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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燃 卡塔尔

为什么热爱世界杯？

7 文体
2022年11月21日 星期一 责编：窦晓艳 于港 美编：王宇

天津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特展昨开展

《鸣沙遗墨》再现敦煌艺术魅力
“主场”迎战上海申花队 天视体育今日19:00现场直播

津门虎队专注联赛最后阶段
本报讯（记者 顾颖）今天19:00，

天津津门虎队将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
26轮比赛中，与目前比自己多7分、暂
列积分榜第8位的上海申花队交锋。
昨天晚上，津门虎俱乐部官方发布了
主题为“专注”的赛前海报，表达了从
迎战申花队开始，努力打好本赛季中

超联赛最后阶段比赛的决心。

实际上关于本场比赛，津沪两地
球迷最关心的，还是各自队中的人员
情况。申花队中强力外援巴索戈，有
些意外地被喀麦隆国家队征召参加世
界杯，纸面上拉低了球队的攻击力，对
此，在昨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津门
虎队主教练于根伟表示，上海申花队
是中超传统强队，各个位置人员配备

很齐整，他们以整体见长，个别球员离
队，不会对实力造成太大影响。
于根伟说：“我们要做好困难准备，

当然，每场比赛我们的目标都是要取胜，
拿出更好的、更有竞争力的表现迎战，完
成好比赛。”至于球迷关心的巴顿，于根
伟介绍说，他的伤势有所好转，但这场比
赛还无法登场。

从出道到退役，一名球员的职业
生涯看似很长，但能参加几届世界杯，
还真不好说。
2010年南非世界杯，23岁的本泽

马已经转会到了皇马，未能入选国家
队，据说因和队中老将关系不和。
2014年巴西世界杯，本泽马唯一一次
世界杯之旅，率队打进8强。2018年
俄罗斯世界杯，本泽马因为陷入前队
友瓦尔武埃纳被勒索案，遭到国家队

除名。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前
一天，法国队官方宣布，本泽马左大腿
股四头肌受伤，被迫退出。
这一别，已经35岁的本泽马，不

是再等4年，而是彻底告别世界杯。
对于梅西和C·罗，这是他们的第

5次世界杯之旅。但他俩毕竟属少数
派，一名球员一辈子能参加一两次世
界杯，也就知足了。世界杯就是这样，
除非你拥有绝对实力和绝对运气，甚

至有时候后者的成分要更多一些。
所以，那些冰冷的伤病名单背后，

是一颗颗破碎的心。而32支球队共
800多名球员才是最幸运的，用“天下谁
人不识君”形容并不过分。这就是世界
杯的魅力所在，尽管如今各大联赛提升
了人们的足球品位，但等到世界杯来临
时，还是会让所有球迷疯狂。
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踢得最好的

其实还是老面孔，但等到打乱俱乐部
编制而重新组队之后，会发现其中既
充满了国家队的使命感，也有恩怨交
织的历史，更有新的故事篇章。毕竟，
4年时间才能看到这样的桥段，谁会
不珍惜呢？
每一届大赛过后，人们记住的都

是那些感动瞬间，这才是世界杯一直
留在脑海中的原因。也许你记住的是
博格坎普的优雅停球，他记住的则是
一起看球的人。这些都不重要，激情
燃烧过后，你的世界杯模式就变成了
尘封4年后突然苏醒。
我们可以将卡塔尔世界杯定性为

“诸神黄昏“，但同步而来的也许还有“新
王降世”。这样的世界杯，你喜欢吗？

本报记者 申炜

本报讯（记者 梁斌 摄影 崔跃

勇）由天视体育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和
天津天塔湖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联合主
办的“中国银行杯”第二届“RUN
UP”一起向上天塔垂直马拉松比赛日
前在天塔举行。
本次垂直马拉松活动的起点位于

天塔湖风景区的西广场，终点是耸入
云端的 253 米瞭望厅，阶梯高度 22
层。比赛分为男、女个人竞速赛和团
体接力赛3个组别。本次比赛共有近
150名市民选手参赛，既有上届比赛的
参赛选手，也有首次参赛的三口、四口
之家，其中参赛年龄最小的选手仅有3
岁。除了市民选手外，团体接力赛中，
前天津足球名将杨程、毛彪和前天津
女排名将陈丽怡、张晓婷也参与其中，
与天视主持人共同出战。经过激烈角
逐，鲁振伟夺得男子个人竞速赛冠军，
李燕蝉联女子个人竞速赛冠军。本次
垂直马拉松活动得到了特约赞助商无
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的支持。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中国排
协发布了2022—2023赛季中国女排
超级联赛第一阶段第二站C组的比赛
日程和参赛球队名单，天津渤海银行
女排出战本赛季联赛的14人名单随
之出炉。今天14：30，天津女排将迎
来球队新赛季首战，对阵云南女排。
天津女排14人参赛名单为，主攻李

盈莹、王艺竹、陈博雅、刘美君、董铭霄，
副攻王媛媛、张世琦、李雅楠，二传姚迪、
孟豆，接应巴尔加斯、杨艺，自由人刘立
雯、孟子旋。随队来到江西上饶赛区的
副攻小将夏思佳没有出现在名单之内。
由于本站比赛，天津队与深圳队

并不交锋，加上两队两年来有着很好

的合作，所以两队在赛前也进行了4局教
学赛，以赛代练，适应比赛场地的同时，
加快阵容的磨合。这场教学赛，天津队
尽遣主力登场，首发阵容为主攻李盈莹、
陈博雅，副攻王媛媛、张世琦，二传姚迪，
接应巴尔加斯，自由人刘立雯组。而深
圳队则派出6名外援和副攻薛翼枝组
成的阵容出战。比赛中，天津队也是逐
步进入状态，4局比赛均获得胜利，球队
也初步找到比赛的感觉，为今天与云南
队的比赛做好准备。天津女排主教练
王宝泉表示：“球队的整体配合还需加
强，相信随着比赛的进行，球队的状态会
逐步提升，球队要力争在比赛中把自身
的技术特点充分发挥出来。”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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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级联赛，在我
市奥体中心“水滴”体育场举行了闭
幕式。
今年的天津市足协超级联赛于5

月 2日开赛，甲级联赛于7月 3日开
赛。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比赛一度暂
停。在历时7个月的比赛中，两个级

别联赛的25支球队通过单循环的形式，
共进行了120场比赛，参赛注册球员达
到了750多人。
最终，坤晟松足球队获得了2022年

天津市足协超级联赛的冠军，天津煜腾
恒泰足球队和天津逸腾海天足球队分列
二三名。青动体育鼎锋足球队则获得了
2022年天津市足协甲级联赛的冠军，亚
军和季军分别是天津同道火车头足球队
和墨缘足球队。

新赛季女排联赛名单公布

天津队今首战云南队

津超津甲联赛落幕

天塔垂直马拉松比赛举行

■ 本报记者 刘茵 摄影 姚文生

为充分挖掘敦煌文献的价值和魅
力，天津博物馆昨日在二楼精品厅推
出原创展览《鸣沙遗墨——天津博物
馆藏敦煌文献特展》。记者昨日走进
展厅，看到许多观众前来“打卡”，争相
一睹敦煌文化的迷人风采。

天津规模最大馆藏敦煌文献特展

天津博物馆和敦煌文献早已结下
不解之缘，相关馆藏达300余件。这
些文献为了解4至11世纪东亚乃至中
亚、南亚地区的宗教、社会、历史、文
化、艺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
料，是古代各文明之间交流互鉴、交融
交汇的实物例证。
本次展览展品类别包含敦煌文

献、玉器、青铜器、陶器、邮票、图书资
料等，共计70余件（套）。展览展出一
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11件。展览分
为“序·要津”“遗珍”“融汇”“书写”“人
间”五个单元。在展出的35件敦煌文
献中，有14件是首次展出，另有5件为
时隔34年再次同观众见面。此次展
览是天津地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内
容最丰富的馆藏敦煌文献特展。
策展人张夏告诉记者：“由于在近

代史上的特殊地位，天津成为散佚敦
煌文献的重要集散地之一。天津的很
多爱国收藏家都为抢救这批宝贵的文
化遗产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其之后的
保护、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天博馆
藏的敦煌文献大多数来自他们的无私
捐赠。”
张叔诚先生捐赠的唐代开耀二年

（682年）《妙法莲华经》卷第四是此次
展出的重要展品之一。此卷共分14
纸，每纸28行，书17或16、20字。此
卷在书写上采用楷书，墨色浓匀，流畅
生动，在显示书写者高超书写技巧的
同时，也不时流露出女性书者的婉约

风度。
敦煌文献中，有不少涉及敦煌地

方历史、文化的内容，具有特别价值。
“人间”单元展出的文献，有的反映了
王朝中央对敦煌这一边陲重镇的控制
和影响，有的折射了敦煌本地的政治
变迁，有的则展现了当时居住在此的
普通人的生产、生活和信仰。
其中一卷文献吸引了记者的注

意，这便是周叔弢先生捐赠的唐代《七
佛所说神咒经》卷第二。此卷共16纸，
每纸28行，每行17字。张夏说：“此卷
首次面向观众展出，卷中可以看到正、
人、日、圣、地、证、月、国、初、人、君、臣、
载、星、年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武
周新字’，从侧面折射出了一代女皇武
则天对当时社会和历史的影响。”

全景展现千年艺术与当代文明碰撞

为了提升观众的参观体验，展厅
中央特别搭建了数字化沉浸式展示
区。在这里，观众可以感受到借助虚
拟现实、交互艺术等科技艺术手段全
景呈现的敦煌文化写意。天博书画部
副主任邢晋告诉记者：“沉浸式的数字
展厅，以8K超高清影音视效体验全景
展现千年敦煌艺术与当代文明的碰

撞，实现了创新媒介艺术与东方美学的
多元对话。”
数字展厅中除了对天博馆藏写经卷

本的沉浸式打造，还以数字化的写意方
式呈现有着“莫高窟最古老石窟”之称的
275窟。该窟始建于北凉，是“北凉三
窟”中面积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洞窟。
此时期的敦煌壁画，在风格与内容上，均
较大程度上受印度、西域绘塑影响，给人
以全新的视觉感受。市民张培告诉记
者：“这个数字展厅太震撼了，带来很强
的观感冲击。置身这里，可以身临其境
地感受到‘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华民族
优秀文明的绚烂魅力。”

新展柜提升参观体验

本次展览所用的展柜均为天博新更换
的低反射玻璃恒温恒湿展柜。天博文物保
护技术部主任李彬告诉记者：“大部分博
物馆展柜玻璃采用的是超白玻璃，我们这
次调整的低反射玻璃透光率高达97%以
上，与超白玻璃视觉效果相比近乎透明，
同时克服了拍照反光的短板，让参观者产
生文物‘裸展’的错觉。博物馆的低反射
玻璃展柜安全性能高，能够有效阻隔紫外
光，解决了保护和展示兼顾的问题，让观
众的参观体验感得到了质的提升。”

本报讯（记者 张帆）在“你好，
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中，航拍作
者胡世聪的作品《在空中，瞰天
津》，将人们的视野拉到高空上领
略天津美景。

胡世聪拍摄过200多个天津城市
风光视频作品。每当天气好的时候，
他都要带着三四台无人机，背着十几
斤重的背包，在外面一拍就是一整天，
“拍得越多，越会发现，天津的美景真

是多得数不清。”在《在空中，瞰天津》中，
天津近20个地标建筑的航拍镜头配上
轻松明快的乐曲，让
很多网友感叹大气、
洋气。他说“希望让
大家通过我的作品，
看到更多角度的天
津，爱上这里。”

美不胜收“瞰”天津“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鲁迅文学奖是代表我国最高荣誉
的国家级文学奖之一。由中国作协、
北京市委宣传部、湖南省委宣传部共
同主办的“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
之夜”昨晚在北京举行，35位获奖作
家在庄重盛大的颁奖礼上领受这一中
国文学的最高荣誉。
“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

夜”是中国作协探索彰显文学价值、传
递文学力量、拓宽文学道路的全新尝
试。活动通过湖南卫视、北京卫视等
直播，“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人民网、
央视频等同步转播，让文学“破圈”传
播，让更多人见证文学力量、感受文学
之美。
天津作家王松致敬为中国核工业

事业奉献一生的无名英雄的《红骆驼》

荣获中篇小说奖，这是继冯骥才、尹学
芸斩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之后，天津
作家再获殊荣。昨天，王松在接受本
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这次盛典前所
未有，让我真正感受到中国文学的气
派，也让中国文学走入更多人的视野，
见证新时代文学踏上新征程。”
王松因脚伤上台领奖走得颇为艰

难，他笑言这是个隐喻，“得奖当然高
兴，对作家来说获奖就像过节一样，不
过节日里总结、祝贺的都是过往。享
受荣誉之后，后面的路或许会更难走，
因为读者会对你有新期待，自己也会
对创作有更高要求。荣誉上了一个台
阶，创作标准也要上一个台阶。”
王松告诉记者，当他接过沉甸甸

的奖杯，“同时也有了一种沉甸甸的责
任感，以后要努力尽心写好每一部作
品，真正写出人民的生活，反映时代特

质、呈现时代精神，让读者真心喜欢。”
由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的《江山如此多娇》荣获报告文学奖，
这是该社图书第五次荣获鲁迅文学奖。
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薛印胜告诉记

者，聚焦贵州脱贫攻坚战的《江山如此多
娇》是中国作协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
创作工程之一，出版后广受关注。该书
作者、贵州省作协主席欧阳黔森接受采
访时说：“首先要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的
各位同仁，获得鲁奖与他们的努力付出
是分不开的。同时我要感谢这个伟大的
新时代，让我见证了脱贫攻坚这项人类
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他也分享了创作
经验，“一个作家要眼见为实、亲身体验，
就必须到第一线去。我走遍了乌蒙和武
陵的山山水水，与老百姓交心。从他们
的笑容当中，我感受到他们的幸福感、获
得感、安全感。”

彰显文学价值 传递文学力量

“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举行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式于北京时间昨晚在海湾球场举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