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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燃 卡塔尔

“放歌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文艺小分队进社区演出，演员说——

“我把老百姓想说的话唱给大家听”

打卡津门“瓷艺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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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亿古瓷片，满堂中国风》带领网友走进一
座用古瓷片“讲故事”的博物馆。
视频作者孙立全介绍，“瓷艺园”是一家以古瓷为

载体，讲述天津本土故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民办
艺术馆，坐落于西青区京杭大
运河流域，毗邻杨柳青古镇，占
地面积1600平方米。其中的每
片古瓷均由专业技师精心挑选
粘贴，耗时 10余年之久打磨呈
现，完美诠释了“工不厌精”的
华夏匠人精神。

女排联赛第一阶段C组次轮3：0战胜河北女排

天津女排轻松赢得两连胜

谢维军、朴韬宇恢复训练

津门虎队伤病依旧不乐观

天视文艺频道将举办特别节目

“国风正当红”相约兔年春节

市文联多支小分队奔走基层

“文艺+宣讲”温暖百姓的心窝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在2022—2023
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一阶段C组次轮的
比赛中，卫冕冠军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凭借在
发、扣、拦、防环节上更为出色的表现，以3：0
战胜河北女排，赢得球队新赛季开局两连胜，
3局比分为25：8、25：9和30：28。此役，天津队
4人得分上双，小将陈博雅和外援接应巴尔加
斯继续上佳的表现，一同拿下全场最高的14
分，主攻李盈莹和副攻张世琦各自得到12
分。今天19:30，天津女排对阵河南女排。

此役，天津队延续上一场比赛的首发阵
容。在以较大分差赢下前两局之后，天津队在
第3局对场上人员进行轮换，志在锻炼队伍，磨
合阵容。主攻王艺竹替换李盈莹，先发出战，
这不仅是这名小将首次在本赛季联赛中亮相，
而且也是她首次在联赛中承担6轮一传。前两
局后半局替换姚迪出战的二传孟豆和第2局替
换王媛媛出战的副攻李雅楠也是先发出战。
本局比赛，陈博雅、王艺竹和刘立雯组成的一
传体系虽然出现波动，但天津队局末阶段凭借

李雅楠的快攻得分和王艺竹的发球得分，以
30：28赢下制胜一局。此役，小将陈博雅拿下
全场最高的14分，其中进攻得到11分，发球得
到3分。外援接应巴尔加斯也拿下14分，其中
进攻得到13分，发球得到1分。
赛后，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认为球队

此役的表现中规中矩，“陈博雅和巴尔加斯在
进攻端都发挥出自身的实力水平。由于对手
的实力不是很强，所以第3局我们对先发阵
容进行了调整。从这局比赛看，球队的整体

拦防环节还需提升。”出战第3局的王艺竹得
到5分，其中进攻得到4分，发球得到1分。
王宝泉认为王艺竹在一传和防守上还需进一
步提高，“毕竟这是她本赛季联赛的首场比
赛，又是接6轮一传，总体上她打得还是有些
紧，让她出战主要是以赛代练，磨炼她的一
传，也让她适应一下比赛节奏，提升状态。”昨
天的比赛结束后，天津队进行了加练，对第3
局比赛暴露出来的问题，球队也是第一时间
去解决和改善。

本报讯（记者 顾颖

摄影 赵博）在战胜了上海
申花队之后，昨天，天津津门
虎队安排恢复调整训练，朴
韬宇、梅里达、谢维军这3名
在比赛中先后受伤的伤员，
情况如何非常牵动人心。
观看了津门虎队与申花

队比赛直播的球迷，下半时
都因为谢维军被冲撞后倒地

昏厥而焦急、难过。在现场紧急处理，确定恢复意识，并
且生命体征平稳后，谢维军被救护车急送医院，经过核磁
共振等多项检查，颅内、颅骨、颈椎都没有问题，随即在前
天深夜返回球队下榻的酒店。这一结果，让队中牵挂谢
维军的每个人，以及所有惦记他的球迷松了一口气。虽
然昨天谢维军后脑冲撞部位的血肿比较严重，但是他仍
然向教练组和医疗组表示，自己可以参与恢复训练。
队中的另一名伤员朴韬宇，昨天下午也和谢维军一起

到健身房训练。与申花队比赛进行到上半时后半段，朴韬
宇在和申花队杨旭的冲撞中受伤，替换他的正是谢维军。
当时观看直播的球迷根据现场情形，大多判断朴韬宇伤
在胸部到腹股沟这个区域位置，实际上尽管朴韬宇受到
了比较严重的正面冲撞，赛后当晚有一些诸如胸闷的症
状，但是当时导致朴韬宇实在无法坚持的核心原因，是冲
撞倒地后，他出现了比较长时间的头晕、视觉模糊。
另一名伤员梅里达，因为拉伤需要休息一定时间，通过

核磁共振检查，清晰了解客观伤情与严重程度。按照之前
确定的时间，梅里达会在今天去做检查，球迷们最关心的，
梅里达需要因伤缺席多久，甚至是否有可能提前终止个人
赛季的问题，都要等检查并会商后，才能有答案。
除了他们之外，巴顿、钱宇淼、孙学龙等其他伤员，

伤势也在恢复中，逐渐复出也不能操之过急。在联赛、杯
赛积累了一波四连胜之后，津门虎队现在也又遭遇了一
个伤病相对严重的时期，11月26日与海港队的比赛怎样
准备，教练组需要作出抉择。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WCBA联赛官方昨天发布了
2022—2023赛季球员技术和体能测试的通知，此次体测
取消了往年的负重深蹲及负重卧推。
此次体测将于11月26日在福建省晋江市第二体育

中心篮球馆进行。测试内容包括两分钟强度投篮和专项
速度耐力，取消了往年的负重深蹲及负重卧推。两项测
试内容均达标才可以参加2022—2023赛季WCBA联赛，
未达标者后续将安排补测。参与人员采取抽签的方式选
取，国家三人女篮球员、国家女篮球员如被抽中将予以免
测。新赛季季前赛将于11月27日和28日在体测场馆进
行，共7场比赛。
另讯，2022年CBA全明星周末将于12月1日—3日

在浙江省诸暨市暨阳学院体育馆举办，12月2日的星锐
赛和3日的全明星赛将开放观众入场。

WCBA新赛季体测项目有变化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国际乒联昨天公
布2022年第47周世界排名，国乒女单包揽前
4位，男单樊振东排名首位，张本智和亚洲杯
夺冠后超越马龙和王楚钦升至第2，创职业
生涯新高。
樊振东以7700分继续领跑男单，张本

智和在亚洲杯夺冠净增500分、以4550分跃
升至第 2。马龙 4400 分跌至第 3，王楚钦
4345分排名第4，梁靖昆第6，林高远第13。
孙颖莎、陈梦、王曼昱、王艺迪包揽女单前4
位，伊藤美诚和早田希娜分列第5和第6，陈
幸同排在第7。
王曼昱/孙颖莎位列女双头名，日本组合

戸上隼辅/宇田幸矢排在男双首位，樊振东/
王楚钦排名第3。中国台北组合郑怡静/林
昀儒排名混双榜首，王楚钦/孙颖莎列次席。

当35岁的梅西踏上个人最后一届世界
杯的征程，他受关注程度只能用众望所归来
形容。阿根廷队的训练，能吸引1.5万名当
地球迷去现场观看，有梅西出席的发布会，
几百名记者前去捧场。赛前梅西说：“这很
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是把我们的
梦想变成现实的最后机会了。”只不过，梅西
职业生涯最后一次世界杯的开场，就像经历
了一场噩梦。

面对略显拘谨的沙特阿拉伯队，阿根廷
队开场后就迅速进入了状态，很快就获得了
一粒点球，梅西轻松骗过对方门将后推射破
门。不过沙特阿拉伯队随后一点点找回信

心，看得出他们的造越位战术做了精心的布
置，上半时阿根廷队有多达7次的越位，直接
造成了3粒进球都被吹罚无效。
经历了上半时后，阿根廷队看似优势很

大，但软肋已经暴露的非常明显。左路进攻
没有威胁，只能依赖于右路的迪马利亚和中
路梅西的传球，但锋线的劳塔罗被盯防很严，
身边缺少抢点球员。一句话，中场对于前场
的支援力度不足，造成了阿根廷队进攻毫无
威胁可言。
阿根廷队本场比赛最大疑问就是在中卫

位置上启用了伤愈的罗梅罗，沙特阿拉伯队
两粒进球完全凭借球员的个人能力，尤其第

二粒进球完全是一次技术个人秀，这对于来
自南美的阿根廷队无疑是不小的羞辱。
当然，阿根廷队还有一个早已经埋下的

定时炸弹，那就是球员年龄偏大。正因如
此，阿根廷队在前场无法进行高位逼抢，这
和目前主流的打法完全是脱离的。梅西越
来越喜欢给队友创造机会，这是他的年龄和
体能所决定的，但对于沙特阿拉伯队来说，
只要保持防守的专注度，阿根廷队就没有任
何威胁可言。
梅西不断刷新着自己的纪录，阿根廷队

则被终止了纪录。本场比赛攻入一粒点球，
梅西在世界杯的进球数达到了7球，已经追平
了C罗。不过阿根廷队输球后，已经无法打
破国家队的不败纪录，距离意大利队保持的
37场不败纪录只有1场。对于梅西来说，这个
夜晚注定是苦涩的。
对于梅西和阿根廷队来说，如今的问

题已经不再是憧憬冠军了，而是能够小组
出线。记录显示，世界杯小组首轮输球的
球队，只有8%最后能够晋级。之后两场小
组赛面对强敌墨西哥队和波兰队，阿根廷
队已经没有了犯错的空间，必须真正展现
他们的团结。对于梅西来说，这将是他最
后的机会。

本报记者 申炜 特约记者 孙苌青 摄

面对沙特队
阿根廷爆大冷

这也许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一

个冷门，看起来毫无胜算的沙特阿拉伯

队面对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居然2：1

逆转取胜。阿根廷队此前已经创造了

36场不败纪录，但在这一刻，他们输了，

甚至连小组出线都成了问题。在另一

场比赛中丹麦队与突尼斯队互交白卷。

国羽女双混双高居世界第一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世界羽联昨天公
布第47周世界排名，国羽在两个单项上占据
世界第一。其中，贾一凡/陈清晨排名女双头
名，郑思维/黄雅琼位居混双榜首。
男单安赛龙占据头名，陆光祖第17，赵

俊鹏第18，石宇奇升至第21，李诗沣第27，翁
泓阳第32。女单山口茜榜首，陈雨菲第3，何
冰娇第5，王祉怡第8，韩悦第12，张艺曼第
20。男双日本组合保木卓朗/小林优吾位居
榜首，刘雨辰/欧烜屹第11，梁伟铿/王昶第
20，何济霆/周昊东第 24，任翔宇/谭强第
33。女双张殊贤/郑雨第8，杜玥/李汶妹第
12，刘玄炫/夏玉婷第20。混双王懿律/黄东
萍排名第4，郭新娃/张殊贤第42。

国际乒联排名男单有变

本报讯（记者 刘茵）为进一步充实馆藏资源，全面展
示平津战役历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博
物馆条例》等法律法规，平津战役纪念馆现向社会各界广
泛征集文物史料。
此次征集范围包括：与平津战役相关的政治、军

事、经济、文化、卫生等方面文物；平津战役期间中国共
产党、国民党双方的主要参战部队、重要人物以及中国
共产党地下工作组织及地下党员的相关文物；反映平
津战役期间人民生活状况和支援前线情况的相关文物
等。要求藏品捐赠人保证藏品的真实性及藏品来源的
合法性，同时需对藏品的来源、流传经历、背后故事等
有较为详细的了解和梳理，并以书面或口述形式提供
给征集人员。此次征集鼓励社会各界无偿捐赠文物、
史料。接受捐赠后，平津馆将颁发文物捐赠证书或收
藏证书。

平津馆征集文物史料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摄影 姚文生

连日来，“放歌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文
艺小分队马不停蹄，以文化文艺的形式把党
的二十大精神送进基层。伴随着一阵阵欢
歌笑语，昨日，小分队来到河东区唐家口街
道南里社区，把一台精心准备的演出送到居
民家门口。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市委宣传部联合市文化和旅游局、海河传媒
中心、市文联、北方演艺集团等单位，组织我
市著名艺术家和优秀中青年文艺工作者组成
“放歌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文艺小分队，运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文艺形式进行宣传，推
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进
城乡社区、进校园、进军营、进各类新经济组
织和新社会组织、进网站，丰富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助力全市掀起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热潮。
文艺小分队人员精干，多才多艺，节目

既有耳熟能详的经典，也有贴近时代的新
作。“你的时代感，我的时代感，是眼前一片
绿水青山……”开场歌舞《时代感》充满青
春动感，随后的节目精彩不断。快板《放歌
新时代》从百姓身边事说起，节奏明快、内
容生动，讲述新时代翻天覆地的变化；河北
梆子《龙江颂》高亢嘹亮，以传统戏曲艺术
传唱舍小家顾大家的龙江精神；单弦《红色
百年》韵味浓郁，唱响中国共产党百年峥嵘
岁月；相声《十年》包袱不断；歌曲《人民的
心》抒发党和人民之间的深情；魔术表演
《盛世花开》演绎吉庆之景，祝福祖国；歌曲
《领航》气势恢宏、振奋人心，将整场演出推
向高潮。
接连到基层演出，演职员们感触颇

深。快板《放歌新时代》的创作者、表演者
王文水说：“社区居民给我讲了很多生活上
的变化。从这些朴实的话语中，我能感受
到大家对党发自内心的感恩。我把他们的
一字一句消化之后，再把咱老百姓想说的
话搁到作品中，唱给大家听。”
小分队成员用心用情的创作和表演引

起了观众的共鸣。“整场演出都特别好，尤
其是歌曲节目，歌唱党和祖国，唱得很有精
气神儿。”居民徐阿姨开心地说，“我也喜欢
唱歌，以前条件有限，现在用手机软件在家
就能唱。这十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
多彩。”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日前，“国风正当红——2023
天视文艺频道少儿春节特别节目”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
该节目将于兔年春节期间在天视文艺频道播出。此次活
动由天视文艺传媒有限公司主办、天津津湾少儿影视基
地承办。
据介绍，此次特别节目包含戏曲、舞蹈、声乐、武

术等20余个节目，天视文艺频道集结优秀电视节目
策划制作团队，将在节目形式和声光电配合等方面
针对每个节目的不同意境和内容单独设计，力求呈现
丰富的韵味与特色。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
王平将参与此次节目。他表示，这样的活动为喜爱戏
曲的孩子搭建了展示平台，也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助力。

■ 本报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

连日来，“放歌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天津
市文联文艺小分队进基层宣传系列活动持续
举办，市舞协、市音协、市民协、市美协的多支
小分队深入社区和工厂，将承载着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文艺节目、文艺培训及文艺作品送
到百姓的身边和心中。
11月17日，市舞协小分队走进和平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了一台精彩的“文
艺+宣讲”演出。演出精选了一批再现革命
历史、讲述时代故事的舞蹈佳作，带领观众回
顾党领导人民走过的革命岁月，体会新时代
的美好生活。演出还有一大特色，就是邀请
来自和平区的党的二十大代表、天津市道德
模范、全国优秀志愿者等现场宣讲。宣讲与
文艺节目的相互搭配激发了观众在各自岗位
争取更大作为的斗志与豪情。党的二十大代
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和平区分
公司贵州路速递营业部揽投员刘婷对本报记
者说：“活动非常有特色，既有党的二十大精
神宣讲，又有正能量的文艺节目，特别是节目

中有革命年代与新时代的对比，让大家看到
了今天的美好生活多么来之不易。”
11月18日，东丽区津门里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迎来了市音协小分队。艺术家们用红色
旋律点燃了观众内心对新时代新征程的激动
心情。声乐曲目中，《唱支山歌给党听》等唱出
了经典旋律，《天津我可爱的家乡》歌声中的家
乡事、家乡情令观众倍感亲切，我市新创歌曲
《绿色交响》表达出绿水青山给人们带来的幸
福与希望。手风琴独奏《对花》、古筝独奏《红歌
联奏》将作品的旋律演绎得淋漓尽致。市音协
秘书长宋茂斌表示，本场演出选择了老歌与新
歌的搭配、声乐与器乐的配合，以丰富的形式
和内容满足观众的需求。市音协将持续带领
全市音乐工作者出精品、送演出，让宣讲党的
二十大精神更加生动丰富、深入人心。
昨日上午，市民协小分队走进河东区祥

云名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杨柳青木版年画
艺术家霍树林、内画雕刻艺术家张昭、中式插
花艺术家华祥、手绘盘丝艺术家郁从霞、剪纸
艺术家赵罡等民间文艺工作者带着各自的绝
活儿，为社区职工、志愿者和居民展示了丰富

多彩的民间艺术作品，并介绍和演示了传统
手工艺的创作过程。小分队送上了材料与工
具，耐心细致地指导观众制作民间工艺品。
艺术家们一致表示，此次活动不仅让群众近
距离接触到中国民间传统技艺，也让他们感
受到群众的热情与鼓励，今后要继续用艺术
讴歌新时代、用技艺奋进新征程。
昨日下午，鑫创医疗器械产业园区内翰墨

飘香、掌声阵阵。市美协小分队深入到企业职
工中，为他们带来了一场“宣讲+美术”活动。
小分队成员首先与职工们交流了学习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体会。艺术家们说，文艺工作者只
有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深入生活、勤于向人民
学习，才能把握时代脉动，领悟人民心声，作品
才能得到群众的肯定和喜爱。随后，小分队与
喜爱书画的职工们开展了交流活动，为他们进
行专业的国画辅导，并创作了多幅主题鲜明的
作品。市美协主席王书平创作了《喜庆图》，表
现了对新时代新征程的欢欣之情；市美协秘书
长张福有创作了《奋进新征程》，郭凤祥、张玉
忠、皮志刚、陈之海、赵俊山、刘学峰、王印强、梁
健等画家也为职工送上了多件作品。

上图 市舞蹈家协会文艺小分队走进和平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社区居民表演精彩

的舞蹈佳作。

左图“放歌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文艺小

分队来到河东区唐家口街南里社区，为群众献

上歌舞、曲艺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