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申炜）原计划于1月16日开启的2023
年度中国足球国际冬季转会窗口，已经初步延期到了2
月1日开启。由于国内各级职业联赛准入工作相当棘
手，转会窗口也只能被迫延迟开启。

这并不是中国足球国际冬季转会窗口首次被延迟，
2022赛季的冬窗就曾被延至3月开启。严格意义上来说，
中国足协会根据联赛竞赛日程来初步设定转会窗口期的
开闭时间，并按程序向国际足联申请“开窗”。不过今年的
冬窗再一次延迟，也有客观原因，目前国内各级职业联赛
准入工作相当棘手，这也是足协推迟冬窗的主要原因。

考虑到目前各队的实际情况，联赛主办方将会延续
上赛季的注册和转会政策。本土球员的引进工作，将不
受名额限制。而外援注册、报名、上场的名额规定也可能
保持不变，依然沿用“654”的外援政策，即注册最多6名
外援，单场比赛最多报名5个外援，单场比赛最多累计登
场4名外援。

尽管冬窗还没有开启，但昨天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
官宣了首笔引援，钱杰给以内援身份加盟。浙江队只能
等到冬窗正式开启后，才能为钱杰给办理转会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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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帅仍无实质进展 集训计划遭遇挑战

国足提升依旧“一地鸡毛”
中国足球转会冬窗延期开启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天的澳网男单
首轮，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单打排名入围正赛
成为中国大陆男球员第一人的张之臻，在战
至6：4、3：6、2：6、6：2、1：1时，因雨水侵袭比
赛暂停。重新开赛后，他在5：4、小分40：30领
先拿到赛点的情况下，被20岁的美国球员
谢尔顿追至6：6平，并最终在抢十中以4：10
告负。本该紧接着张之臻之后出战的“津花”
张帅，由于比赛时间过晚，赛事宣布改期举
行。另一名“津花”郑赛赛因伤宣布退赛。
张之臻是首位打进世界前100的中国大陆

男球员，在本届澳网成为首位凭借排名直接入围
大满贯男单正赛的中国大陆球员，这是他生涯第
3次亮相大满贯男单正赛。此前在2021年温网和
2022年美网曾两度通过资格赛晋级正赛，均是5
盘鏖战惜败未能通过首轮关。谢尔顿去年美网
生涯首次参加大满贯正赛，未能突破首轮。
受天气情况影响，双方的争夺一波三折。

昨天下午，墨尔本当地气温一度高达到36摄氏

度，高温指数来到5级，主办方启动高温政策，
关闭中心球场顶棚继续比赛，外场未开赛赛事
推迟，已开赛的比赛将在比分达到平局或偶数
局暂停。在延迟了两个小时之后，张之臻迎来
了与谢尔顿的比赛。张之臻6：4拿下首盘，随
后以3：6、2：6连丢两盘。在更换了一身比赛服
后，张之臻以6：2强势扳平大比分。
决胜盘1：1时，雨水来袭比赛中断。重

新开赛后，张之臻以5：4领先，并在对手非保
不可的发球局逼出赛点，可惜却未能兑现。
随后双方战至6：6，按照澳网赛制进入抢十
决胜，张之臻以4：10告负，以2：3输掉这场一
波三折的鏖战。去年美网首轮浪费7个赛点
被荷兰球员莱特霍温逆转的“噩梦”重现。
赛会12号种子兹维列夫以3：2险胜幸运

落败者巴里利亚斯，迎来复出后的首场胜
利。在一场4小时49分钟的“马拉松”大战中，
穆雷以3：2险胜赛会13号种子贝雷蒂尼，取得
了个人澳网第50场胜利，跻身男单次轮。

天津市2023年迎新春文艺演出今晚上演

创意节目丰富多彩 展现津味艺术特色

U20男冰世锦赛 中国队加时胜比利时队迎开门红

我市举办座谈会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
■ 本报记者 张帆

昨天上午，我市举办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发展座谈会，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梁启
超纪念馆，听取天津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情况
介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爱惜城市历
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昨
天举办的座谈会，旨在深刻领悟总书记对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的谆谆教导和殷切希望，推动天
津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利用工作再上新水平。

启动纪念梁启超诞辰150周年活动

与会人员沿着总书记的足迹，参观梁启超
纪念馆，认真学习总书记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
阳考察时对文物工作作出的重要讲话精神，观
看“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天津市推
动文物保护利用纪实”宣传片，启动纪念梁启超

诞辰150周年系列活动，发布首批天津文物主
题游径，公布第一批中小学博物馆示范课名单，
中国文化产业协会“数字文化与中华文明”专委
会同期揭牌。
会上，梁启超纪念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

员会和中共天津市委旧址、天津自然博物馆、
天津交通广播频道相关负责人围绕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文物活起来
作了发言。

让更多的文物活起来、火起来

4年来，天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积极
推进让文物活起来，编制《天津市关于让文物活
起来实施方案（2022—2025年）》，在文物价值
挖掘、文物资源数字创新、文博跨界融合发展、
文博矩阵传播宣传和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持续
发力，推动实施文博数字化转型升级、小洋楼活
化利用、馆校常态化联动共建、文物旅游有机融

合及推动博物馆制度改革等主要工作任务，让
更多的文物活起来、火起来，成为推动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深厚滋养和有益支撑。
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利用方面，编制多个

规划，实施10多项重要文物保护修缮工程；开
展多项文化资源调查和考古发掘项目，特别是
蓟州朝阳洞旧石器遗址考古发掘填补了天津地
区旧石器时期洞穴遗址考古的空白。
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方面，制定《天津

市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公布第一批革命
文物名录，其中可移动革命文物7154件（套），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56处；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
活动，3项展览入选中宣部、国家文物局庆祝建
党百年精品展览。
在文博场馆利用方面，百年北疆博物院重

新对外开放，扎实推进文博场馆建设；中小学生
到博物馆参观学习常态化，打造“行走的博物
馆”品牌，“博物馆热”持续升温。

让更多文保成果惠及百姓

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加强文物
保护管理方面，要深入贯彻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
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
文物工作方针；扎实推进天津人类早期文明探源、
大运河长城考古工作，用更多考古成果实证天津深
厚的历史文化；加快推进天津数字艺术博物馆建
设，运用数字化技术办好“再现高峰”馆藏宋元文物
展、长城、大运河文物展；推出中小学博物馆示范
课，支持中小学师生定期走进博物馆；加快推进天
津市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建设；开展革命文物调查和
挖掘研究，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
事；举办天津市文博创意产品设计大赛，支持文博
单位开展优秀文化创意产品营销，实现把“文物带
回家”；开展社会力量参与文物活化利用试点工作，
持续推动五大道、意风区的小洋楼资源合理开发、开
放运营，让更多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惠及津门百姓。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为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艺术家回
信精神，由我市精心打造的天津市2023年迎新
春文艺演出，将于今日19:30在天津大剧院精彩
上演。观众可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收看直播。
本次演出以“奋进新征程，扬帆再出发”为主

题，以“点亮生活、凝聚士气、鼓舞干劲”为主基调，
展现全市各界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奋力谱写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天津时代
篇章的豪迈激情，以艺术的形式呈现新时代新征
程天津的崭新气象。演出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艺术总监、著名导演沈晨担任总导演，我市各文艺
团体和艺术家倾力加盟，既营造喜庆祥和的春节
氛围，又突出天津本土艺术特色。
此次演出新意十足。整体结构分为五部

分，内容上既有新创节目，也有党的十九大以来，
我市推出的获得业内和观众广泛好评的佳作。
“开篇：《春风十万里》”将呈现情景歌舞《迎春纳
福》，届时，我市各文艺院团的文艺工作者将通过
歌曲、舞蹈、戏曲、话剧、器乐演奏、魔术、杂技、武
术等集锦荟萃的形式，向天津父老拜年。
“第一篇章：《暖人间》”中，京韵大鼓《繁花

似锦》、戏剧小品《新海河人家》、歌曲《春暖花

开》等将陪伴观众迎接春暖花开。情景歌舞剧《万
家灯火》以情景表演串联起人们耳熟能详的名曲
和天津民歌，道出春节来临阖家团圆的幸福。
“第二篇章：《绽风华》”以名家领衔的歌舞、戏

曲、民乐演出为主，象征津城艺术之花竞相绽放。
芭蕾《葛蓓莉娅》集锦、歌剧《茶花女》唱段“饮酒

歌”是西方艺术经典，具有浓郁的节庆氛围，观众
可领略到芭蕾艺术和歌剧艺术的魅力。戏曲荟萃
《时代华章》由我市京评梆名家率优秀青年演员演
出，以优秀传统艺术唱响时代精神，京剧武戏集锦
更是锦上添花。津味儿十足的民族管弦乐《连年
有余》片段，既有优美的民族旋律又有天津快板与

乐队的“对话”，亦庄亦谐展现天津特色。
“第三篇章：《破浪行》”表现天津人民开拓进

取的精神，其中的创意节目《云乐松烟——“让文
物活起来”系列》从天津博物馆馆藏名画《桃源仙
境图》汲取灵感，将画中古人“邀”到舞台上抚琴击
鼓，并借助多媒体影像呈现《桃源仙境图》的意境，
表现天津对丰厚的历史文化在保护中发展、在发
展中保护。武术《精武魂》展现天津武术传统与传
承，情景讲述《未来，你好》诉说人民群众对幸福生
活的热爱与期盼，武警天津市总队参演的舞蹈《破
浪行》、歌曲《大任在肩》青春热血、激情澎湃。
演出最后一个部分“展望：《扬帆新征程》”包

括两个气势如虹的节目。交响合唱《新时代进行
曲》以大编制交响乐队演奏为依托，配合声乐演员
演绎出新时代的强音。领唱与合唱《领航》深情温
暖、大气磅礴地唱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
茂，山高水长，昂首挺立在新时代的征程上……”
据悉，演出今日19：30在天津文艺频道和津

云平台首播，1月20日（腊月廿九）21：20在天津卫
视频道和“学习强国”总平台播出，1月21日（大年
三十）20：45在天津文艺频道重播。观众也可登
录文艺中国、“学习强国”天津平台、津云、新浪微
博、搜狐、网易、喜马拉雅、方寸直播、小北剧场等
网络和新媒体平台观看。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记者自1月16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大型双创人才
融媒体文化项目“魅力海归 津彩随行”将
于今年在津推出。
2022年8月，致公党天津市委会联合

中共河西区委成立天津首个海外留学归国
人员服务平台“海归驿站”。此次天视文艺
频道联合“海归驿站”共同推出“魅力海归
津彩随行”项目，意在服务助力海归人才在
天津的创新与创业，同时多维度讲述海归
人才的生活故事，多渠道促进中外文化交
流，多方位展现天津的城市魅力。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计划第一阶

段进行海选展演，深入“海归驿站”，展示海
归风采，建立海归人才库。第二阶段进行
入围录制，平台、企业、高校、媒体四方联手
搭建人才通道，由推荐官发布人才需求、梳
理人才通道、推荐人才信息，由百年品牌、
知名企业担任面试官，助力引才，政府招商
平台及职能部门组成鉴评团，为人才提供
保障。第三阶段将进行追踪报道，追踪人
才入职经历，展现企业风采，塑造良好营商
环境，以吸引更多海归人才来津发展。

本报讯（记者 赵睿）男足国家队是
迄今为止唯一没有确定今年备战计划的
国字号队伍。种种情况表明，国足原计
划春节过后组织集训的计划遇到了很大
挑战。

尽管此前有报道称，奎罗斯、奥拉罗
尤、斯托伊科维奇等熟悉亚洲足球、熟悉
中国足球的教头有意执教国足，某位教
练一度距离国足帅位很近。但目前的情
况是国足选聘新帅的工作并不顺利，简
单地说，主要原因是此次中国足协选帅
范围有限，而且是自己支付薪资，不会再

借助于外力，不可能接受一位“天价”主
教练。传闻中的斯托伊科维奇、奥拉罗
尤均有合同在身，接手国足的可能性不
存在，奎罗斯则有意接受卡塔尔足协的
邀请，国足选帅之事并未有实质性消息
也就不难理解了。

去年12月上旬中国足协在海口举行
国字号队伍新周期备战会议，按计划，国足
春节后组织新一期集训，3月下旬做客新
西兰，参加两场国际热身赛。李霄鹏以国
足主教练的身份与会，当时就传出他有可
能继续执教，或转换身份继续参与国足工

作的消息。新帅农历春节前到位的可能性几
乎没有，由于中超俱乐部正在放假，年后组织
新一期集训，只能先从精神面貌、体能方面入
手，截至目前中国足协没有宣布国足主帅易
人，由李霄鹏先把队伍攒起来也许更符合实
际情况。

1月15日，中国足协在苏州召开执委会
议，会上传出的一个清晰信号是男女足国家
队的管理权重新交回到中国足协。中国足协
主席陈戌源提出2023年六项主要工作任务，
其中“将聚焦于强化男、女足各级国家队训练
备战工作”排在第一位。

U17亚洲杯分组3月底进行，受往届成
绩不佳影响，杨晨执教的U17国足只能以第
4档球队身份参加抽签。泰国队作为东道
主，与日本、韩国、塔吉克斯坦成为第一档球
队；澳大利亚、印度、伊朗、也门是第二档队
伍；第三档队伍是越南队、沙特队、马来西亚
队、阿富汗队；第四档队伍有中国、乌兹别克
斯坦、卡塔尔、老挝。U17国足明天结束在云
南玉溪的年度首期集训，本月29日在珠海重
新集中，然后前往欧洲拉练。杨晨接受采访
表示，队伍的目标是为进军世少赛“全力以赴
拼一把”。

本报讯（记者 张帆）昨天，由市文化和
旅游局主办，市群艺馆和河东区文化和旅
游局承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天津市群众艺术馆红色文艺轻骑兵新
春走进基层活动启动。
活动首站走进河东区东瑞社区，为社

区居民送去精彩的文艺节目和新春文化
“大礼包”。演出以群舞《老百姓的好心情》
拉开帷幕，京剧《长征》、二胡重奏《太极琴
侠》、相声《买卖论》、快板《绕口令》精彩上
演，歌曲《春暖花开》《灯火里的中国》《不忘
初心》《我们的祖国歌甜花香》《时代感》《再
一次出发》由男女歌手轮番组合演唱，不断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演出期间，市群艺
馆的书法家们现场挥毫泼墨，将传递着新
春祝福和浓浓年味儿的福字春联“大礼
包”，送到观众和工作人员手中。
据悉，“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文化惠民活动开展多年来，市群艺馆组
织数十支文化小分队赴基层开展慰问演
出、文艺培训、结对辅导等活动，深受基层
群众欢迎。

昨天，王曦雨以1：6、3：6不敌赛会30号

种子卡·普利斯科娃，止步澳网女单首轮。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世界羽联
昨天公布最新世界排名，陈清晨/贾一
凡居女双榜首，郑思维/黄雅琼和王懿
律/黄东萍包揽混双前两名，陆光祖首
进男单前10，陈雨菲、何冰娇、王祉怡
和韩悦 4人位列女单前 10，男双刘雨
辰/欧烜屹排名第5，梁伟铿/王昶位列
第11。
郑思维/黄雅琼和王懿律/黄东萍包

揽混双前两位。陈清晨/贾一凡仍居女
双首位，张殊贤/郑雨上升1位列第3，杜
玥/李汶妹第14，刘玄炫/夏玉婷第20。
男双刘雨辰/欧烜屹上升1位至第5，梁
伟铿/王昶上升6位至第11，何济霆/周
昊东第22，任翔宇/谭强第27。
陆光祖排名上升 1位至第 10，赵

俊鹏上升1位至第11，李诗沣第22，翁
泓阳第25，石宇奇第33，丹麦名将安赛
龙仍高居榜首。陈雨菲下降1位排名
女单第 3，何冰娇列第 5，王祉怡排在
第 8，韩悦上升 1位至第 10，排名前两
位的分别是日本的山口茜和中国台北
的戴资颖。
正在进行的2023年世界羽联巡回

赛超级750印度公开赛首日比赛中，石
宇奇2：1逆转印尼选手瓦多约，赵俊鹏
2：0战胜队友翁泓阳，晋级男单16强。

世界羽联最新排名出炉

国羽两项稳居榜首

中国队16日迎来2023年U20男冰世
锦赛乙级B组的首场比赛，吕知宜在加时赛
中打入制胜球，帮助中国队以4：3战胜比利
时队，取得本届世锦赛开门红。中国队将
在17日迎战墨西哥队。
比赛伊始，中国队出现犯规，比利时队

抓住以多打少的机会，在开赛1分钟后进
球。第15分钟，中国队陈恺麟接宋佳诺助

攻将球打进，把比分扳平。第二局，双方先后
抓住多打少的机会各入一球，中国队的进球
来自黄腾赫。第三局开局，对手连续的门前
进攻让中国队难以招架，再丢一分。第三局
仅剩5分钟时，栾镕在黄腾赫和李明诜昊的

助攻下打入关键一球，将比分扳至3：3平。
随后，比赛进入5分钟的3对3加时赛。在
加时赛仅剩33秒时，吕知宜为中国队打入
制胜球。中国队三度落后又三度扳平，最终
以4：3反超获胜，首战告捷。 据新华社电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消息，当地时间16日，在美国
普莱西德湖进行的2023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女子
冰壶比赛中，中国队连克强敌加拿大队和英国队，以6连
胜的战绩在循环赛积分榜上独自领跑。
在当天上午的比赛中，由韩雨、董子齐、朱子慧、姜嘉

怡组成的中国队以7：4战胜了加拿大队。16日晚，中国
队又以6：3击败此前同样保持不败的英国队。
6轮战罢，中国队一枝独秀，英国队、韩国队和美国

队均为5胜1负并列第二，3胜3负的瑞士队和瑞典队并
列第五。
中国队最后3轮的对手是日本队、美国队和韩国队，

晋级半决赛的前景一片光明。总共有10支队伍参加这
次比赛，获得循环赛前四名的将进入半决赛。
韩雨说，这几场比赛打下来团队的状态越来越好。

虽然比赛都赢了，但并不是很轻松，对手也都很强。她们
把关注点放在自己身上，不跟对手去比较，只跟自己比
较，想的是每一个球都要比上一个球投得更好。
中国队教练于作军表示，当天的两场比赛都很关

键。队伍在赛前的预期是争取拿下一场、掌握出线主动
权，没想到姑娘们非常给力，两场都赢了，这样更主动
了。比赛的进程比比分呈现出来的更加激烈，两场都很
胶着，都是打到最后关头才分出胜负。
于作军说，接下来队伍将继续全力以赴；赛前队伍并

没有明确的任务指标，但是队员们都希望尽可能取得靠
前的名次。 据新华社电

大型双创人才融媒体文化项目

“魅力海归 津彩随行”推出

迎新春文艺

演出在天津大剧

院紧张排练，图

为交响合唱《新

时代进行曲》。

市群艺馆启动
“轻骑兵”新春走基层

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

中国女子冰壶队喜迎6连胜

5盘鏖战 张之臻澳网未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天津 周年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运河风流
22：00 爱情保卫战
天视2套（103）

18：30 小舍得
21：00 模唱大师秀
天视3套（104）

19：00 烈火战马
22：00 亲爱的孩子们
天视4套（105）

15：30 健康直播间
21：00 复婚
天视5套（106）

18：55 体坛新视野
教育频道（107）

20：12 百医百顺
21：00 二哥说事儿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都市频道

15：30 健康直播间

■复工后，您的心态
调整好了吗？大家都有哪
些情绪困扰？这些情绪困
扰会给身体健康带来哪些
影响？一旦出现了无法自
我缓解的不良情绪，需要及
时去医院寻求专业帮助。
在这方面，医院都有哪些便
民措施？本期节目邀请天
津市安定医院院长李洁和
天津市安定医院临床八科
科主任、主任医师王丽莉为
观众聊聊“返岗复工如何
做好心理调适”。

21：00 复婚（29—30）

■逸芳将证明四平身
世的化验单寄给燕子，燕子
如五雷轰顶。四平告诉逸
芳，是自己亲手杀了父
亲。一把锋利的刀片放在
浴室台面上，浴缸里的水
已经满溢，四平缓缓拿起
刀片……得知自己的身世
后，磊子对四平无限愧
疚。他要立刻找到四平，
向他道歉。等他赶到四平
家时，房间已被水淹没。在
楼顶找到四平后，磊子祈求
四平原谅。四平反问，如果
他连自己都不能原谅，又能
原谅谁呢？在美好的记忆
中，四平纵身一跃……

文艺频道

18：30 小舍得（10）
■赵娜接欢欢放学，

发现欢欢的二道杠没了，到
了子悠手臂上。因为知道
了田雨岚在公司和南俪争
执的事，去接子悠的蔡菊
英言语间挤对欢欢。两个
老太太在校门口杠起来，
赵娜战斗力爆表，把蔡菊
英怼得灰头土脸。蔡菊英
回家向南建龙哭诉。发现
班委改选背后猫腻的南
俪，又得知蔡菊英竟然对
欢欢言语羞辱，怒不可遏。
家庭聚会上，子悠说漏了
嘴，爆出择数唯一的名额，
南建龙没给亲外孙女，却给
了没有血缘的外孙。

影视频道

19：00 烈 火 战 马
（10—13）

■黎珊珊决定放弃赵
大旗，在心里给顾晓轩留
出位置，顾晓轩被她的一
番话感动，放弃追杀赵大
旗。孙佳慧下班回家，孙
振宇做了一大桌子菜，拼
命讨好她。乌云盖月突然
在门外嘶鸣，孙佳慧猜到
是赵大旗想见她，可她不
想再见。顾晓轩向黑岩义
熊复命，一口咬定一丈红
杀了武田，黑岩义熊信以
为真，没再追究。日军急
需一大批马掌，来孙振宇
的铁匠铺定制，孙振宇借
口做不出来，故意把人支
到赵家铁匠铺，还把赵家
马掌夸得天花乱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