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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首个残疾人艺术团首演成功 他们的爱心与梦想就此点燃

“能用歌声回报社会，真好！
”
■ 时报记者 张智 报道 贾磊 摄影

“你是我的眼，
带我穿越拥挤的人
潮……”7 月 6 日傍晚，在河北路时代
大厦门前，
盲人青年张庭浩一首《你是
我的眼》唱得围观市民动容。当天是
滨海新区残疾人艺术团首演，期盼已
久的张庭浩自告奋勇第一个出场，没
想到一下子就将观众们的热情点燃。
目 前 ，艺 术 团 正 在 紧 张 排 练 节
目，计划走进社区、工地、养老院等，
回馈社会对残疾人的关爱，助力文明
城区创建。

有了展现风采的舞台
一首歌唱罢，
第一次登台的张庭浩紧
张得满头大汗。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他从
观众的掌声中，
听到了大家对他的认可。
张庭浩今年 25 岁，10 岁时的一次高
烧让他的世界陷入了黑暗。但张庭浩生
性乐观，不仅在天津盲校完成了学业，还
自己创业开起了按摩店。虽然生活有了
保障，但作为一名视力残疾人，张庭浩始
终觉得生活缺少“色彩”。
“每天工作和生

如果今天你没有参与到任何一项健
身项目中，那你这一天的“打开方式”有
点不对哦。很多人都知道健身能增强体
质、保持身材，但你知道吗？健身还能帮
助强健骨骼、预防骨质疏松呢！
预防骨松要趁早，
坚持运动很重要
年轻人，你可别以为骨质疏松症是
“老年病”
，
要知道人体骨骼矿物含量在 35
岁左右达到“峰值骨量”
后就开始不断流
失。1 所以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坚持做些
有氧或负重运动是不错的健骨方法。
有氧运动是指以糖和脂肪有氧代谢
功能为主的运动。有研究显示，每周 3
次、持续 12 周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能够
提高 30-60 岁受试者骨密度，有效预防

文体

回馈社会各界的关爱
滨海新区残疾人艺术团团长何坤在学
生时期曾入选中国残疾人艺术团，
并在团
内度过了难忘的四年，
跟随艺术团走遍祖
国大江南北，
并代表国家到欧洲、
东南亚多
国巡回演出。作为一名视力残疾人，
何坤
表示，
艺术团的经历是他人生中最宝贵的
一份财富，
“通过演出建立起了对生活和人
生的自信”
。何坤表示，
新区残疾人艺术团
成立后，
就是要逐渐挖掘新区残疾人的才
艺特长，
帮助他们实现艺术梦想。
从前期摸底到演员选拔，
再到首演的
准备，为了成立这支艺术团，滨海新区助
残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吴立莉整整筹备了
半年。7 月 6 日，看到首演现场观众的热
里高兴。他说：
“残疾人终于有了展现风采
情吴立莉非常欣慰。
“眼下，
滨海新区正在
的舞台。
”
早在 15 年前，
王国庆曾组建过一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我们也将组织残疾人
支残疾人合唱团，
那时团员们经常有演出
编排更多的节目，走进工地、社区、学校、
的机会，还曾代表塘沽地区获得过荣誉。 乡村，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回馈社会各界
但在2010年前后，
由于种种原因，
合唱团逐
对残疾人群体的关爱。
”
吴立莉说。
渐解散。
“一下子热爱文艺的残疾人好像失
为了帮助残疾人团员尽快找到舞台
去了活动的阵地。
”
王国庆说，
“组建残疾人
的感觉，
新区残疾人艺术团计划每周五都
艺术团就是要让残疾人克服自卑心理，
走出
在河北路时代大厦进行一场演出，
同时在
家门融入社会。同时残疾人的精神风貌以
快手、抖音等平台用滨海新区助残志愿者
及社会对残疾人的态度，
也都体现着一个城
协会账号进行直播。无法到现场观看的
市的文明程度，
因此更需要展现出来。
”
朋友，
可以收看直播，
一睹他们的风采。

活都在店里，很少和外界接触，很怕跟社
会脱节。
”
张庭浩说。
今年 5 月，张庭浩偶然听说滨海新区
助残志愿者协会组建残疾人艺术团的消
息，
热爱唱歌的他第一时间报了名，
并顺利
通过海选成为首批团员。
“以前都是对着手
机自己唱，
现在能够走出家门跟兴趣相投
的朋友一起交流，
还能用歌声回报社会，
感
觉真好！
”
演出结束后，
张庭浩兴奋不已。
演出现场，
王国庆坐在轮椅上为演员
们打气，
虽然没能轮上登场，
但他却从心底

“吃动”相配合，
健骨更有效
除了动，吃对食物也很重要。除牛
奶以外，像芹菜、海带、虾皮、豆类等都是

很好的补钙食物。 5 说到这儿还要再提 赶紧动起来呀！趁着今天不少体育场馆
一句，不少年轻人都爱喝可乐，但又对网 向市民免费开放，叫上你的三五好友，大
上关于“可乐磷含量高，影响钙质吸收” 家一起健身又健骨吧！
1
的说法心有余悸。其实磷本身是保证骨
《我国人群峰值骨量及其影响因素
骼健康的必需营养素之一，而且可乐型 的研究进展》，
《中医正骨》，
2002 年 8 月
2、4
饮料中的磷含量并没有传言那么高，每
《运 动 预 防 骨 质 疏 松 专 家 共 识
100 毫升可乐型汽水的磷含量约为 17 毫 2015》，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2015 年 11
克。根据中国营养学会提供的数据，成 月第 21 卷第 11 期
3
年人每天的磷元素摄入量是 700 毫克，相
《小心
“游泳肩”
找上你 下水前至少热
当于约合 12 罐 330 毫升可乐型汽水中的 身10分钟》，
网易新闻，
2014年7月21日
5
磷含量总量。所以对一个健康的成年人
《这几种食物有助老人补钙》
，光明
而言，在钙质摄入充分的前提下，适量喝 网，
2016 年 4 月 18 日
6
点汽水不会直接导致骨质疏松。6
《你不知道的骨质疏松》
，CCTV 10
看到这里，你不会还只是坐着吧？ 《科技之光》，
2014 年 12 月 22 日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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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2006 年 意 大 利 5 球 ；1998 年 法 国 5
球），
第二，
这个数据目前只有英格兰有。
这还不算，
世界杯历史上，
曾经有四
届世界杯最终变
“欧洲杯”
，
最终意大利夺
得其中的 3 次冠军、
英格兰夺得其中 1 次
冠军，
这次没意大利的事，
那就是说……

四强球队中，
只有英格兰和克罗地亚队分别经历了淘汰赛的点球大战，
后
者更是连演两场全本戏才站上半决赛舞台。
尽管如此，
并不意味双方在半决赛上都愿意干耗等点球决胜的考验，
克罗
地亚踢着快速有力的控制足球，
英格兰已迈出了 28 年来征战世界杯的稳定脚
步，
不用担心这样的对抗会踢成催眠足球。

英格兰本届世界杯打进 10 球，有 8
球来自定位球，其中有 4 球来自角球配
老一辈足球工作者都爱叨咕一句
合。英格兰的定位球踹门确实有一套，
话：赢球辟邪。这届的英格兰队就是这
防空能力一流的瑞典队都扛不住，打破
样，他们终于不是那种邪门的球队了。 僵局的第一个角球得分，好家伙，5 个英
名宿加里·内维尔称赞三喵变三狮的一
格兰球员，装傻的充愣的指东的打西的
番话，够让老球迷们老泪纵横了，他说， 搞破坏的办实事的，个个演技派，人人
“过去 25 年我都在看英格兰的比赛，领
都关键，这种组团忽悠的定位球，没在
先时，我们会失去纵深还有对球的保
反诈骗中心干过还真是很难事前戳
护，落后时，我们会变得绝望。但现在
穿。关键是角球得分还有玄学妙用，第
这支英格兰队，我不得不说，在每一场
一，
最近 3 支单届世界杯角球配合至少打
比赛中，
我们都表现得非常镇定。
”
进 4 球的球队都最终夺冠（2014 年德国 4

最近，
世界杯用球
“电视之星18”
又成了热议焦点，
而它的缘起就是法乌一战中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的那
次
“黄油手”
。事实上，
早在今年 3 月的测试赛上，
特尔
施特根和雷纳就对
“电视之星 18”
叫苦连天，
认为其在
急速飞行时的轨迹很不稳定，
让守门员无法预判球路，
很可能造成一些看似非常低级的失误。回顾世界杯历
史，
国际足联每一届都在进行新的尝试，
可从2002年的
“飞火流星”
开始，
外界尤其是门将对于它们的批评和
不满就从未停止，高科技的引入让足球变得更轻、更
圆，
这虽然保证了射门的准确性和速度，
提升了比赛的
观赏性，
但与此同时也让门将成为了
“替罪羊”
。由此，
让人不由想到了当初一味追求更轻、
更薄，
而增大球员
受伤几率的球靴。近年来，
球靴的发展已经开始放弃
这一思路，
足球的研发是否也应该在观赏性和符合运
动规律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呢？
时报记者 王淞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 张彦欣）滨海新区
2018 年大沽口炮台研学主题夏令营和“航母
少年预备役”夏令营昨天同日开营。现场，小
朋友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通过现场和网上报名，2018 年大沽口炮
台研学主题夏令营的新区小朋友们走进大沽
口炮台博物馆，
了解大沽地区的前世今生与大
沽口炮台的沧桑历史。
同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300 名青少年营
员身穿统一营服，
在威武雄壮的“基辅号”
航母
脚下整齐列队，进行 2018 年“航母少年预备
役”夏令营首期的开营仪式。据了解，整个暑
期，
“ 航母少年预备役”将开设五期，直至 8 月
21 日第五期结束。

克罗地亚：我会点球晋级
点球决胜，
有不服的吗？
克罗地亚经历了两场点球大战胜
利后，
如果对手再被他们拖入点球大战，
那就是噩梦。假如后天再把英格兰拖进
点球大战，
嘿嘿，
瞧好吧。当然，
英格兰人
可以说，
我们也刚刚破除了点球决胜不赢
的魔咒，
我们这次踢世界杯还找着了好门
将，
哈哈，
反正球迷是有好戏看了。
要说英足总和索斯盖特，这次为了
给英格兰大赛点球踢不赢扳毛病，是真
费心了。据说他们从今年 3 月就开始练

吴京加盟《流浪地球》
“助力中国电影新类型”

（下篇）

谁能举起大力神杯？

电视之星18，
不该有的
“亮点”

两个夏令营
同天齐开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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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世界杯

英格兰：我有神秘数据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 实习记者 李旭阳）
9 日，
市民刘先生致电本报热线，
反映多家底商
私拉电线捆绑在路边行道树上用于夜间照明，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希望有关部门督促整改。
“这些半空中加设出来的电线上都连接着
多盏照明灯，都是商户用来卖夜宵照摊位用
的。树上如此乱布电线，赶上阴天下雨，存在
极大安全隐患。
”
刘先生告诉记者，
塘沽地区福
建北路小地道的北侧约 80 米处，几家底商从
各自的商户中引出十几条电线捆绑在路边的
行道树上，
既存在安全隐患，
也影响市容。
9 日上午，记者到现场走访时看到，刘先
生反映的商户位于福苑居小区外临街底商，
共
有六七户底商私自将电线捆绑在行道树上。
记者注意到，
这些私拉电线的底商都是经营烧
烤等餐饮的商户。
随后，
记者将此事反馈给杭州道街城管大
队和安监科工作人员。对此，
杭州道街安监科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商户此举的确不妥，将联
合城管部门到现场核查处理。

记者 贾磊 摄

健身又健骨，
今天你动起来没？
骨质疏松。 2 项目有慢跑、快走、骑自行
车等。而随着天气转热，游泳也成为许
多人的选择。这里要提醒大家：下水前
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将韧带拉伸舒展，
时间不应少于 10 分钟。每次的游泳时间
也应循序渐进、不宜过长，避免过度运动
带来伤害。 3 此外，像挺举、负重蹲起这
样的负重运动对骨骼健康也有好处。4 不
过负重运动若是操作不当可能会引起运
动损伤，
大家要量力而为。

商户照明出“歪招”
电线
“攀上”
行道树

习点球，索帅透露，球队“做了各种不同
的研究，并且进行了个人单独训练”。
连确定主罚点球出场顺序，都是让队员
接受抗压测试之后再安排。
这是一场结局难料，现场绝对较劲
的比赛，球迷朋友们，半夜起来看吧，看
一场少一场啦，国际足联已经专门“@
中国球迷”就中国爱看世界杯提出表
扬啦。中国足球扬威世界，就指着球
迷了。
时报记者 陈彤
本栏目由
一源清卉益生
菌特约赞助。
你关注世界杯，
一源清卉关注
你的健康。 广 告
▲了解更多专业肠道健康知识，
请关注

英格兰能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吗？
英格兰进入淘汰赛赛程相对轻
松的半区，
1/8 决赛点球大战淘汰哥
伦比亚，
1/4 决赛 2∶0 击败瑞典，
英格
兰顺利杀入杯赛 4 强。7 月 12 日 2
时，英格兰将在半决赛中对阵克罗
地亚，淘汰对手就能晋级杯赛冠亚
军决赛，
英格兰能抓住机会吗？
索斯盖特之所以能带着史上最
星光黯淡的英格兰一路杀进杯赛 4
强，原因很简单：一、用来自英超的
球员，为国家队搭建了英超联赛最
近两年最流行的 3 中卫体系，
球员们
对这个体系比较熟悉，打起来进入
状态快；
二、
英格兰在进攻中避开了
自己最弱的中路，利用两翼球员的

速度和突破去撕开对方防线；
三、
英
格兰抓住了杯赛中得分最简单有效
的定位球，截至目前英格兰打入的
11 球中有 8 粒是定位球。以上三点
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字：
实用。
英格兰一走路走来相对轻松
还有一个原因：一直没有遇上太强
的球队，小组赛阶段的突尼斯、巴
拿马与英格兰根本不在同一级别，
与比利时一战战略性放弃，淘汰赛
阶段的哥伦比亚缺少了核心 J 罗，
瑞典则根本是一支平民球队。半
决赛对手克罗地亚，严格来说是英
格兰本届杯赛遇到的第一个真正
的 劲 敌 ，克 罗 地 亚 不 但 有 莫 德 里

奇、曼朱基奇、拉基蒂奇、佩里西奇
这 样 的 球 星 ，进 攻 火 力 还 非 常 分
散，除点球大战外，目前队内有 8 名
球 员 完 成 破 门 ，尤 其 是 整 个 中 前
场，
人人都有进球得分的能力。
尽管克罗地亚实力不俗，但英
格兰并非没有取胜的可能，此战英
格兰需要立足于防守，克罗地亚中
场强，那就不跟他们拼中场，还是
利用自己的边路优势冲击对方防
线，能快速进球就进球，不能进球
就造定位球，再利用定位球威胁对
方球门，总之就是一句话：怎么简
单怎么来，
怎么有效怎么来。
时报记者 宋鑫鑫

时报讯（记者 王淞）由郭帆执导，根据刘
慈欣原著改编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日前曝
光全新预告，首度现身的男主角吴京引发网
友热议。谈及此次从动作片到科幻片的跨
界，接受记者采访的他表示，希望用自己的行
动帮助中国全新类型电影，
“为中国科幻片带
来突破。”吴京表示，自己非常看重这次的宇
航员形象，
“中国电影在此之前并没有特别出
色的科幻类型作品，
而《流浪地球》的出现是一
个机会。其实，
身边很多人也觉得我的选择有
些冒险，
但我仍然希望用自己的能量为中国电
影的新类型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

郭麒麟出演青春剧
自封
“普通青年”
时报讯（记者 王晶 北京报道）由郭麒麟、
王嘉宁等主演的电视剧《给我一个十八岁》正
在优酷播出，昨天该剧在京举办“毕业典礼”，
作为暑期的话题青春剧，
很多观众在剧中找到
自己青春缩影，
主演郭麒麟坦言自己个性比较
“蔫”，读书时没有“秋水”这么狂放，通过这部
剧，
郭麒麟也坦言发现了自己表演的长处和短
板，
“我记词快，
现场的即兴发挥导演也比较满
意，
包括一些情绪的把控，
”
而谈到剧中男生形
象的标签，不同于其他青春剧男主的光环，郭
麒麟也将自己定位为“普通青年”，而解释是：
“在剧中他所展现的就是普通人的青春故事，
而他就是生活里普通青年的代表。
”

《兄弟班》将映
“温拿”
五虎再聚首
时报讯（记者 王淞）由陈家乐、于湉、王梓
轩、任达华、惠英红等人主演的喜剧电影《兄
弟班》将于下周上映，在日前举行的首映式
上，导演陈友携“温拿”五虎另外四位成员谭
咏麟、钟镇涛、彭健新、叶智强一同现身，他表
示希望通过本片展现他们兄弟间的友情故
事。陈友相信，虽然温拿乐队的故事经历了
近半个世纪的洗礼，但仍然可以吸引当下观
众的目光，
“其实我们的故事和现在的年轻人
差不多，所以我希望可以通过这部电影给大
家带来一些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