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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张文弟）“力高终于有了自

己的第一条公交线路！”近日，新区网友 xia-

mi7771采用图文方式在网络直播了小区业主乘

坐第一班127路力高专线走出力高阳光海岸，穿

过生态城，到达北塘的全过程。127路力高专线

为何这样受欢迎？12日上午，记者一探究竟。

10:40，一辆127路力高专线驶进小区，终点

站就设置在阳光沙滩和售楼处附近。几位等候

在此的小区居民快速走上公交车。业主王先生

告诉记者，公交车开通后出入真是太方便了，能

少走四五公里路。

据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小区一期

已入住，二期也在陆续装修入住，两期近两千

户。小区不通公交车，对业主和物业工作人员

来说，出入都十分不便，“127路力高专线开通

后，小区业主们都特别开心。”

据了解，127路力高专线覆盖众美青城小

区并设站，同时解决该小区不通公交线路的问

题，并沟通南开中学、滨海小外二部、第三社

区、生态城医院、投资服务中心等学校和公建

项目，全程16个站点，单程45分钟，为居民上

学、上班、购物、就医提供方便。

127路力高专线驾驶员杨宇告诉记者，自

从专线开通后，每天都有许多乘客乘坐。除力

高阳光海岸小区居民出入外，还有很多生态

城、北塘，甚至开发区、塘沽的居民乘车到力高

阳光海岸“一日游”。

小区迎来公交线路
居民少走四五公里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 通讯员 黎洁）自家

小院缺少彩钢板，男子竟从工地顺手牵羊，不

料被视频监控拍个正着，很快落入法网。

日前，滨海新区公安保税分局中心大道派

出所接报警，称工地外围围挡被盗。接报后，

民警立即到现场处置，发现该工地外围作为围

挡的50余块钢板一夜之间不翼而飞。民警调

取了现场周边路段的监控录像，排查发现一辆

小货车十分可疑，顺着这条线索成功锁定了嫌

疑人张某某，并将其抓获。

原来，张某某的静海老家正在搭建小院，

缺少建材。他路过案发工地时，看到外围的彩

钢板便起了顺手牵羊之心。趁四下无人，伙同

5名老乡将工地彩钢板卸下来拉回老家。没

想到作案过程和逃跑路线被沿途监控摄像头

一一捕捉。目前，嫌疑人均被依法刑拘。

工地围挡不翼而飞
“天眼”之下露踪迹

时报讯（记者 许卉）13日，泰达实

验学校将全校师生开展义卖活动筹集的

36231.5元善款捐赠给开发区慈善协会，

通过慈善协会资助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

州民族高级中学“鸿志班”的贫困学生。

前段时间，泰达实验学校组织了爱

心义卖活动，全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成

立“爱心店铺”，售卖文具、书籍、玩具、

手工制品等。13日，学校将孩子们筹集

的善款捐赠给开发区慈善协会。开发

区慈善协会秘书长陈继红说，这笔善款

将捐给黄南藏族自治州民族高级中学

“鸿志班”的学生，帮助这些家庭贫困却

品学兼优的学生缓解经济压力。

义卖筹善款
爱心寄远方

“寻找社区最美少年。”6月12日晚，

这样一则消息“刷屏”大梁子地区居民的

微信朋友圈。记者看到，与这则消息共

同发出的还有三张图片，图片中两名身

着校服的女学生正站在一张办公桌前和

一名女士交流。虽然图片比较模糊，但

从学生“摸头”的动作上看，情况似乎比

较紧急。12日晚，记者联系到了南北卫

里社区党委书记王新，她向记者讲述了

这几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王新告诉记者，图片中的事情发生

在6月6日12时30分。居委会工作人员

正准备下班，突然从门外跑进两名女学

生。一名学生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将三

张百元钞票递到了一位工作人员手中。

简单交流后，工作人员得知，原来这300

元钱是她们在社区文化墙边捡到的。

王新告诉记者，两名女学生放下钱

后，转身就走了，等工作人员追到门口两

人已不见踪影。王新和同事们被两位少

年的行为感动。“她们能有这样拾金不昧

的品质难能可贵，值得身边的居民学

习。”王新告诉记者，社区希望找到这两

名少年，为她们点赞。

据了解，通过红色校服分析，这两名

学生可能是附近塘沽九中或大梁子小学

的学生。目前，社区已跟学校联系，希望

借助学校的力量找到两位少年。

记者留意到，直到昨日，这则“寻找

社区最美少年”的消息还在居民的朋友

圈里传播，两名少年的文明之举也在口

口相传中。“看似是司空见惯的小事，但

文明正是要从点滴小事做起，两个孩子

的做法，对我们成年人也很有启发。”社

区居民张华茂说。 记者 张智

做好事不留名 两少年收获网友点赞

“社区最美少年”有人在找你们！

心理咨询师和毕业班老师教初三学生轻松应考

准备中考“秘籍”收好！
中考聚焦

中考近在咫尺，针对学生和家
长们备战中考的种种心理问题，记
者昨天采访多位心理学工作者和毕
业班教师，请他们支招应对。

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

的考试环境，中考期间，考点周

边路段施行交通管制。

塘沽二中考点附近的浙

江路（上海道—宁波道段），

8：00-11：30、13：00-16：10 机

动车禁行。

南侧宁波道（浙江路—福

建路段）听力考试期间（6月17

日14：00-14：20）机动车禁行。

南侧宁波道（浙江路—福

建路段）、北侧上海道（浙江路

—福建路段），考试期间机动车

减速慢行、禁鸣。

其他 6 所中考考点，特别

是英语听力考试期间（6 月 17

日14：00-14：20），要求考点周

边道路机动车必须做到减速慢

行、禁鸣。 记者 马兰

全国优秀心理学工作者、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天津市优秀德育教师宋文

娟老师告诉记者，近段时间以来，有很

多家长带孩子进行咨询，通过与孩子交

流，她发现，80%的考生较为淡定，且能

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获得较广见识，对于

考试往往见怪不怪。同时，心理调整的

渠道越来越多，考生们学会了自我调

节，对自我的认知更为客观，比较能够

接受自我，知道尽自己努力就好。

与考生的淡定相比，考生家长则显

得“坐不住”了。“前天我接待了前来咨

询的一对母子，家长非常焦虑，而考生

却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宋文娟说，在沟

通时得知，考生有自己的规划，认为妈

妈看到的是表象，自己在该学习的时候

学习，学累了自然要放松。“妈妈总是觉

得我不努力、不听话，只知道玩游戏，却

不知道我有自己的计划和想法。”该男

生告诉宋老师。 记者 张爱萌

宋文娟表示，基于家长与孩子的

现状，她认为现阶段家长最重要的是

要读懂孩子。

宋文娟说，首先，家长要在心理上

给予孩子支持，管好自己的情绪，不要

将自己的紧张情绪转嫁给孩子。此

外，家长要管住自己的嘴，不要将孩子

的随口抱怨放大，要停止唠叨，尽量营

造轻松的氛围。

有着十年以上初三班主任工作经

验的泰达一中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燕

桐建议，家长可在晚饭后带孩子遛遛

弯，一边遛弯一边聊天，聊天的内容不

要涉及学习，这样在让孩子放松的同

时，也可缓解自己的压力。在孩子睡

觉前，父母还可准备一些牛奶之类有

助于睡眠的食物，帮助孩子睡个好觉。

记者 张爱萌 韩春霞

宋文娟表示，现阶段一定要根据

老师的复习计划进行复习，自己在额

外时间不要放弃对长项的巩固，要保

证拿该拿的分。其次，不主张临近考

试阶段，考生反复看错题本，这样会产

生心理暗示，导致更加紧张。

李燕桐说，考试前一天如果因为

失眠没有睡好，考生也不要焦虑。因

为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少睡

一个小时影响并不大。不少孩子之所

以发挥不好，更多的是来自于自身的

心理暗示。

“考试过程中，往往考生会有心理

波动。”宋老师说，进考场后，考生可以

闭目养神，做深呼吸，进行自我鼓励。

同时，不要在意考试过程中其他考生的

状态，做好自己才最重要。此外，考后

切记不要对题、问题、算分，考完一科就

要忘记一科，以最好的状态投入到下一

场考试中。 记者 张爱萌 韩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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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孩子 做好自己

不要反复看错题本

新闻链接

考点周边交通管制

考生心理新特点

“有种紧张叫我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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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竞旅游新时尚
FIFAOL4城市赛北区决赛落幕

距离俄罗斯世界杯开幕进入最后倒计
时阶段，日前一场特别的“电竞世界杯”FI-
FAOL4城市赛北区决赛在天津欢乐谷圆满
举行，来自北方18座城市的冠军选手齐聚欢
乐谷演艺中心，泰达球员赵英杰到场助阵，
与粉丝电竞对赛互动，异域风情的非洲鼓舞
哇卡哇卡、花车巡游等节目精彩呈现，现场
吸引不少景区游客驻足观看，游客也提前体
验到FIFAOL4带来的无限激情与欢乐。

近几年国内的足球文化氛围有着长足
的发展，电子竞技的热潮也是一浪高过一
浪，FIFAOL4对现实足球的无需多言，基
于顶级引擎打造，相比于上一作，整体的画
面风格更写实，游戏的AI更加灵活。连锁
主题公园天津欢乐谷此次与 FIFAOL4 城
市赛的强强联动相得益彰，全新观赛模式
体验，从效果而言，把看球场景再一次的扩
大，让球迷能真正的享受在景区内的每一
秒，花车巡游、球星助阵、足球互动体验，打
破边界，跨越年龄层，沉浸式体验的有机结
合，在世界杯热潮的前夕激起浪花！

FIFA Online 3城市赛累积覆盖城市
超过100+，而全新的FIFA Online 4城市
赛将服务于更多喜爱 FIFAOnline 系列的
玩家，让喜爱足球电竞比赛、线下社群聚会
的玩家走出家门就能够体验优质的电竞赛
事，本届城市赛将采用城市海选赛、大区赛
双重晋级机制，从城市冠军到大区冠军，最
终优胜者将直通电竞世界杯与 2018 年
TGA大赛。 广告

对国产电视剧爆款的呼唤已经响了

半年，在诸多现实主义题材纷纷失灵的

关节，陈正道导演，宋茜、黄景瑜主演的

《结爱》开播后豆瓣评分悄然爬升到7.5，

播放量更突破22亿次，被观众评为中国

版《来自星星的你》，这部现代纯爱剧的

口碑与市场表现打破了观众对这一类型

剧的刻板印象。日前，本报记者对话女

主角宋茜。

慢工细活磨出《结爱》

感恩努力被看到

《结爱》的剧名就颇有质感，取自孟郊

的诗句“心心复心心，结爱务在深”，而对

比很多爱情题材动辄四五十集，《结爱》25

集的篇幅让全剧节奏张弛有度，实现“脱

水”。在曼谷拍摄的这3个半月，宋茜延

后了专辑，因为遇到一部好剧不容易，而

演员的诚意就是给足档期。宋茜也坦言，

《结爱》的拍摄节奏确实不慌张，这也给演

员更多时间能够吃透角色：“也许因为在

泰国拍，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反而能

让自己沉下心来。同时，导演在灯光、摄

像等各方面都按照电影的标准在准备，非

常地用心，所以拍摄的过程是很轻松的状

态，一沉浸下来，就很容易与角色产生共

鸣，我就是关皮皮。”而比起《结爱》的高

分，宋茜更开心的其实是“快速地投入到

当时设定的那个剧情里面去”。

全新女性成长

外表柔软内心坚定

《结爱》在人设上的更新为人称道，堪

称演艺圈“拼命三娘”的宋茜给人的印象

向来是内心强大、行动力强。这次饰演外

表柔弱的关皮皮，宋茜却认为关皮皮并不

软弱，虽然随和但内心坚定。从练习生出

道，到一步一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宋茜

坦言自己也从过去的腼腆怕生到越来越

性格外放，自己的成长轨迹其实与关皮皮

颇有相同点。

纯爱剧之所以很难获得舆论认可，往

往来自创作中会不自觉地堕入“傻白甜”

的窠臼中，但宋茜认为，关皮皮并不是一

个会特别强烈表达自己的人，但这种克制

反而是很难得的性格，过往很多女主恨不

得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但谈及现在观众

为什么会喜欢关皮皮时，宋茜也表示：“每

个人都会有想逃避的东西，只不过逃避的

方式不一样。关皮皮不只是善良，她还有

点笨笨的，但是她又会很让人心疼。”

时报记者 王晶

演技派加盟不多见演技派加盟不多见

对于国内电影市场来说，科幻、惊悚

这样的题材一直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导致大项目回本不

易，这也让“以小博大”成为常态，在压缩

服化道的同时，演员往往也都是初出茅

庐的年轻人。正因此，当梁静、赵立新加

盟《伊阿索密码》的消息传出后，才会引

发网友的广泛关注。在首映式上，甚至

连特邀嘉宾管虎都直言李伟、张楠两位

导演“胆儿太大，连梁静这么优秀的演员

都敢请”。

“拍摄过程中，的确在心理和生理上

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谈起参演的经

历，梁静坦言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45

岁的她在片中饰演李兰迪的妹妹，后者的

角色因为被冷冻多年导致苏醒后比妹妹

更加年轻，“面对18岁的姐姐突然解冻，

这个角色的内心陷入了难以承受的情感

挣扎，这种心态是挺不好把握的，当然文

戏我还可以胜任，但大量的动作戏就很难

了，其实自己还是有些不太满意。”很显

然，在对待作品的态度上，梁静表现出了

与年轻人不一样的方式。而谈起二人加

盟的缘由，赵立新则吐槽，北极画面全靠

想，“每天就是在绿幕前想象。”看似玩笑

的一句话，但或许就能成为展现演技的源

动力。

用哲学思维解读科幻用哲学思维解读科幻

很多年来，不管对于国内的科幻小

说，还是科幻类题材的影视作品，最令人

不满的就是欠缺深层次解读。正因此，当

对内涵挖掘足够深刻的《三体》诞生后，才

会引发了广泛追捧。而管虎之所以对《伊

阿索密码》给出如此高评价，原因也大体

因此。

《伊阿索密码》的故事被设定在遭受

致命病毒感染的未来世界，梁静饰演的

医学院高材生，为挽救身患绝症又意外

解冻的姐姐前往北极科研基地寻求名为

“伊阿索”的药剂。但尚处在实验阶段的

“伊阿索”，存在导致全体人类变异的可

能，为此梁静等人也陷入了是否为拯救

姐姐而赌上全人类命运的困境。导演透

露，片名来自希腊神话中医疗之神阿斯

克勒庇俄斯的女儿，“她从父亲那继承了

一瓶蛇发女妖不可思议的血液，从左边

血管取是致命毒药，从右边取则能令人

起死回生。”对此，赵立新也坦言这才是

吸引他加盟的根本，“它给了我们如何消

灭心中魔鬼的启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

个天使和一个魔鬼，每个人都可能产生

分裂和裂变，电影讲述的就是如何去根

除心魔，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时报记者 王淞

世界杯开赛在即，西班牙足协昨日突然宣

布，解雇刚刚被宣布与皇马签约三个赛季的主

帅洛佩特吉。西班牙足协主席鲁比亚莱斯说：

“足协对（洛佩特吉与皇马之间的）这桩谈判一

无所知，直到新闻出来前5分钟，我接到一两

个电话才知道发生了什么。西班牙国家队是

所有西班牙人的队伍，而世界杯是最重要的赛

事。我们不得不做出某些决定。”另据最新消

息，皇马名宿、现任西班牙国家队体育总监耶

罗成为西班牙临时主帅。 综合

管虎：开创中国科幻新类型

《伊阿索密码》能否肩负重任

纯爱剧《结爱》人设获赞

宋茜：笨笨的女生会让人心疼

作为一部融入科幻、悬疑、惊悚元
素的类型片，由于梁静、赵立新两人的
加入，让电影《伊阿索密码》早早就成
为了外界关注的对象。而在上映前
夕，管虎对该片“开创中国科幻新类
型”的一句评价又引发了网友热议，一
下子让其成为今年暑期档开局阶段的

“明星”。那么，《伊阿索密码》是否真
的能肩负起这一期望，成为“黑马”，或
许这还要从它独特的地方说起。

西班牙队临阵换主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