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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资格赛分组揭晓

中国女排有望直通巴黎

花样游泳世界杯混双技术自选项目夺冠

天津小将开启新篇章

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完美收官

天津田径精准布局初见成效
17 日晚，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

4×400米接力决赛最后一棒，鞠天淇
后程发力，率先冲过终点，帮助天津队
兑现了赛前许下的夺冠诺言。3分10
秒82的成绩，更是刷新了全国室内纪
录，完美的突破为整个赛程画上了令
人惊艳的叹号，团泊体育中心田径馆
内一片沸腾。
本届赛事开赛前，天津队的目标

是保1（金）争2（金），重点集中在男子
4×400米接力、男子400米、男子跳高
3个项目。其中，接力是重中之重。
据天津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刘小
晖介绍，此次鞠天淇不仅是发挥了后
程冲刺能力，更重要的是在此前的“短
板”前程速度上有了大幅提升。“鞠天
淇以前100米启动速度大概在10秒5
几，经过冬训调整提高，之前在队内测
试赛时已经达到了10秒0几。接力比
赛我们给他测速，他在第四棒跑出了
46秒1，这个成绩稳居全国前两名，目
前国内跑进46秒5的都不多。”据刘小
晖透露，鞠天淇的出色表现已经受到
了国家体育总局田管中心的重点关注
和肯定。“中国队亚运会男子4×400
米接力，他肯定是主力。个人项目将
通过亚运会选拔赛来决定，前两名获
得参赛资格。”
天津队在本届赛事上的成功绝

非偶然，而是提早准备、精细布局、

科学训练的成效初步显现。陕西全运
会后，随着队伍的新老交替，天津田管
中心开始提前着手新周期的人才储备
等一系列备战工作。今年，天津队在
16—20岁年龄段上共引进39人，为第
十五届全运会甚至第十六届全运会提
前储备人才。去年 3月，天津队组建
了康复团队，8月组建科研保障团队，
按照冠军模型，进行影像分析、生理生
化分析、康复治疗等，全方位细化精准
数据，在训练中做到有的放矢。经过
将近一年的准备，在本届赛事上已经
初见成效。
男子跳高决赛共17人参赛，其中天

津队有5人。被寄予厚望的武国彪，因
为发烧等原因，冲击奖牌未果。刘小晖
表示：“武国彪这两天一直在发烧，身体
状态未调到最好。作为年轻队员，他在
心态把控上仍需提升。昨天的冠军成绩
2米24，武国彪在之前两站比赛中，一站
2米20，一站2米24。”只有19岁的武国
彪，尚未达到跳高运动员的黄金年龄，未
来他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据刘小晖介绍，天津队还有一个突

破点——女子三级跳远柴玉岳。“她的身
体条件非常出色，1米91的身高，包括国
外很多教练都非常看好她。从去年底开
始，她一直在美国和外教训练，目前成绩
上大幅提升。”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讯（记者 李蓓）北京时间昨
天，在加拿大马克汉姆举行的世界泳
联花样游泳世界杯第一站比赛中，天
津小将石浩玙和搭档程文涛以一套
《势不可挡》为主题的动作，为中国队
赢得混双技术自选冠军。赛后，中国
花游队主教练张晓欢介绍：“这套动作
是我们去年新编排的作品，目的就是
让运动员展现更多的中国花游力量，
寓意未来势不可挡。”

2023年花样游泳迎来全面升级，
对评分系统进行改革，本次世界杯是
启用新规则后的第一场国际赛事，同
时还向男选手“敞开怀抱”，举行男、女
单人技术自选、自由自选，混双和女双
的技术自选、自由自选，混合团体技术
自选、自由自选以及技巧比赛共11个
项目的角逐，来自世界各地24支队伍
的200多名选手参赛，中国队只派出
石浩玙、程文涛和替补选手张依瑶参

加混双技术自选比赛，用来“试水”检验
新规则。

混双技术自选比赛共有7对选手参
加，石浩玙和程文涛以“势不可挡”的力
量与激情获得236.2292分，领先来自西
班牙的亚军组合40多分夺冠。

花游世界杯第二站将于5月5日—7
日在法国举行，第三站于5月13日至15
日在埃及举行，6月2日—4日在西班牙
举行超级总决赛。

本报讯（记者 梁斌）日前，巴黎奥运
会女排资格赛分组抽签结果在瑞士洛桑
揭晓。作为资格赛三个东道主之一，中
国女排分在A组，同组对手包括塞尔维
亚队、多米尼加队、荷兰队、加拿大队、捷
克队、墨西哥队和乌克兰队。主场作战
的中国女排有望直通巴黎奥运会。
巴黎奥运会女排比赛共有12支球

队参加，除了东道主法国队，另外11个
名额将通过奥运资格赛和世界排名这
两种方式获得。其中资格赛将产生6个
参赛席位，剩余5个则根据世界排名来
决定归属。巴黎奥运会女排资格赛将
于9月16日至24日进行，24支球队分
成三个小组，每个小组的8支球队进行
单循环较量，每组的前两名球队将获得
直通巴黎奥运的资格，中国、日本和波
兰将分别承办三个小组的比赛。
中国女排目前的世界排名为第5

位，仅次于塞尔维亚队、意大利队、巴西
队和美国队。同组对手中，塞尔维亚队
的世界排名高居首位，同时是2022年女
排世锦赛冠军，不出意外，塞尔维亚队
将占据A组一个直通名额。主场作战
的中国女排只要发挥稳定，在与多米尼
加、荷兰等6支球队的对决中笑到最后，
也能直通巴黎奥运会。
此外，巴黎奥运会男排资格赛将于

9月30日至10月8日进行，主场作战的
中国男排分在C组，同组对手包括波兰
队、阿根廷队、荷兰队、加拿大队、墨西哥
队、比利时队和保加利亚队。

“解封”展柜里的历史 读懂文物中的故事

“板凳上的博物馆”启动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昨日，由天
津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百花文艺出版
社承办的《恩师王玉磬》新书首发式暨
读者分享会在图书大厦举行。该书是
献给河北梆子大师王玉磬诞辰百年的
一份厚礼。
王玉磬先生开创了河北梆子女老

生表演艺术体系，世称“王派”，在全国
剧坛影响深远，被誉为天津河北梆子
“五杆大旗”之一。河北梆子表演艺术
家陈春的新书《恩师王玉磬》记述了王
玉磬的从艺经历、师友往来、技艺切

磋、教学轶事等动人往事，再现了大师
的艺术人生和独特风采，赞颂了老一
辈艺术家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全面精
准阐述了“王派”艺术成就和风格，展
现了河北梆子几十年的发展历程。
现场，主办方向天津戏剧博物馆、

天津河北梆子剧院、天津艺术职业学院赠
书。陈春与弟子陈亭、刘维维表演了《苏
武牧羊》《辕门斩子》选段。首发式后的对
谈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孟广禄、戏剧
评论家甄光俊、陈春畅谈王玉磬大师的艺
术人生，分享创作背后的精彩故事 。

由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文物局）主
办，天津博物馆承办的“板凳上的博物
馆”昨日启动并开展了首场课程。

采取“三段三层”架构

量身定制精品课程

“板凳上的博物馆”系列课程将
“请进来”上好一堂“博物馆里的历史
课”列为重点，依托丰富馆校合作经
验，聚焦学生发展和兴趣引导，在深入
挖掘馆藏文物、文博专家聚集等优势
资源的同时，结合天博线上课堂、云观
展等优势项目为全市中小学师生打造
了全新学习平台。

天博宣教部副主任张堃介绍，
课程通过前置学习引导、博物馆现
场教学、参与体验活动、课后分析互
动等环节，开展系列精品课程，采取
全新的“三段三层”的课程架构，根据
低、中、高三个学年段不同年龄段学
生特点，由浅到深有针对性设计课程
内容，充分发掘博物馆经典常设展
览、热门临展和馆藏精品文物，以小
见大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让学
生在博物馆现场教学课中完成既定
的教学目标。

在沉浸式美育环境中

感受璀璨的中华文化

昨日，全新推出的“板凳上的博
物馆”迎来首批学员，来自南开大
学、新华中学以及河西区台湾路小学
的百余位学生兴奋地徜徉在天博的
“中华百年看天津”“桃源何处——

馆藏仇英桃源仙境图特展”“瓷都芳
华——馆藏明清景德镇窑瓷器展”
现场。首场课程由天博各业务部门
共同策划，3堂别开生面的现场课程
既有品读经典作品，又以热门展览为
依托，为参与活动的同学开设各类体
验互动，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璀璨
的中华文化。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描述了怎样

一个世界呢？画家仇英心中的桃源仙
境又是什么样的呢？天博书画部的潘
恒老师对馆藏《桃源仙境图》的作者仇
英做了解读，孩子们跟随老师的讲述，
走进了古画的世界。如何将“青绿”绘
制在画面上？传统颜料与现代颜料的
区别是什么？天博文保部的祝一宁老
师在答疑解惑后，学生代表参与互动
体验，感受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魅
力。新华中学高一12班的傅梓航告
诉记者：“这是我第一次在博物馆展厅
里上课，非常有仪式感，不仅能近距离
观赏文物，感受历史文化底蕴，还有专
业老师讲解，便于更深入地读懂文物

中的故事。”
在另一课程现场，老师们讲述了青

花瓷的发展历史、基本器型、基本纹饰及
意义后，亲自给同学们示范如何绘制回
字纹、花鸟纹，学生们亲手绘制了属于自
己的青花盘后，纷纷表示，非常喜欢“板
凳上的博物馆”，希望以后能参加更多有
意义的传统文化课程。

开创以博物馆

为第一教学现场的新模式

“板凳上的博物馆”系列课程将博物
馆的静态展览转化为学校动态教育活
动，使博物馆成为青少年传承中华文明
的“第二课堂”。该课程以博物馆为第一
教学场所，打造博物馆资源与学科教学
相融合的沉浸式学习模式，引领青少年
探索艺术、品读经典、参与互动，培养学
生的综合素质。

据天博党委书记于健介绍，该系列
课程以经典常设展览、热门临展和馆藏
大师级作品为基底，协调组织专家和优
秀馆外资源设计推出定制化的课程专
题，通过城市历史讲解、经典作品鉴赏、
实践体验等丰富多彩的课程形式，开创
以博物馆为第一教学现场的全新文教结
合模式，也让展柜里的文物“活”了起
来。此外，天博还将进一步服务好市民
高质量公共文化需求，联合馆外优秀教
育资源为青少年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的
公教活动，为市民呈现缤纷多彩的文化
盛宴。

本报记者 刘茵

摄影 本报记者 姚文生

献礼大师诞辰百年

《恩师王玉磬》新书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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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天津卫视

19：30 假如生活欺骗
了你（34—35）

■真真在酒吧被调
戏，发生暴力冲突，她给黎
阳打电话，却一直在占线
中，绝望之下决定去国外
生活。黎阳的郊区工厂得
到艺达公司主管的信任，
双方确立合作关系。工厂
遇到技术难关，黎阳自己
成功攻克。真真父母让黎
阳帮忙找几本经济书，黎
阳仍然非常关心他们，他
们希望黎阳和真真可以好
好在一起。

21：20 非你莫属

■本期节目迎来年仅
21 岁却自称“职场老油
条”的求职者王晗。她毕
业于科伦坡大学旅游管理
专业，第一份工作是在境
外会议中做中英翻译，后
来转做讲解员，兼职做境
外导游。利用语言优势，
王晗之后又转做金融外汇
工作和编导工作。喜欢挑
战的她此次寻求编导或演
员的岗位，能如愿吗？

文艺频道

18：34 宝乐婶的烦心
事（23—25）

■美玉要和大贵复
婚，宝乐婶万分高兴，担心
小算盘这关难过，决定可
以用蘸糖葫芦的手艺来换
取她的同意。王富贵夫妇
又找了个新的生意门道，
让小算盘入股。小算盘回
家翻柜子，发现那个存折
不见了。王富贵和美玉父
女俩佯作不知，被小算盘
看出破绽，逼美玉去金家
要钱。

20：45 相声大会

■3月21日是“世界
睡眠日”，其目的是引起人
们对睡眠重要性和睡眠质
量的关注，提醒人们关注
睡眠健康及质量。本期节
目邀请了京津冀的青年相
声演员李鸣宇、董建春、郭
威、任一夫一起畅聊关于
睡眠的话题，他们会给您
分享各自的睡眠妙招，当
然还有爆笑的相声《贵圈
那些事》《舞蹈家》《戏与
歌》等。

都市频道

21：00 别问我是谁
（8—9）

■赵灵赶到北京照顾
杨姐，小宁见有机可乘也
跟着到了北京。杨姐感动
于赵灵的不计前嫌，主动
提出当赵灵的监护人，把
她的户口转到北京。但就
在办理手续时杨姐去世
了，户口仍没办成。小宁
气急败坏，与赵灵离了婚，
还抢先一步拿走了杨姐的
房产证把房子卖掉了。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假如生活欺骗
了你

21：20 非你莫属

天视2套（103）

18：34宝乐婶的烦心事
20：45 相声大会

天视3套（104）

19：00 战火兵魂
22：00 人活一张脸

天视4套（105）

18：10 家居大变身
21：00 别问我是谁

天视5套（106）

18：55 体坛新视野

教育频道（107）

20：12 百医百顺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