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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少食咸、多食苦
在中医中，冬季是肾经旺盛之时，肾主咸，

心主苦。所以，咸味吃多的话，就会使本来偏

亢的肾水更亢，从而导致心阳的力量减弱。因

此，可以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以助心阳。
4.少食黏硬、生冷食物
冬季吃黏硬和生冷食物容易导致脾胃之

阳气受损。
5.做好“老病”预防
冬季是很多疾病复发的季节，比如流感、

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所以这个时候

就要做好对这些疾病的预防。

——冬季养生七注意！
!

健康讲堂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 摄影报道）近日，家

住万通上北新新家园的岳先生向本报反映，由

于车位紧张，物业竟“强行”在地下车库出口处

设置了一个车位。

岳先生告诉记者，该车位位于小区6号地

下车库出口西侧的位置。由于正好紧挨着地

下车库的出口，每次开车进出地下车库都十分

不便，遇到车多的时候，拥堵、剐蹭事件也时有

发生。“小区车位紧张我们可以理解，但设置在

这儿也太不合理了！”

记者联系了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王女士

告诉记者，小区一直以来车多位少，岳先生所

说的车位已设置了一段时间，之所以在车库出

口处设置车位，也的确是无奈之举。不过针对

业主反映的该车位给其他业主造成不便一事，

她会尽快向领导反映，以寻求解决办法。

记者也联系了塘沽物业办。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小区道路归全体业主共有，不管是设置车

位，还是改造成绿地等，都需经过小区半数或三

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才行。未经多数业主同意

的情况下，物业私设车位是不允许的。

车库出口设车位
物业“无奈”出奇招

时报讯（记者 张玮 通讯员 赵永
明 胡研 周重阳）11月中旬的一天，市

民周某到滨海公安塘沽分局新村派出所

报警，称自己亲戚叶某于8月份以买卖

房屋为客户垫付首付款返利为由，带唐

某某房屋中介将周某房屋进行抵押，得

抵押款交于叶某，由叶某每月返利。9

月和10月，叶某如约返利，但到了11月

初，叶某手机关机失联，周某发现自己被

骗，赶紧到派出所报案。经警方初步调

查发现，叶某从今年1月以来用相似手

段先后在开发区、生态城等地作案10余

起，涉案金额逾千万。

随后警方积极联系受害人，收集证

据。终于在连续蹲守数天后，于11月30

日16时在某小区附近将叶某抓获。

讯问中，叶某在证据面前不得不如

实供述了其以买卖房屋为客户垫付首付

款返利为由，相继从亲友处诈骗钱财，作

案10余起的事实。目前，叶某因涉嫌诈

骗已被警方刑拘，案件正进一步审理中。

“垫付首付款返利”？
十余起诈骗案告破

12月5日，滨海

消防支队在天津融

创滨海中心组织开

展了一次超高层建

筑火灾灭火救援测

试演习。通过现场

检验，测试了单位固

定消防设施，消防队

应对高层建筑火灾

的处置能力。

记者 马兰
摄影报道

演习

别怕 ！

小区垃圾站变“扰民站”？
回应：垃圾应日产日清 正筹备成立业委会对物业进行监督

记者 田敏 摄

“小区里现在突然多了一个垃圾回收站，事先并未告知业主！”近日，网名为“大师傅”的网友多次在本报微信后台留言
称，小区内的一处空房突然被物业改成了垃圾储存房，而且还破坏了周边的绿化草坪。随后记者对此情况进行了了解。

看到网友留言后，记者联系到了

该名网友——居住在大港地区海川园

小区的刘先生。他告诉记者，海川园

小区35号楼西侧的泵房边有一处空房

子，以前一直都是空置的，但近期开始

有源源不断的垃圾被放进去。“物业把

房子的窗户改成了门，用于堆放垃

圾。”刘先生说，一开始垃圾堆放在外

面草坪上，后来挪到了这个空房子里。

刘先生说，小区里突然多出一个垃

圾房，这让业主无法接受，一来影响了居

住环境，二来因为离泵房很近，存隐患。

记者了解到，海川园小区2015年刚

交房，业主入住后，35号楼西侧泵房边的

空房子一直是闲置的，直到近期才开始

有垃圾堆放。记者注意到，这处空房子

的占地面积不小，在房内的一侧堆满了

用黑色塑料袋装好的垃圾，近一人高。

此外，在垃圾房外面的角落里也有部分

垃圾的堆放。

一位业主告诉记者，垃圾如果及时

清理，也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如

今垃圾有时好几天清理一次，导致大

量细菌蚊虫滋生。“现在还好，夏天的

时候，垃圾堆放几天都臭了。”刘先生

气愤地说。

记者就此问题联系到了小区物业公

司，负责人杜经理告诉记者，小区内的垃

圾房是原规划就有的，只是以前未启用，

今年才开始正式使用。杜经理表示，所有

的垃圾都是小区内居民的生活垃圾，按照

相关规定，每天必须清理两次。杜经理表

示，目前物业并未正式接手管理小区，所

以可能存在垃圾清理不及时的情况，现在

物业正在办理交接手续，等正式接手后，

一定会及时清理垃圾，并恢复小区绿化。

海川园居委会张主任告诉记者，居委

会已多次接到居民的相关投诉，经查，垃圾

站内的垃圾确实清理不及时。“应该日产日

清，但基本上堆满了才会清理。”张主任表

示，物业并未事先告知业主将会在此堆放

垃圾也是业主投诉的内容。“包括设置梯控

及实行人车分流，物业都未事先告知。”张主

任表示，这与小区没有业委会有关，所以为

了避免类似情况再出现，目前正在筹备成立

业委会，以加强对物业的监督。 记者 田敏

空房变身“垃圾站”

垃圾堆放近一人高

正式接手后会加强管理物业回应

垃圾应该日产日清
记者走访 居委会说法

责编：何海歌 校对：陈超 制作：王金刚文体 Culture/Sports

由市商务委员会、市体育局共同支持，市

百货商业协会、市电子体育竞技运动协会联合

主办的百货商业杯!"#$腾讯电竞天津电子竞

技锦标赛于日前结束，本次大赛有上百支强大

的战队报名参战，时间跨度为%&天。

天津市电子体育竞技运动协会秘书长周

君介绍，我要上全运“百货商业杯”!"#$腾讯

电竞天津电子竞技锦标赛是天津市有史以来

最大的电竞盛世，承载着天津电竞人的梦想。

2017腾讯电竞
天津电子竞技锦标赛落幕

时报讯（记者 王晶 北京报道）科幻推理

剧《端脑》日前在京举办开播发布会，并将登陆

搜狐视频上线开播。漫画原著作者壁水羽认

为，剧版保持了原著60%-70%的内容，剩下的

30%再用影视语言去补，出来的效果令人惊

喜。该剧总制片人丁润桐也透露，科幻剧在国

内数量并不多，科幻推理更容易变雷剧，所以

改编过程中对场景和关卡设置保留了原汁原

味的设定和质感，有些影视化的细节完善更使

作品变得丰富立体、适合真人化呈现。

时报讯(记者 王淞 北京报道)《唐人街探

案2》日前在京召开发布会，确定将于2018年2

月16日（大年初一）上映。此次，陈思诚将继续

担任编导，前作中表现抢眼的王宝强、肖央、刘

昊然也依然会以主演身份出现在片中。陈思诚

表示：“提到唐人街，很多人的第一印象也是纽

约唐人街，早在《唐人街探案》系列电影初期，就

已经规划好第二部一定要到纽约唐人街拍摄

了。”陈思诚透露，包括时代广场、麦迪逊大道等

很多纽约知名景点都会在片中呈现，“旨在还原

美国味道，希望大家看完影片，在体验一场欢笑

的探案之旅外，还能有一种视觉享受。”

《唐人街探案2》定档
陈思诚：一场欢笑之旅

剪辑会给故事带来新生
从故事角度看，《无问西东》的架构

非常宏大，从陈楚生、王力宏，到黄晓明、

张震，时间段前后跨度将近百年，几乎涉

及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全部进程。“事实

上，我只和黄晓明有对手戏，饰演他的恋

人，我们的故事只是全片的四分之一。”

章子怡表示，《无问西东》采用了一个非

常前卫的叙事技巧，影片由四段不同历

史时期的故事互相穿插构成，通过某种

契合点被串联在一起，四位男主角各自

支撑一段。

虽然叙事手法新颖，又拥有大牌演

员压阵，但在拍摄后六年上映，《无问西

东》能否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口味，仍旧

令人担忧。对此，章子怡倒没有太多担

心，“的确，张震那个击剑运动员的故事

发生在现代，可距今也已经六年了，六年

前相信不会有人说‘为章子怡新片打

Call’这样的话。虽然我不知道导演怎么

处理的，但我相信她肯定会在剪辑上下

很大工夫，否则就旧了。”

“流量明星”的选择也没错
前不久，章子怡在参加综艺节目《演

员的诞生》时对专业态度的追求，曾引发

外界关于演技派和“流量明星”的讨论。

对此，她面对记者也首度给出了解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重要的你要明

白自己是干什么的。如果我的职业就是

明星，那么追求流量没有错。但这不是

我的追求，我一直都是拿一个艺术家的

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希望做一个专业的

演员。”章子怡坦言，自己演戏的标准是

观众是否需要，“对我这种比较学院派

的，演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一个好的演

员首先一定要给观众呈现好的作品，流

量、热搜、头条这些是我左右不了的。”对

于年轻人，章子怡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要聪明一点，很多演员推掉一部戏的理

由要么是经纪公司不让演，要么是妈妈

不同意。很多时候，还是要听自己的，自

己做主。”

作为极少能够在好莱坞打出知名度

的华人女星，章子怡也谈到了自己对于

好莱坞的态度，“是的，前一段我拍了一

部 好 莱 坞 的 戏——《哥 斯 拉 ：怪 兽 之

王》，但我是不属于好莱坞的。我的标

准就是有合适的就去演。演《哥斯拉》

是因为生完孩子，恰好在美国待一下，

照顾孩子，顺便拍个戏。其实，好莱坞

的商业片是没什么难度的，都很容易。”
时报记者 王淞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昨日，2018赛

季亚冠联赛小组赛抽签仪式在吉隆坡举

行。最终，天津权健获得上签，如果能够

顺利通过资格赛进入正赛，天津权健将

进入E组，与韩国全北现代、中国香港杰

志，以及另一支资格赛球队一组。

唯一悬念揭晓 E组形势明朗
虽说亚冠联赛是抽签分组，但亚足

联为亚冠联赛设定了不少的“保护”原

则，比如同国俱乐部不同组、各国联赛冠

军不同组等，于是抽签在很大程度上就

变成了“摆签”，2018赛季亚冠联赛分组

抽签唯一的悬念就在于 K联赛冠军和 J

联赛冠军谁能进入 E组，而最终是 K联

赛冠军全北现代被抽进了E组。如此一

来，E组的形势相对就比较明朗了，全北

现代实力较强，很有可能是冠军争夺者，

杰志实力最弱，扮演的是送分童子的角

色，如果权健能够通过资格赛进入正赛，

最大的对手就是另一支资格赛球队，而

这支球队极有可能是日本大阪樱花或者

柏太阳神中的一支，只要在小组赛中死

死压住这支球队，天津权健就有很大希

望实现小组出线。客观地说，相对于小

组赛中遇到武里南联和济州联的广州恒

大，遇到悉尼 FC和鹿岛鹿角的上海申

花，以及进入正赛后将和川崎前锋、蔚山

现代、墨尔本胜利同组的上海上港，天津

权健的签运可以说是最佳的。

亚冠联赛首战考验新帅能力
尽管签运不错，但权健方面还是希

望先走好脚下的路，打好资格赛，不出意

料的话，天津权健将和澳大利亚布里斯

班狮吼争夺一个 2018赛季亚冠联赛正

赛名额。别看布里斯班狮吼 2017赛季

亚冠资格赛淘汰了上海申花，但本赛季

他们的战绩不如人意，2018年 1月 30日

亚冠资格赛和布里斯班狮吼在天津水滴

体育场一战，天津权健拥有主场优势，而

且4大外援同时登场将成倍提升权健的

战斗力。据记者了解，为了能够充分了

解布里斯班狮吼，权健新帅保罗·索萨已

派助手收集了他们的战术录像并着手

进行分析。同时，权健球员们假期中也

在按照索萨的要求进行着身体训练，孙

可表示自己在积极调养身体的老伤，

“我要保持好身体状况，以便冬训开始

后尽快进入状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与布里斯班狮吼一战是权健的亚冠首

战，同时也是索萨执教的首场比赛，而

新赛季开打前，权健除去海外转场和适

应场地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一个月的

冬训时间，索萨是否能让球员完全吃透

自己的战术是个考验。

暌违六年《无问西东》终亮相

章子怡：我只想做艺术家
作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献礼片，坐

拥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张震、陈楚
生的顶级阵容，电影《无问西东》在
2011年甫一亮相就曾引发业内外关
注。但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
因，该片并未如期上映，一拖就是六年
时间。昨天，这部由李芳芳执导的影片
终于确定了2018年1月12日的上映日
期。时隔六年，不仅观众审美有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演员们的心态也与当年全
然不同。昨天下午，章子怡在京接受记
者采访，讲述了这些外界关心的问题。

亚冠联赛抽签分组权健获上签

首部科幻国漫
改编剧《端脑》开播

大楼起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