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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燃 卡塔尔

破纪录可喜 添伤号堪忧 内部挖潜力 冲击新目标

津门虎队精细备战不松懈

天津先行者男篮昨日出征

津门虎队在中超联赛第26轮比赛战胜
上海申花队后，正式宣告本赛季提前 8轮
完成保级任务……第27轮比赛战胜上海海
港队之后，打破了队史上10年来逢对手不
胜的纪录，并且将本队的积分排名，提升到
了赛季进行至今最高的第8位……
近期，天津津门虎队打出了一波联赛、杯

赛5连胜的小高潮，教练、队员们也收获了努
力的回报。除了属于集体的满足感，还有与
个人相关的荣誉——继第26轮比赛，津门虎
队中场大将田依浓入围当轮最佳球员评选之
后，昨天，门将徐嘉敏也凭借在与海港队比赛

中的精彩表现，入围了第27轮比赛最佳球员
评选。
由于津门虎队与上海海港队的比赛是在

晚上进行，因此，队内每个人实际上只度过了
取胜后一个“快乐的深夜”，从昨天开始，球队
随即投入了下一轮与广州城队比赛的备战。
根据教练组的安排，昨天下午，与海港队一战
登场时间比较长的主力球员，在酒店健身房
进行恢复训练，替补球员和没有出场的球员
进行外场训练。
在11月12日与长春亚泰队比赛中出现

骨挫伤的巴顿，昨天跟随替补球员到外场训

练，虽然只是在场边慢跑，但这也是巴顿受伤
半个月之后，第一次尝试跑动。在与上海申
花队比赛中受伤的梅里达也随队来到外场，
不过由于大腿后侧拉伤，导致梅里达还无法
奔跑，只能参与力量训练。
与海港队比赛首发登场的谢维军，上

半时比赛结束前在与对方球员的对抗中受
伤倒地，下半时再开场，贝里奇顶替谢维军
登场。
经过赛后诊断，谢维军的脚确实出现

了伤情，昨天他也没有参与训练。近期
状态火热的谢维军，原本在下一场与广

州城队的比赛中，就将迎来自己代表天
津队在正式比赛中出场第 100 场的“纪录
赛”，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时间有可能
被推迟。
考虑到近期球队的伤病减员明显，昨天

外场训练时，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特别提
醒队员们，从11月30日到12月底，球队要在
联赛、杯赛中最少打8场比赛，赛程很密集，
每个人都要全力投入训练、保持好状态，随时
做好登场的准备。

本报记者 顾颖

阿根廷“绝地”逢生 法国队“破咒”晋级

老将新星各担大任
比利时日本意外输球

专家学者盛赞电视纪录片《走过世纪》

大道不孤 天下一家
“金猴奖”揭晓 34个作品获奖

■本报记者 张帆

连日来，6集纪录片《走过世纪》在央视纪
录频道播出后引发强烈反响，外籍党员的红色
故事打动无数观众。许多观众了解到这段尘
封的红色记忆后，被他们的精神深深折服。一
些从事党史研究和对外交流工作的专家学者
对该片赞誉有加，认为《走过世纪》是一部以党
史为鉴、资政育人的红色优秀纪录片。

■揭秘尘封历史的一抹红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潘敬国认
为，《走过世纪》以6位外籍党员跌宕起伏、感
人至深的红色故事生动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什么好。“他们精彩的人生真实见证了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他们奋斗的人生
讲述了一个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
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
开放才能发展中国；他们的故事再现了中国
共产党从开天辟地、改天换地到翻天覆地、惊
天动地的伟大成就，阐释了坚持中国道路、弘
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历史必然性。”

潘敬国说，《走过世纪》揭秘了尘封历史
的一抹红，用鲜活的人生故事讲述了信仰的
力量。“这群可敬可爱的外籍党员为中国人民
的解放事业奉献出青春与生命。他们一生追
寻着心中那颗闪闪的红星，义无反顾地永远
跟党走，走过了一个世纪，见证了中国共产党
的辉煌。今天的盛世见证了他们炙热的理想
追求，他们为理想和信仰奋斗的一生也被永
恒地记录下来，成为后人仰望的不灭灯光。
历史没有辜负他们，他们也没有辜负历史。
他们的故事真实地展示了信仰的力量，展现

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责任担当。”

■抚今追昔弘扬国际主义精神

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原副会长吴泽献表
示，《走过世纪》不仅展示了史料，还展示了对
国际友人亲属及相关专家学者的采访内容，
提供了许多第一手信息，使这些国际友人的
形象更加丰满。
吴泽献说，1949年，中国人民的革命事

业取得胜利。一些国际友人继续留在当时一

穷二白的中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指引
他们的仍然是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凭
着理想和信念作出了人生道路上非同寻常的
选择，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看成是人类进
步事业的一部分，有着胸怀天下的崇高思想
境界。抚今追昔，我们更加缅怀那些同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并肩
战斗的国际友人。”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吴泽献看
来，《走过世纪》中胸怀世界的国际友人依然有
着榜样意义：“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的
中国，是一个与世界深度融合的中国。中国的
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得到了国际友人的宝
贵支持，新中国成立后也一直支持亚非拉国家
的民族独立并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全方位
合作。今天，我们必须看清国际环境的复杂性
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多做有利于促进中国
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流、有利于中国与
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事情。”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吴泽献表示，人类

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
未来。

■本报记者 张钢

由天津北方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参与出品
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让这首歌作证》正在全
国热映。该片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背景，
讲述曹火星创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后，歌曲在中华大地上传唱并激励全国人民为
建立新中国英勇斗争的故事，深深打动了观
众。作为该片编剧，王兴东表示：“这部影片摒
弃了流水账式的史料堆砌，通过独特的社会背
景和人物关系的戏剧冲突再现了曹火星忠于
党、讴歌党、跟党走的文艺战士形象。”
在介绍该片的创作历程时，王兴东说：

“这部电影的创作始于6年前。全国政协委
员、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的于海
给我发了一张2016年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
的照片，全场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歌曲合唱时由于海指挥，歌声鼓舞人
心、激动人心，他鼓励我把这首歌的故事写
成电影。当我把这个故事的创意讲给朋友
时，得到了一致赞成。全国政协委员丁伟当
时是驻外大使，亲历了也门撤侨的全过程，

并给我讲述了一段真实的事件。于是，影片
的片头从2015年也门撤侨切入，失去护照
的曹希飞用二爷爷曹火星创作的《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证明身份，登上了
回国的临沂舰。以这段故事开篇，不仅增强
了影片的时效性和真实性，而且深化了这首
歌曲的新时代意义，与今天的观众形成共
情、共鸣、共振。”
曾为《蒋筑英》《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

子》《建国大业》等影片创作剧本的王兴东，在
接下《让这首歌作证》后，依然延续他擅长的
创作思路，深入京津冀探寻曹火星的生活轨
迹。经过大量调查走访，将独特的人物关系
和具有矛盾冲突的戏剧情境带入故事中。他
说：“用电影讲述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我要做
的就是让观众知道曹火星是怎样的一个人？

在什么背景下创作了这首歌？这首耳熟能详
的歌曲为何穿越70多年还能被人们传唱至
今？当我采访曹火星的女儿、已经70多岁的
曹红雯大姐时，她让我看了曹火星在抗战时
期创作的歌曲手稿、照片和资料，告诉我这首
歌是在1942年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后催生出来的抗战作品。1943
年，19岁的曹火星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堂上
村的一间小屋里写出这首歌曲时，正值日寇
占领北平，共产党在艰苦的环境下建设抗日
敌后根据地。在敌强我弱之势下，他唱出‘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心灵强音，原名曹
峙的他署名‘火星’，自信火星在民间燎原。”
片中，曹火星兄弟间产生的观念与信仰

冲突，寓言式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
由小到大，最终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取得胜利

的过程。王兴东说：“曹红雯大姐向我介绍了
她的伯父曹岱。他年长曹火星10岁，大学毕
业后参加了国民党，兄弟二人抗战时期有合
有分。曹火星创作了这首歌后，激起兄弟之
间的观念、性格和信仰冲突。人物和冲突是
电影的灵魂，挖掘兄弟俩围绕着焦点事件产
生的矛盾，构成了具有活力的戏剧情境。片
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影响越来越
大，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曹岱奉命招降
曹火星，否则就要除掉他。在两兄弟正面交
锋时，曹火星说出‘杀掉一首人民喜欢唱的
歌，任何武器都做不到！’这段戏让观众看到，
曹火星是一位用音乐和指挥棒鼓舞士气、动
员群众、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战士。”
“在酝酿这个故事时，我一直感到曹火星

仿佛向我走来。这首歌的传唱，历经时代风
雨，验证了共产党赢得民心、赢得政权的道
理。一个人、一首歌、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这
就是这部电影的故事。”王兴东说，“这首歌回答
了文化自信辐射的精神力量，每个音符都饱含
党和人民的互信，表达出中国人民对领导我们
事业的核心力量的拥护。

本报讯（记者 张帆）近日，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动漫节
“金猴奖”颁奖仪式在杭州举行，《姜子牙》《熊猫和奇异
鸟》《下姜村的共同富裕梦》等34个作品获奖。
自今年9月6日面向全球进行原创动漫作品预征集以

来，本届“金猴奖”共收到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部动
漫作品，其中包括口碑不俗的动画电影、境内外高校选送的
优秀原创动画短片，还有2022年国家广电总局优秀国产
电视动画片推优作品，以及当下热门的漫画作品，最终有
91部原创动漫作品入围终评。“金猴奖”奖项分“综合奖”
“潜力奖”和“红色动漫奖”，最终评选出34个获奖作品。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文并摄）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
助项目，天津美术学院“中国传统泥坯壁画专业人才培养
项目”近日在该校美术馆举办结项展览。
敦煌壁画规模宏大、技艺精湛，汇聚了中华传统绘画艺

术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代表。经历漫
长岁月后，敦煌壁画传统泥坯壁画技艺的传承和发扬需要
进一步的实践和创新，“中国传统泥坯壁画专业人才培养项
目”应运而生。该项目从全国的高校教师中选拔出15名优
秀绘画人才，接受壁画专家带来的8次线上讲座和31天线
下授课。此次展览共展出学员作品44幅、授课教师作品11
幅，以及天津美院中国画实验室提供的作品23幅。

本报讯（记者 张钢）备受期待的科幻大片《阿凡达2：
水之道》日前官宣定档，将于12月16日与内地观众见面。
作为詹姆斯·卡梅隆时隔13年后的又一力作，该片

的剧情与上部相连，讲述杰克成为潘多拉星球纳美族一
方部族的族长，并与妻子孕育一双儿女，没想到危险再次
到来，一家人齐上阵，共同面对敌人的侵犯。片中，卡梅
隆把重点动作戏放在了水下拍摄，成为一大看点。此外，
该片片长190分钟，除了原班人马回归之外，杨紫琼的加
盟为该片增添了亮点。
13年前的2009年12月16日，《阿凡达》在北美地区

首映，并于2010年1月4日在中国内地公映。该片因3D
与IMAX技术在电影上的应用引发观影热潮，成为现象
级作品，以近28亿美元的票房位居影史第一。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2023赛季CBA联赛第二
阶段常规赛将于12月6日在浙江诸暨赛区开赛。考虑到目
前疫情形势，天津先行者男篮一行于昨天提前启程前往杭
州，在诸暨赛区开放前，球队将在杭州完成冲刺阶段备战。
结束第一阶段征程后，天津队迎来短暂调整，11月3

日集结开始第二阶段备战。训练中一方面解决第一阶段
比赛中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熟悉新的战术，磨合阵容。
据悉，针对抢篮板差的问题，球队专门进行了两周的强化
训练。为了更好地适应新赛季场上判罚尺度，队伍在日常
对抗训练中也按照新标准执行。这个窗口期，天津队大手
笔投入补强阵容。目前，大外援詹姆斯已经与球队完成合
练，展现出了不俗的竞技状态。另一位小外援威瑟斯庞正
在上海进行隔离，一切顺利的话，将在第二阶段代表球队
出战。届时，天津队将拥有3名外援的豪华阵容。
第一阶段因伤缺阵的后卫谷泽浴已经伤愈复出。据

悉，之前眼部手术后一直休养的内线高世鳌将于本月底与
球队会合。从阵容上来说，天津队可谓是兵强马壮。此外，
助理教练张庆鹏将与队员林庭谦、孟子凯于12月1日提前
前往诸暨赛区参加全明星周末，随后全队在赛区会合。

每个人都处于历史的洪流中，没有
人能置身事外。梅西在哭，靠他的一己
之力，阿根廷队终于赢下了关键比赛，
属于他的时代还未远去。姆巴佩在笑，
他正在创造着一个接一个的纪录，属于
他的时代终将到来。

首战意外输给沙特阿拉伯队，实际
上将阿根廷队逼上了绝路，如果第二战
与墨西哥队交锋再输球，那么梅西将会
回家。阿根廷队对首发进行了大换血，
中后场更换了5名球员，但墨西哥队有
备而来，以防守为主的4231阵型就是屯
兵中场，即使梅西回撤组织进攻，收效
也并不理想。整个上半时，阿根廷队只
有一次射门，而且偏出。

0：0的比分一直持续到第64分
钟，梅西在禁区外突然起脚，打出一脚
世界波级别的“贴地斩”，皮球直入球
门死角。终场前，梅西为小将恩佐送
出助攻，阿根廷队最终2：0取胜，梅西
就像外界期待的那样，用一己之力拯
救了阿根廷足球。
这场比赛是梅西在世界杯赛场第

21次出场，追平了马拉多纳创造的纪
录。更重要的是，梅西也由此成为了
史上首位在五届世界杯都有助攻的球
员。两天前，C·罗刚刚成为五届世界

杯都有进球的第一人，属于“梅罗”
的时代，依然还未结束。
当然，梅西率领的阿根廷队还没

出线，最后一轮还需和莱万多夫斯基
领衔的波兰队进行较量。两位巨星大
概率会有一方遭淘汰，这会让人伤感。
和梅西“悲情英雄”式的表现不

同，被认为将成长为新一代球
王的姆巴佩踢得游刃有余。凭
借他的两粒进球，法国队2：1
击败丹麦队，成为首支晋级16
强的球队，同时打破了连续三
届世界杯卫冕冠军小组赛被淘
汰的“魔咒”。姆巴佩的世界杯进球记
录已达到9场7球，他的蹿升速度让人
瞠目结舌，要知道上届世界杯他才打
入首球。
23岁的姆巴佩，还有大量时间来

展现他的潜力，如果保持目前这种势
头的话，世界杯第一射手的王冠早晚
会被他戴上。时代在变，球员们需要
融入到球队的整体战术中。姆巴佩
的踢球方式，已经和他的前辈大相
径庭了。梅西和C·罗在本届世界
杯中上演的“最后一舞”，让人留恋
万分，姆巴佩的时代正在悄然开启。

本报记者 申炜

一部讲述颂党之歌的电影
——《让这首歌作证》编剧王兴东一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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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申炜）首战击败德国
队之后，日本队朝着“世界杯8强”的目
标而努力。没想到昨天进行的小组赛
第二轮比赛中，日本队就遭受一记重
拳，0：1输给了哥斯达黎加队，也让小
组出线前景变得微妙起来。
哥斯达黎加队首场比赛0：7输给了

西班牙队，被认为是小组中实力最弱的
球队。迎战这样的对手，日本队此役进
行了5个位置的调整，除了堂安律，其余
4名球员均是首次站上世界杯赛场。日
本队主帅森保一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对
手会改变他们的战术与打法，我们必须
对此作出回应。”不过森保一的做法，更
像是对替补球员的一种提携。
整个上半时比赛中，日本队根本不

在状态，双方加在一起只有5次射门，而
且都未能射正。下半时，日本队换上了
浅野拓磨等球员，希望借以打破僵局。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第81分钟，日本队
后防线出现失误，哥斯达黎加队边后卫
富勒射门得手。最终，日本队0：1不敌
对手，输掉了一场本不该输掉的比赛。
赛后，森保一遭到了外界的批评。此

役他进行了大面积轮换，但队员们与首战

相比完全失去了比赛的连贯性，尤其是首
发阵容中派出了相马勇纪和上田绮世这
样的绝对新人，表现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不得不说，森保一输掉了上轮比赛好不容
易积攒起来的支持率。
目前这个小组的4支球队都有出线

的可能，从最后一轮赛程上来看，日本队
将对阵实力最强的西班牙队，这将是一
场更有难度的比赛。对于森保一来说，
如果无法率队完成小组出线任务的话，
势必遭到来自国内球迷的口诛笔伐。
在F组的一场比赛中，首轮比赛取

胜的比利时队同样遭遇了重创。尽管队
中拥有德布劳内这样的天才攻击手，但
比利时队全然不在状态，始终没有给摩
洛哥队制造太大威胁。第73分钟，比利
时队门将库尔图瓦犯下了低级错误，萨
比里利用任意球良机破门。终场前，替
补登场的阿布赫拉尔抽射破门，摩洛哥
队最终2：0取胜。
目前，摩洛哥队在积分榜上力压

比利时队，排在了这个小组的头名。4
年之后，比利时队并没有换血，依然以
老阵容出战，遭遇输球并不让人感到
意外。

姆巴佩（右）的世界杯进球记录已

经达到了9场7球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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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 别叫我兄弟
（9-11）

■转眼到了年底，子
辉下班回家，发现屋子里
坐满了街坊、亲戚，原来都
是来讨债的。当初为了赔
偿耗子，家里欠下很多外
债。子辉告诉母亲：从今
往后，他不会再让她老人
家糊纸盒赚钱，他会努力
工作，让她过更好的生
活。上官晴的生日派对
上，佟海涛一曲《东方红》
震惊四座，而他决然离去
的背影，深深印在了上官
晴的心里……

影视频道

19：00穿甲弹 (8-11)
■蒋衡接到情报，抗

联劫持了日军运送新劳工
的火车，为工兵团赢取了
时间。韩涛怀疑赵建奇是
失散的地下党员，想调查
清楚，打进工兵营。赵建
奇承认了身份，原来他就
是当年打进工兵营的
032，因为川秀的调查，失
去了联系人，找不到组织。

天津卫视

19：30 幸福到万家
(25、26）

■庆来一直都没能适
应城里的生活，在一次与
访客交谈时，不注意方式
方法，得罪了许处长的重
要客人，失去了工作。幸
福一直想办法帮庆来找工
作，关涛得知后，让庆来在
新方圆律所当上了勤杂
工。为了顾及庆来的面
子，除了关涛，其他同事并
不知道他与幸福是夫妻。

文艺频道

20：30 最美文化人

■他的朗读声如磬
玉，雄浑有力；他的表演
见微知著，气象万千。在
话剧舞台上挥洒 30 多
年，他用每一个细胞去诠
释角色，尽显创作的厚度
和张力。无论角色大小，
都在他的演绎下血肉丰
满，闪耀着功力与才华。
他就是本期嘉宾、天津人
民艺术剧院演员张士东，
本期节目为您讲述他的
精彩故事。

天津卫视

21：20 非你莫属

■21岁的高云峰从
小特立独行，大学考上表
演系专业，但上大一没多
久就不读了，跑去赚钱。
他在培训机构做过宣传讲
师，能说会道。他在职场
中比较有个性，更关注自
身感受，对职业发展没有
“焦虑”。他想找一份主持
人或者是宣讲师相关的工
作，能否求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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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番茄生活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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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