作品整体的呈现，还是用笔、落款、形制等细
节，都体现出鲜明的特色。观众只要细心观
赏，都可发现每位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
除参展作品外，此次展览还有一大特色，

就是与天津美术馆的展厅展陈相契合。杨健
君表示，丈二的书法作品在展厅中展现出恢
弘气象，而篆刻作品则以小而精为特色，这种
大与小的呼应体现出强烈的对比效果，于博
大精微中带给观众艺术震撼。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连日来，我市文艺工作者组成的多支小
分队马不停蹄走进基层，以“放歌二十大 奋
进新征程”为主题，以文化艺术的形式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昨日上午10时许，市戏剧家协会、市曲

艺家协会文艺小分队在天津警备区河东第三
干休所开唱。来自市评剧院、市曲艺团的刘
灵芝、冯欣蕊、李丽华等演员，为这里的老人
们奉献了一场传统艺术演出。评剧《红色联
络站》《沙家浜》、京韵大鼓《海河之光耀津城》
等节目，或讲述红色革命故事，或抒发对党和
祖国的真挚情感。
这些小分队精心安排的节目，引起了台

下老人们的共鸣。84岁的操书霞对《七律·
长征》这个节目印象深刻，“我曾经用歌曲形
式唱过这首诗词。听演员用评剧唱腔唱出
来，感觉别有韵味，很好听。”参加过抗美援朝
的九旬老人彭雪梅动情地说：“演出中很多节
目都是在唱历史，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回忆。
希望当代的年轻人继承光荣传统，把我们的
国家建设得更好。”
面对长辈的肯定和希冀，演职员们纷纷表

示，如今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前人的奉献和付
出。作为文艺工作者，有责任以自身擅长的文

艺形式让他们舒心、开心，同时更要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市杂技家协会文艺小分队于昨日下午走

进北辰区天穆镇柳滩村，为北门医院的医务
工作者和当地居民献艺。小分队由名家新秀
联袂组成，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彩。技艺高

超的杂技《顶花坛》、令人惊奇的魔术《魔术
梦》、激情澎湃的诗朗诵《前进吧，中国》、优美
大气的舞蹈《津门赋》等，博得了观众的热情
掌声。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肖桂森常在基层演
出，这次他精心准备，带来拿手的传统戏法表
演《高粱造酒》，寓意美好又富有趣味性。肖

桂森说，希望通过文艺节目给居民送上欢乐，
也向医务工作者道一声辛苦。
观众王女士在台下看得饶有兴致，还参

与了魔术互动。王女士高兴地说：“看了这些
生动活泼、充满正能量的文艺节目，让人心情
愉悦又深感振奋。”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近日，天津大剧院在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正式恢复对外开放。11月25
日、26日，音乐剧《白夜追凶》将在天津大剧院上演。
音乐剧《白夜追凶》改编自编剧指纹创作的同名剧

本，主要讲述围绕一起特大案件，关宏峰、关宏宇两兄弟
洗脱罪名、共同破案的故事。相较于同名影视剧，音乐剧
强化了两兄弟间的情感联系，同时运用丰富的舞台艺术
手段，打造出城市光鲜和破败的两面与人性的复杂，讲述
黑暗和光明的永恒主题。剧中的音乐集结了实力派创作
班底，共有19名音乐剧演员和专业舞者为观众演绎惊心
动魄的悬疑推理故事。

音乐剧《白夜追凶》下周来津

11月11日，一名来自印度的阿根廷队小球迷在位于多哈滨海大道的世界杯倒计时钟

旁留影。 新华社发

正在天津美术馆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览，以丰富的内容

和多样性的作品吸引观众前来观展。 本报记者 姚文生 摄

左二 昨日，市杂协文

艺小分队走进天穆镇柳滩

村北门医院，为社区居民

和医护人员献上一台多姿

多彩的魔术、杂技晚会。

本报记者 姚文生 摄

左一 昨日，市剧协、市

曲协文艺小分队走进天津

警备区河东第三干休所，献

上精彩的戏剧、曲艺表演。

本报讯（记者 刘茵）近日，第九届中法环境月开
幕，本届主题是保护我们的“蓝色星球”，聚焦河流、湿
地、海洋以及沿海区域保护。由法国驻华大使馆与天
津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天津自然博物馆承办的
主题展览“畅游珊瑚礁的世界”和“水，科学的核心”，于
今日在天津自然博物馆开展。
“畅游珊瑚礁的世界”展览介绍有关珊瑚的生物学知

识，以及珊瑚礁蕴藏的千姿百态的海洋生物、珊瑚对滨海
地区的保护作用。
“水，科学的核心”展览从摩洛哥到玻利维亚，从地中

海流域到印度的河流，介绍了法国在水资源领域开展的
大型研究项目。
中法环境月作为天津自然博物馆一项重要的国际文

化交流活动，自2021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两届。本次展览
旨在提高观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与科学素养，加强中法
两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同时，促进自博馆的科普学
术交流向国际化、多元化方向发展。

自然博物馆今推出两大主题展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文艺频道

18:15 幸 福 在 哪 里
（12、13、14）

■借粮到化工厂找向
远，威胁他想要知道麦秋
的下落就得跟他合作去实
验室偷器材。向远再三劝
阻无果，情急之下，借粮捅
了向远一刀。向远带伤参
加青工厨艺大赛，取得第
二名。赛后，麦秋、向远两
个饱受相思之苦的人互诉
衷肠，再次走到一起。

都市频道

21:00双面胶（20、21）
■冠华打电话来哭

诉，说集资的钱全没了。
第二天丽娟爸妈上门要
钱，丽娟妈和亚平妈言语
不合，厮打起来。突然从
亚平爸屋里传出一声巨
响，亚平妈奔了过去，丽娟
妈中风昏倒。亚平爸去
世。亚平妈请来了亚平的
表姐玉喜当保姆，丽娟认为
两人合起伙来对付自己。

天津卫视

19:30幸福到万家（3、4）
■幸福看到自己妹

妹受了欺负，要讨个说
法。她不赞成王家的处
理方式，因此和庆来闹离
婚。幸福去找万善堂要
说法，最终说服了万善
堂。万善堂要求传家去
道歉，被死要面子的传家
拒绝。万善堂眼看劝不
动儿子，最后自己在会议
上宣布：万家庄要移风易
俗，以后不准再闹婚。

文艺频道

20:30鱼龙百戏
■本期栏目的“曲坛

师生情”展演季由京东大鼓
名家倪万珠、刘炳山和“鱼
龙百戏人才计划”的京东大
鼓演员们带来一段段动人
的曲艺传承故事。王文磊
讲述了自己和多位外国留
学生的教学故事，李嘉带来
了一段自己编写的京东大
鼓《农家乐》，高培红、陈静
和李凤妹三人合作演绎了
一段原创作品《望月》。

天津卫视

21:20跨时代战书

■本期节目继续完成
从小屏到大屏的跨越，见
证生命绽放的奇迹，主持
人王野携手于际敬、王晓
甜作为嘉宾见证达人们的
挑战，本次来到舞台的是
彝族少年杨志强、单眼舞
者杨荣、鸡蛋哥兰广平。
他们能否完成挑战？敬请
期待。

天津卫视（101）

19:30幸福到万家
21:20跨时代战书

天视2套（103）

18:15幸福在哪里
20:30鱼龙百戏

天视3套（104）

19:00 烽烟尽处
22:00海边女人

天视4套（105）

18:05家居大变身
21:00双面胶

天视5套（106）

18:55体坛新视野

教育频道（107）

19:00番茄生活王
21:00二哥说事儿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