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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菊世锦赛摘银 首次登上世界三大赛领奖台

天津跆拳道实现历史性突破
本报讯（记者 李蓓）北京时间昨

天，2022年墨西哥瓜达拉哈拉跆拳道
世锦赛进行了第5比赛日的争夺，来
自天津的选手左菊在女子53公斤级
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可惜在决赛中
不敌美国选手，收获1枚银牌。继去
年夺得全运会冠军后，左菊再次实现
突破，这也是天津选手首次登上跆拳
道世界三大赛的领奖台。

本次比赛的决赛是来自中国天津
的选手左菊对阵美国选手格林伍德。

去年陕西全运会上左菊一鸣惊人，为天
津拿到女子49公斤级冠军，如今她第一
次参加世界三大赛便一举杀入决赛，决
赛前两局双方各下一城，决胜局左菊一
度取得领先，但在最后时刻被绝杀，憾
失冠军。不过左菊首次参加世界三大
赛就取得银牌已经是不错的成绩，这也
实现了天津跆拳道历史新突破。

赛后，左菊第一时间就和天津市
举重摔跤柔道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
心负责人通了电话。“全运会之后左菊

一直跟随国家队训练、比赛，这是她第一
次参加世锦赛，肯定是冲着金牌去的，赛
后她也跟我说，能参加世锦赛很兴奋，但
也难免紧张，比赛中太渴望这块金牌，的
确非常遗憾。”该负责人介绍说，昨天上
午举摔柔中心组织全体观看了比赛，希
望能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虽然最
终没能拿到金牌，但左菊仍然是首位站
在世界三大赛领奖台上的天津选手，而
且离冠军那么近，就只差最后一秒钟，稍
显遗憾。”

本报讯（记者 梁斌）北京时间昨
天凌晨，2022年蹦床世锦赛在保加利
亚索菲亚结束了第3个比赛日的争
夺，由东京奥运会冠军、天津名将朱雪
莹领衔，以及曹云珠、胡译乘、范心怡
组成的中国队发挥出色，以15分的满
分成绩夺得女子网上团体冠军，这也
是朱雪莹继2017年世锦赛之后，再次

夺得世锦赛女子网上团体冠军。
决赛中，中国队派出曹云珠、朱雪

莹、胡译乘3位选手出战，3人分别得

到56.070分、56.520分和56.200分，帮助
中国队以15分满分夺得金牌。英国队
和日本队分获银牌和铜牌。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上午，天
津津门虎队离开天津前往“第三方场
地”海口，准备连续5个主场比赛。
在本周中进行的足协杯赛“32进

16”的一场比赛中，天津津门虎队4:0战
胜中甲领头羊昆山FC队，顺利晋级下
一轮。伴随着下半时年轻的门将李岳
峰替换闫炳良，津门虎队也几乎实现了
赛季中全员都获得出场机会的目标。
即将年满37岁的教练兼队员谭望嵩，本
赛季已经逐渐向教练转型，并担负起队
中的部分事务性工作，他的名字也被写

进了本场足协杯赛的报名名单，尽管最
终没有登场，但是足够引起一波天津球
迷对这位功勋老将的“回忆杀”。
稍显遗憾的是，在足协杯赛为津

门虎队的第一粒入球送上助攻的钱宇
淼，被对方后卫球员冲撞后，脚踝出现
伤情。本赛季开始前的冬训，24岁的
钱宇淼表现非常出色，之后却意外遭
遇骨折，联赛进入后半程才刚刚逐渐

过渡到参与比赛的节奏，却又在足协杯
赛中受伤，好在并不特别严重，预计两周
左右，他就可以恢复到符合出场条件。
结束了足协杯赛，津门虎队火速从

赛地大连返回天津，停留一天做相应的
调整后，昨天马上再出发，下午飞抵海
口，傍晚随即投入训练。11月21日19:00，
他们将与目前排在积分榜第8位的上海
申花队交锋。

蹦床世锦赛 朱雪莹领衔

中国女子网上团体夺金

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红军部
队几次途经村子。当时红军是从全州县
石塘镇仁金村委的余粮铺、杨梅山抵达
大石山村的，经休整之后，一部分红军从
大石山往左上山行军到达仁甲村的葫
芦岗，据说在葫芦岗大草坪做饭、休息之
后，又途经金鸡亭、湾丘江，抵达上畔塘村。
部分红军在上畔塘宿营一晚，休整筹集粮
草后前往大坪渡口抢渡湘江，继而赶往脚
山铺阻击湘军。另一部分红军从大石山村
往右，抵达仁甲村，在仁甲村宿营一夜，进
行了休整和民主抗日思想宣传。
据老人家讲，部分红军战士是受伤

的状态。在仁甲村短暂休整期间，大部
分红军战士住在祠堂里，其余都住在老
百姓的空屋子里、草堆旁及巷子的空坪
处，未进老百姓的家。煮饭吃的米菜都
是向村民购买的，无扰民行为，未伤村
民的一草一木。红军进屋买米菜时，还
向村民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部队”“是打
土豪分田地的队伍”等。村民说从未看
到这种当兵的，这么亲民，村民对红军
很有好感。因此，村里当时就有几位青
年加入了红军。红军部队宿营一夜之
后，第二天整理部队并打扫驻地后，途
经嚼拉口村，又翻山越岭途经凤凰的洗
马塘到达大坪渡口或者屏山渡抢渡湘
江参加脚山铺的阻击战。
笔者在石塘镇天坑群一带采访时，

偶遇一位名叫黄天水的老人。他讲述
了一段红军用剪刀换红薯的故事。
“我爷爷讲，当年红军经过村里的

时候，有个小战士太饿了，就挖老百姓地
里的红薯吃。一个红军干部发现后，严
厉地批评了小战士，并把自己的一把剪
刀送给了老乡。”黄天水说。“那个时候，剪
刀可珍贵得很，村民收了剪刀感觉很不
好意思，从地里又挖了许多红薯送给了
红军战士。”黄天水说，自己还听过村里老
人讲红军帮老百姓干农活儿的故事，“我
们村里人都说，红军纪律最严明。”
湘桂走廊，历来为兵家盘桓之地，只

有红军秋毫无犯。有一个村，桂军驻扎
后一片狼藉，而在隔水相望的邻村，红军
走后，不仅整洁，连家畜都给喂好了，可
谓“一水隔两村，红白两重天”。
为人民者，天下归心。
红军不扰民，不动老百姓一针一

线。部队一来就写标语，发传单，演出文
明戏、小话剧，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
红军的政策。当地一批青壮年后来都跟
着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才喜界位于龙胜、兴安、灵川交界的

崇山峻岭，这里山势陡峭险峻，山石耸
立，地势险要，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1934年12月5日，早上。
天还没放亮，盘桂荣就听到门外人

马喧嚣，他想：“不好！真是红军来了。”

16 红军纪律最严明

关于鸦片何以屡禁不止，林则徐
略一沉思，开口道：“朝廷虽有明令，
但海禁废弛，仍挡不住鸦片入境之
源。譬如溪流，源头没有堵塞，下游
仍要源源流淌。康熙二十四年，开广
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苏云
台四处口岸，雍正时又增开浙江定海，
乾隆二十二年曾缩小为广州一口。事
实上，西洋船舶仍不断到沿海贸易，以
后禁令弛缓，闽、粤各港又多以半官半
私形式和番商贸易，这几年鸦片走私猖
獗，朝廷不得不屡申禁令，但走私已相
沿成习，因而收效甚微。去年十二月，
两广阮制台拿办鸦片囤积商叶恒树，圣
上又诏令严禁，听说稍好了点。但如果
没有一大批真心实意办事情的人，恐怕
仍难彻底解决这一难题。”
龚自珍听他对此事知道得如此详

细，十分佩服。自珍又问道：“听说林大
人在杭州禁烟颇有成效，都具体采用
了哪些办法？”林则徐笑道：“哪能说得
上‘颇有成效’？只不过是稍微好一点
而已。所用之法，也不过是关闭鸦片
烟馆，劝百姓不吸食鸦片罢了。这些
都只能治标，是扬汤止沸，难以治本。”
龚自珍道：“大人以为如何方能治本？”
林则徐道：“只有朝廷严

律令、动重典方可。”
龚自珍忙接口道：“大人

何不奏明圣上，动用重典？”
林则徐道：“阮尚书官居

一品，手绾两省兵符尚且无可

奈何，在下区区一道员，何足道哉？如今吸
食鸦片者，京官占十之一二，外官占十之二
三，刑名钱粮师爷幕宾占十之五六。小小烟
馆，背后皆有靠山；烟商个个财大势雄，手
眼通天。这些人朝廷不动重典治得了吗？那
么多朝中大老对此事睁只眼闭只眼，或轻
描淡写，或缄默不置一词，朝廷肯动用重典
吗？”稍停之后，林则徐又说：“另外，我国海
岸绵延千里，不加强海禁，律令只是一纸空
文，鸦片断难禁绝。听说，云南、四川、两广
民间已有种植罂粟的，如此蔓延下去，更加
不可收拾啊。”说罢摇头叹息不止。
龚丽正见自珍不谈官场的事情，只顾

和林则徐谈论鸦片，心头颇感不快。但见
客人谈兴正浓，也不便申斥儿子。直等他
们谈到此时，方有机会插进话来。他对林
则徐说道：“林大人休要见笑，下官只此一
子，却疏懒轻狂，至今功名未就，还望今后
多多提携。”又转面教训自珍道：“今日林
大人在此，机会难得，不多多请教些经邦

济世的学问、科场仕进的道理，却
专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烦扰林
大人，不怕林大人见笑吗？”
林则徐闻言道：“令郎关心

的正是关系到国脉民命的大事
情，怎么能说无关紧要呢？”

119 屡禁不止说鸦片 74 列车上还有危险

两名特警到达德山站的时候，
普速列车还有5分钟就要进站了。
他俩先观察环境，然后进入到预设
的攻击位置。火车转过一个弯道就
要进站了，嫌疑人何东望着窗外说：
“火车马上就要进站了，我看不见你
答应的汽车，咱就有好戏看了！”高克
己拿起餐桌上那瓶矿泉水，喝了两口
说：“你放心，肯定会有车接你，进站停
车后我去换这名女士，到时候我给你
当人质，让她跟着就行。”何东摇摇头：
“我要先看见汽车再说！”

就在整列火车缓慢驶进站台时，两
名特警从预先埋伏好的柱子后面飞身跃
起，抓住车厢的门把手，拧开车门闪进车
厢，两人的动作迅速到站台上的人们还
没看清楚，他们已经进了餐车。火车停
稳了，高克己看了看站台，对何东说：“你
看，我没食言吧，汽车在站台上呢。”而此
时，两人站立的位置正好重叠，何东用拿
枪的手朝高克己比画，示意他挪开，好让
他看清楚窗外的情况。高克己感觉机会
来了，就在他往旁边错开身子的同时，双
手握住矿泉水瓶子猛地挤压，瓶中水瞬
间成为一道水柱直射向何东的脸，突如
其来的袭击让何东完全没有准备，下意
识地用手去挡射向脸上的水。早已准备
好的两名特警从车厢两头突然跃出，“砰
砰”两枪分别击中他按着炸药装置和握
枪的手。与此同时，高克己和所长老杨、
乘警一起猛扑上去……
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就这么结束

了，结局顺利得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何东
被抓，人质被解救，炸药被排除，警察旅客
无一人伤亡，列车稍作调整就能重启征
程。高克己、郭玉昕走下车厢，看到被抬
上救护车的嫌疑人何东，他被击中两枪，
但都不是要害部位，意识还很清醒。高克
己和何东四目相对，发现何东眼神里流露
出的不是仇恨和恐惧，而是狰狞与绝望，
当他与高克己对视时，嘴角上露出一丝冷
笑。这个表情太奇怪了，高克己不由得停
住脚步，回忆着刚才的每一个细节。
高克己说：“我怎么感觉哪里不对

呢？”郭玉昕说：“你是太久没听见枪响了
吧，震的？”高克己说：“我还没窝囊到那个
程度吧。不对，传过来的资料里，说何东
伪装成铁路职工进站时，手里是不是有什
么东西啊？”这句话让郭玉昕也犹豫了，他
拍拍脑袋说：“过通勤口的时候，他手里好
像还拎着个包。”“包呢？”“坏了！”郭玉昕此
言一出，两人同时浑身打了一个激灵，转回
身看着站台上缓缓启动的火车。高克己和
郭玉昕不约而同地朝火车跑去……

因本报调整版面需要，连载栏目发

至今日停刊。在此衷心感谢作家和出版

界朋友及广大读者对连载栏目的长期支

持与鼓励。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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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家书店榜上有名 类型多样特色鲜明

“天津市最美（特色）书店”揭晓

津门虎队赴海口继续联赛征程

“最贵世界杯”扑面而来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市新闻出
版局昨日揭晓了2022年“天津市最美
（特色）书店”评选结果，国图·津湾文
创空间等10家荣获“天津市最美书
店”，博古今书店等12家荣获“天津市
特色书店”。

本次评选活动，旨在进一步推动
全民阅读，加快建设书香天津，发挥
“最美（特色）书店”的示范引领作用，
进一步创新业态形式、经营模式和服
务方式，走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
展道路，帮助实体书店做优做强，推动
实体书店高质量发展。
“天津市最美（特色）书店”评选活

动始自2019年，每年一评。本次评选
工作自8月中旬启动，经过各区新闻
出版局和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的初评，
共42家书店进入复评。10月至11月
初，市新闻出版局组织开展复评、网上

投票、专家综合评选，并于11月14日
至11月18日，在“书香天津”公众号进
行了公示。为进一步提升“最美（特
色）书店”的品牌效应，鼓励我市书店
着重选品、聚焦主业、突出特色，本着
精准奖励的原则，此次共评选出10家
“天津市最美书店”和12家“天津市特
色书店”（排名不分先后）。

荣获2022年“天津市最美书店”
的分别是国图·津湾文创空间、新华书
店24h智慧书店、好象有书文化艺术
书店、三联韬奋书店天津店、读读好
书·文化空间、津读书苑、广州购书中
心天津店、福荫书店、荒岛书店、希望
文化书店。

荣获2022年“天津市特色书店”
的分别是博古今书店、茑屋书店、吃
书怪图书馆、翔实希望书店、桑丘书
店、飞鸟书店、蔷之屏书店、弗莱格书

店、新华书店（海光寺图书城）、爱本图
书馆、漫渡拾光书店、内山书店南开鲁
能城店。

主办方表示，此次入选的“最美（特
色）书店”既有新华书店等国有书店品
牌，也有民营书店品牌；既有综合性的大
型书城，也有小而精的特色书店；既有华
丽转身的书店老品牌，也有蓬勃兴起的
书店新面孔。入选书店类型多样、特色
鲜明，代表了近年来我市实体书店转型
升级的发展成果，为全市实体书店行业
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提高可持续发展能
力提供了模式借鉴和经验参考。

据悉，近年来全市各实体书店通过
多种文化业态的互动，为广大读者提供
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体验更真切的
文化消费服务，通过开展各类线上线下
主题出版物展销、论坛讲座、文化活动，
覆盖读者数百万以上。

《血溅津门》作者、天津作家张孟良去世，享年96岁——

一生热爱故土，以天津为创作源泉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昨日，记者通过张孟良之女张子
毅获悉，小说《血溅津门》作者、天津作
家张孟良11月18日2时30分在静海
区静海镇义渡口村去世，享年96岁。
张子毅向记者讲述了父亲从孤儿到作
家、一生热爱故土并以天津为创作源
泉的创作人生。

张孟良1928年出生于静海县静
海镇义渡口村，1942年参加抗日游击
队，在部队时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写
作生涯。1985年，他从河北省廊坊市
文联离休后，一直居住在天津。

长期的战斗生涯和乡村生活，为
张孟良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创
作的根一直深深扎在故土里。几十年
来，他创作了《儿女风尘记》《三辈儿》
《血溅津门》《沽城荡寇》《义霸争雄传》
《洼淀烽烟》等长篇小说，以及中篇和
短篇小说、散文、杂文、游记、报告文
学、文学评论等作品500多万字。张
子毅告诉记者：“父亲热爱家乡、书写

家乡，他几乎跑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
他对父老乡亲感情深厚，父老乡亲也
热爱他。这里也是他的创作源泉。”

张孟良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儿女
风尘记》1957年出版后反响强烈，发
行了100多万册，多次重印，不仅被
改编成评书、戏剧等广泛传唱，还被
译介到国外。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
时，《儿女风尘记》名列朱德委员长向
全国推荐的12部长篇小说之一。张
子毅说：“这部长篇小说是以父亲的
家史为背景，父亲说过，‘书中人物张
天宝一家，就是我的一家’。”

张孟良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三辈
儿》天津味儿十足，备受读者喜爱。张
子毅介绍，书中很多事情来自于父亲
的亲身经历，当时为了创作，他曾跑遍
南市、小西关搜集素材。

第三部长篇小说《血溅津门》历经6
次修改、耗时6年出炉，小说呈现了天津
人民抗日斗争的光辉历史，歌颂了天津
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小说1981
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印17万多
册，轰动全国。同名连环画发行了数百
万册，同名电视剧更是风靡大江南北。
张子毅介绍，当年父亲为了写好这部小
说，专门借了一部车，在河北、天津跑了
18个月，做了大量笔记。因为把根扎得
深，才有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张子毅说：“父亲是一个非常幽默的

人，心胸开阔，尤其是思维敏捷，成稿特
别快，这也是他多年学习积累的结果。
他能从一个孤儿成长为作家十分艰辛，
他这一辈子自强自立、虚心学习、勤奋耕
耘。他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对我们最大
的影响就是，人要有本事，自立天地间。”

■ 本报记者 张帆

近日，音乐慢综艺《青春有腔
调》播出“潇潇洒洒的我们”主题节
目，音乐嘉宾与主持人一起分享为
追求梦想做的勇敢的事。

节目编导任越介绍，这期节目
的主题设计初衷是想表达女性积极
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在反复讨论后
确定了“潇潇洒洒的我们——那些
你很冒险的梦”，“我们的人生总有
一次要勇往直前，无论是为了一个
人、一段情、一段旅途，这些都可以
成为我们的梦想，值得我们勇敢去
追求。为了配合这个主题，我们邀
请了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三位优秀的
女主持人和主播，由她们带来各自
对‘冒险的梦’的理解。”

为了更好地呈现嘉宾的内心世
界，节目组还设计了游戏环节，通过不
同的物件和场景激发嘉宾的回忆，更
真实直观地展现她们的所思所想。节
目嘉宾、天津卫视主持人杨婷婷讲述
了自己高中时报考传媒学院的经历，
“万中选一”的紧张感至今记忆犹新。

走进《青春有腔调》的“青春小
屋”，杨婷婷感觉节目给了她更多真诚
面对自己、面对他人的机会，“音乐是
最容易引起人情感共鸣的一种艺术，
它给人一种可治愈、可宣泄、可放松的
感觉，让我们能够真实感受到自己情
绪的存在。好的音乐综艺节目并不是
单纯娱乐，节目主题、故事分享也不是
一闪而过的文字，它传递给观众的是
节目的价值观与调性，带给大家治愈
和感动。”

用音乐温暖人心

“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烟火气里感受城市温度

本报讯（记者 张帆）在“你好，天
津”网络短视频大赛入围作品中，《人
间烟火》将宁河区桥北街道西堤柳岸
公园美景尽收眼底。

在视频作者李想
看来，烟火气是城市
的温度，直抵人心，
“我想表达的，就是人
们生活的一种状态。”

日前，天津交响乐团打造的“王洛宾

作品交响音乐会”在天津大礼堂上演。

本报记者 翟志鹏 姚文生 摄影报道

燃在卡塔尔

图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右）与裁判委员会主席科利纳在裁判员媒体通气会上。

新华社发

明天凌晨，2022卡塔尔世界杯就
要吹响开场哨，号称“史上最贵世界
杯”正式开赛。何为“最贵”？当然是
一切都是顶配，从球队奖金到组委会
的投入。对于东道主来说，在创纪录
的投入后，卡塔尔队的战绩也成为是
否成功的关键。亚洲足球雄风能否震
天吼，卡塔尔队与厄瓜多尔队这场揭
幕战，意义重大。

能够参加世界杯，应该是所有球
员的终极梦想，当然国际足联不会亏
待了你。这次，国际足联将把4.4亿美
元奖金分给卡塔尔世界杯的参赛球队
和球员，比上届多出4000万。当然，
国际足联的大方是有原因的，上届世
界杯让他们赚了55亿美元，4.4亿的
奖金确实不值一提。
举办世界杯对于主办方来说是一

笔不小的开支，8年前的巴西世界杯，
组委会投入了 150 亿美元，最终小
亏。这次，卡塔尔为世界杯创纪录投
入了2290亿美元，无论营收如何，亏
本是注定的，不过这笔钱投入的成败
更取决于一个方面，那就是东道主球
队的战绩。

北京时间 21日零时，世界杯揭
幕战将在卡塔尔队和厄瓜多尔队之
间展开。作为自1938年第 3届世界
杯赛以来，首支从未参加过世界杯正
赛的东道主，卡塔尔队已被贴上了
“最弱东道主”的标签。首战遭遇实
力不俗的南美劲旅厄瓜多尔队，卡塔
尔队能否完成小组出线的目标，此役

至关重要。
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亚洲足球

高歌猛进，两支东道主球队战绩出
色。20年后，世界杯重新回到了亚
洲。自从2010年获得世界杯举办权

后，卡塔尔就开始了长达12年的厉兵秣
马，不仅斥巨资进行国家队建设和集训，
还广泛吸纳归化球员。那么，这次卡塔
尔队能如愿以偿实现目标吗？

本报记者 申炜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文艺频道

18:15 幸 福在哪里
（21、22、23）

■米朵向韩江川提出
两人一起去香港的打算，临
走前，米朵请向远吃饭。饭
桌上，麦秋和向远讨论着未
来的打算，起了争执，两人
喝得大醉。饭店经理是韩
江川的熟人，他把喝醉的
人留在酒店办公室休息。
韩江川看着昏睡的麦秋和
人事不知的向远，起了歹
心，占有了麦秋。事后，他
把向远、麦秋放在一张床
上。小白鞋来饭店接麦秋
回家，看见了眼前的一
幕。不久，麦秋发现自己
怀孕，被学校开除。向远、
麦秋两人奉子成婚。

都市频道

21:00 母 亲的战争
（4、5）

■二子在医院发现梁
奶奶的存折，逼迫老人说
出密码，这时梁子回来了，
当得知弟弟是抱怨遗产不
公时，梁子当即把存折给
了二子。马鸣答应帮助梁
子找工作。马鸣告诉王燕
儿由于梁子是劳改犯，工
作并不好找。王燕儿认为
马鸣还是对当年的事有芥
蒂，争吵中提出离婚。梁
子让母亲不要跟楼上吵
架，无论马母说话多难听，
一句嘴也不要还。

天津卫视

19:30 幸 福 到 万 家
(9、10）

■幸福和庆来因为征
地的事情有所疏忽，赔付
老蔡违约金六万元，他俩
认为这笔款应该算在万家
集团给的补偿款中。庆来
找万善堂，没说清楚事情
的来龙去脉，被气头上的
万善堂一脚踹中裆部。受
伤的庆来只能在医院度过
春节，幸福找李公安报案，
经过协商，万善堂同意赔
偿庆来医药费。

文艺频道

20:30 相声大会

■本期节目作为新一
季“年代大讨论”的开篇，
和观众一起讨论不同年代
的父子关系。节目中，马
勇、宁培凯带来《童年》，罗
峰、宋乐演绎《汾河湾》，马
博瑞、李火焱做起《人生总
结》，康云飞、兰天硕奉上
《名门之后》。

天津卫视

21:20非你莫属

■本期节目迎来了一
位工科博士申建广，他曾
经高考失利，打工过程中
感触颇深 ，选择重新复
读，一路读到博士学历。
在这期间，他开启了创业
之旅，和朋友创立了团购
网。经营8个月后，他将
网站转卖，挣到了第一桶
金。此次，寻找新媒体总
监的工作，他能否求职成
功？敬请关注本期节目。

天津卫视（101）

19:30幸福到万家
21:20非你莫属
天视2套（103）

18:15幸福在哪里
20:30相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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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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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黑科技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