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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坏了一个月了，过年期间出行

很不方便。”近日，市民屈先生致电本报热

线称，小区电梯损坏一个月了，至今没有

修好。业主只能去其他楼门乘电梯，很不

便利。屈先生说，马上就要过年了，业主

出行却成了问题，“简直是添堵”。

屈先生是碧海兰庭小区4栋1门的业

主，他告诉记者，4栋共有两个门，各有一部

电梯。1门的电梯在一个月前损坏，至今未

修好。屈先生说，1门住户从2门也能上楼，

但如果有客人来访，客人只能从2门进入，1

门的业主却没法使用门禁系统在家中开门，

只能下楼给客人开门，“太麻烦了。”

随后，记者就此问题联系到了小区所

属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4栋1门的电

梯因年检未过关，为业主安全考虑，所以停

运了电梯。工作人员透露，维修电梯需要

启用应急基金，申请过程已过半，但业委会

突然提出辞职，导致施工合同缺少业委会

盖章，因此才搁置了。程序需要新一轮业

委会成立后才能继续推进。

记者联系到了小区所属兰庭居委

会。“业委会报名已经结束，我们会去贴通

知，提醒业主参与投票。”工作人员表示，

不过贴出告示单15天后才能入户走票，目

前所有程序都在进行中。一旦走票完成，

业委会成立后，申请应急基金就可继续推

进了。 记者 田敏

业委会辞职导致应急基金申请中断

电梯过年罢工给居民“添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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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张智）13日，滨海新区

暖意融融，午后最高气温达8℃，让人感觉

“春天的脚步近了”。人们不禁会问，春节

期间天气如何。昨日，滨海新区气象台发

布春节长假天气展望：预计春节期间（除

夕至初六）新区气温与常年基本持平，但

其间会迎来零星小雪和雾霾。

据气象台预报，春节期间，新区最高

气温在3℃至6℃之间，出现极端低温的

可能性很小。其中，除夕当天多云转晴，

东南风 3 到 4 级，最高气温为 4℃，最低

气温为-2℃。初一至初三以多云到阴

为主。初二后半夜至初三上午将出现零

星小雪天气。初一、初三至初四上午会

出现轻雾或雾、轻到中度霾。

春节期间天气如何？
有零星小雪和雾霾

热心市民组团献温暖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春节前夕，新区18

位爱心市民在退伍军人贺先生的带领下，驾车

来到了辽宁省绥中县北部山区毛会来的家中，

为他们一家送去了米面油和新春的祝福。该

事迹被传至网络后，引发众多网友点赞。

记者了解到，这 18 位居民均住在中新天

津生态城。大家之所以认识毛会来，缘于网络

上的一篇题为《活着就有希望》的文章。文章

的作者贺先生是锦庐小区的业主。他告诉记

者，毛会来和他既是老乡又是战友，两人相识

于1999年的新兵连。今年6月，他将毛会来的

情况发布到网上，原本只是想表达自己的一些

感慨，没想到却有许多热心网友留言说要帮助

毛会来一家。就这样，因为这篇文章，大家开

始集体商量帮助毛会来的办法，并两次前往探

望。近日，赶在春节前夕，大家专门采购了米

面油等生活用品，一起驾车来到毛会来家中，

为他们一家送去了新春祝福。

贺先生说，时值隆冬，一路上有许多路段

是山路，所以最终只组织了5辆车、18个人前

往。“300多公里的路开了6个多小时才到。”贺

先生说，虽然一路上困难重重，但这趟爱心之旅

却让大家觉得很值。连续两次参加活动的彭

先生说：“我去了两次了解到，其实毛会来只是

缺少一些物资，平时的收入和低保基本够他们

一家的日常开销。基于此，我们以后将更侧重

于提供物资方面的帮扶，让帮扶更有效。”

贺先生说，大家的做法令他的心里十分温

暖，也让毛会来一家感动万分。在回新区前，

毛会来专门拿出一筐平时舍不得吃的梨送给

大家，以表达对大家的感谢。

回
家
过
年

俗话说，有钱没
钱，回家过年。2月
13日，农历腊月二十
八，团圆的归期又近
了，回家的脚步更加
匆匆。本报记者走
访新区火车站，探访
春运出行高峰时期
的旅客，感受春运途
中的温暖与尴尬。

时报讯（记者 王梓）为丰富中新天津生态

城群众文化生活，传承中国年俗文化，13日，一

场别开生面的“福送万家”活动在生态城东方

艺术馆举办。此次活动邀请了郭振东、贾昌

龙、张瑞鹏等知名书画家与生态城百姓进行面

对面交流。活动中，书画名家们现场题字作

画，百姓们热情洋溢，大家一起笑迎新春。

挥毫泼墨“福送万家”

外来务工者也爱上高铁

13日12:30，滨海高铁站内，开往上海

虹桥的G1254次列车还没开始检票。在

候车区有一对特殊的夫妇，和其他旅客整

齐的行囊相比，他们座位前堆放的几个大

包异常显眼。52 岁的老高说，他和爱人

在新区一家压板厂工作，这次放假回石家

庄老家过年，顺便把用不上的行李都带回

去。“工作不累，一个月能赚4000元钱，比

我们在家种地强多了。每次来回我俩都

坐高铁，虽然价格是普通列车的两倍多，

但节省了时间，不遭罪，而且能早些到家

团圆过年。”老高的媳妇告诉记者，虽然孩

子都不愿意让他们背井离乡出来赚钱，但

因为在老家很难找到这样的“美差”，他们

笃定地要在新区继续干几年。

滨海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今不仅

商务人士青睐高铁，越老越多像老高一样

的外来务工者也爱上了高铁。“这几日滨海

站高铁票异常紧张，甚至部分旅客宁愿多

花‘冤枉钱’直接从北京始发站购票，然后

在滨海站乘车出行。”该工作人员说。

志愿服务护航春运回家路

13 日，草场街小学一年级的张振航

在妈妈的带领下来到于家堡站做志愿服

务，身披红色绶带的他跟随同为志愿者的

大哥哥王子轩，一直活跃在大厅自动售票

机前。只要有老人到自助机前取票或买

票，他就立刻一路小跑奔过去帮忙。

“这次助力春运志愿活动是新滨海义

工协会联合新区文明办一起开展的，从2

月10日开始在于家堡高铁站连续开展为

期5天的志愿服务，就是想让建设咱滨海

新区的外来建设者温暖顺利地回家过

年。”现场，志愿者杨洪强告诉记者，这几

天的“工作”中有些小插曲让大家哭笑不

得。11 日上午，售票厅一位自助购票的

老奶奶突然急得直跺脚。原来，因为要坐

城际去天津市区，老奶奶购票时操作不

当，误将一元纸币放入投币口，导致之前

投进去的十元钱“被吞”，无法正常出票。

杨洪强了解情况后，一边安慰老人不要着

急，一边快速帮忙联系车站售票人员，第

一时间帮老人找回被吞的钱，并帮其重新

买好车票顺利乘车。

当心回家途中的“闹心事”

大声喧哗、当众脱鞋、吃带有刺激性

气味的食品……春运旅途中总有些不文

明行为让人大跌眼镜。此外，大包小包的

行李也容易成为“闹心事”。“很多人玩手

机入迷，一时大意就忘了随身物品。”天津

铁路公安处车站派出所民警刘瑞海告诉记

者，最近几天因疏忽大意遗失行李的“马大

哈”可不少，虽然没作过相关统计，但他值

班时，一天就会遇到三五个。

2月13日，记者在于家堡站看到，候

车室进站“门槛”又加设一道防冲撞旋转

门。进入春运高峰，车站安检也愈发严

格。据不完全统计，自今年元旦以来，滨

海新区四大火车站各安检平台查获并拦

截意欲携带动物乘车旅客10余人次，被

拦截动物小到仓鼠、蝙蝠，大到鸽子、泰

迪犬，无奇不有。相关工作人员提醒，发

胶、刀剪、宠物等都是禁止携带上车的物

品，请出行旅客记牢，以免给节日出行带

来不便。 记者 杜红梅

到新区务
工的老高夫
妇乘高铁回
家过年

张振航和
王子轩一起
帮老年乘客
自助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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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王淞）春节档魔幻爱情喜剧

《西游记女儿国》将于今天13点14分开启情人

节全国点映。日前，片方曝光终极预告，将《西

游记》中最特殊的一难呈现在观众面前。终极

预告中，师徒四人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与河

神展开了一场终极之战。据导演郑保瑞透露，

这部投资高达5.5亿元的作品，绝大部分制作预

算都用于特效镜头的呈现，其中师徒四人的终

极对手河神的造型更是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重

金打造，水的视效呈现更是片中的一大亮点。

时报讯（记者 王淞）即将到来的春节

假期中，由陈思诚执导，王宝强、刘昊然、

肖央等主演的喜剧悬疑电影《唐人街探案

2》就将以2D、IMAX和ScreenX等多种格

式与观众见面。两年前的贺岁档，“唐探

1”异军突起收获过8亿票房，并因为贯穿

全片的笑料和大量取材自著名推理小说

的情节引发网友热议。珠玉在前，让续作

未映先红。日前，本报记者对陈思诚进行

采访，听他讲述了自己的“电影经”。

好作品要经得起时间考验

“唐探1”上映时，片中大量借鉴知名

推理小说的情节曾引发网友热议，人们纷

纷猜测导演陈思诚一定是个不折不扣的

推理迷。在“唐探2”上映前，他也给出了

回应：“从小就非常喜欢，无论小说还是电

影。但多年来一直遗憾，国内电影领域缺

失一个鲜明的名侦探。”陈思诚认为，类似

“名侦探”的情况在国内整个影视行业都

普遍存在，“在创作上还是蓝海，有很多值

得开发的题材。我希望未来孩子们能到

属于中国的乐园去玩，跟他们互动的艺术

形象不是米老鼠、唐老鸭，而是我们自己

创作的。”陈思诚坦言，正是由于市场价值

被高估，才造成如今的状况，“一部文艺作

品，逃不开空间价值和时间价值，可现在

是个唯票房论的时代，大家太在意票房这

个空间价值了。但我认为，一部好的文艺

作品一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故事一定要符合城市特色

近日，“唐探 2”在本市 CGV 黄河道

店举行了 270 度 ScreenX 格式的媒体场

点映，影片无论大场面的数量还是案件

的繁复程度，都比“唐探 1”有了巨大的

提升。通常人们都喜欢用“升级”来对此

进行定义，但陈思诚对此却有着更为冷

静和清晰的看法，“首先，这是个和唐人

街有关的故事，第一部考虑到时间和成

本的因素，我不能把它放太远，在泰国操

作容易些，成本也比较低，可以算作投石

问路的试验。这次选美国，是因为有了

观众基础，美国纽约唐人街是世界上第

一条唐人街，也是最出名的。而且在美

国一定要有动作戏，还要破连环杀人案，

这才符合美国推理的特色。第三部我会

选日本，因为日本是世界闻名的推理大

国，所以到了日本一定要是个非常烧脑

的案子，故事会以强推理为主。”

时报讯（记者 王晶）作为东视新春荧屏保

留节目，今年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SMG主

持人歌会》将于大年初六20:40与全国观众见

面，曹可凡、林海、张民权、金炜、倪琳、周瑾、朱

桢、王冠、何婕、于飞、万蒂妮、李灏哲等SMG主

持人放声开唱。虽说是主持人歌会，不过黄龄、

叶蓓、平安、李祥祥等实力歌手也纷纷前来助

阵。曹可凡与歌手黄龄合作一曲《花好月圆》，尽

显功力，他运用评弹的演唱技巧把这首人们耳熟

能详的老歌唱出了新的韵味，相当值得期待。

名嘴开唱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时报讯（记者 王晶）由海宴编剧，孔笙、李

雪执导，侯鸿亮担任制片人，黄晓明、刘昊然、

佟丽娅、张慧雯等主演的古装大戏《琅琊榜之

风起长林》日前在东方卫视播出大结局。开播

以来，剧集口碑一路高涨，最终豆瓣评分达到

8.5分。在《琅琊榜》的基础上，《风起长林》诠

释出更完美的中国古典文化。

《女儿国》今日点映
“西游”最特别一难揭面纱

《琅琊榜风起长林》
8.5高评分收官

打造中国自己的艺术形象
陈思诚：好电影不应只在乎票房得失

索萨教练真没放烟雾弹

与杰志一战前，天津权健突然传出了

此战要尝试使用3后卫阵型的消息，权健

主帅保罗·索萨也承认球队在之前的盐城

大丰集训中演练了3后卫阵型，同时球队

在与上海申花的内部赛中也使用了3后

卫阵型。不过，昨日权健队排出的首发阵

型却是451，张诚、刘奕鸣、权敬源和糜昊

伦组成后防线，孙可、维特塞尔、帕托、王

永珀和郑达伦5人联手控制中场，莫德斯

特顶在最前端。正当所有人都以为索萨

赛前关于权健3后卫的言论是在给对手

放烟雾弹时，比赛中，权健球员们却用实

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主帅是个实在人。

权健在进攻时，原本场上位置是左边后卫

的糜昊伦深入对方半场，与身前的孙可形

成配合，两人沿左路不断冲击对方防线。

而糜昊伦上前助攻后，右边后卫张诚内

收，和刘奕鸣、权敬源组成3后卫防守体

系。控制范围极大的后腰维特塞尔位置稍

稍后撤，在球队后防线球员身前形成一道

屏障。如此一来，权健的防守就稳固了。

演练的战术都打出来了

“我们的球员最近训练状态非常不

错，身体也很好，没有伤病出现。”昨日

赛前，索萨对于权健球员们的竞技状态

非常满意。昨日的比赛开始后，权健队

经过初期的适应，也确实很快掌控了比

赛。第27分钟，权健在杰志禁区前经过

一系列传递将球传到了左路的糜昊伦

脚下，后者传中，中路的莫德斯特甩头

攻门，可惜皮球被对方门将王振鹏飞身

挡出。5 分钟后，糜昊伦在几乎同样的

位置送出了同样角度的传中球，这次莫

德斯特甩头攻门得手。通过左路进攻

打开局面后，权健开始真正实现两翼齐

飞。第35分钟，郑达伦在右路送出低平

传中球，莫德斯特扫射，皮球打在对方

球员福保罗脚上弹进网窝。第38分钟，

王永珀右侧肋部送出传中球，精准找到

了禁区内包抄的孙可，孙可鱼跃头球攻

门再进一球。下半场杰志展开反击，但

未能攻入一球，最终权健在主场顺利击

败对手。

在昨日亚冠联赛E组的另外一场小

组赛中，韩国全北现代以3∶2击败日本柏

太阳神。本轮比赛过后，天津权健积3分

暂列本小组头名。

3球实力碾压中国香港杰志

索萨能力初显 亚冠正赛首胜

权健用胜利给球迷拜年权健用胜利给球迷拜年

昨日，天津权健迎来了自己的队
史亚冠正赛首战，坐镇天津奥体中心

“水滴”体育场在2018赛季亚冠联赛
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中国香港杰
志。上半场比赛中，莫德斯特3分钟
造2球，孙可头球破门。最终，天津权
健以3∶0击败中国香港杰志，斩获了
自己的首场亚冠正赛胜利，目前暂列
亚冠联赛E组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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