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实在太乱了！”

“十一”长假已经结束，但市民陈女

士却还没有从假期的惊魂一刻里缓过神

儿来。10月2日19时许，陈女士在青州

道遛弯，不慎坠入便道上的一口无盖井，

身上多处擦伤。当时陈女士便报了警，

然而近一周过去了，“坑人”的无盖井仍

在便道上张着“血盆大口”。

事发当日，陈女士一人散步在青州

道北侧的便道上，没想到脚下一空，整个

人突然下坠，幸好她张开双臂撑在了洞

口。“当时胳膊很疼，人也懵了，就想着赶

紧爬上来。”陈女士挣扎着爬了出来，“胳

膊、腿都有擦伤，鞋也掉下去了。”陈女士

爬上来一看，更为后怕。原来自己掉进

去的这个洞，是一口无盖井，而且正好位

于便道中间的盲道上。陈女士第一时间

联系了家人，并报了警。

然而，过去了几天，无盖井的产权

单位仍不见露头。更让陈女士担心的

是，一直未见有人来修理“坑”了自己的

无盖井。

10月8日上午，记者按照陈女士提

供的信息找到这口井。而且，就在这口

无盖井西侧几米处，还有一口无盖井。

记者随后将情况反映至属地的滨海-中

关村科技园管委会，很快就有工作人员

与记者取得联系。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经现场查看，确定无盖井的产权单位为

建设单位海泰集团。该工作人员表示，

已与产权单位联系，并责成其对无盖井

进行处理。

10 日，记者再次来到事发地看到，

此前的无盖井均已被石板盖住。记者

也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产权单位将对

井盖进行补装，同时也将与陈女士进行

沟通。 记者 张智

终于闭上“血盆大口”

记者记者 张智张智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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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专门建立了新的零工市

场，市场设置凳子和太阳伞，免费提

供给务工人员使用。此外，配有公共

卫生间、专门停车区域，并安排专人

定时定点跟踪管理。

◎济南：济南全福立交桥下自发

形成的劳务市场也是由来已久。当

地城管、交警、公安等部门联合对自

发劳务市场进行疏导，将人员统一引

导至桥东北角北侧的“全福立交桥外

来务工者服务中心”，并专门成立巡

逻队伍进行治理。

时报讯（记者 张智）5.5℃！10日一早，滨

海新区气温创下半年新低。据滨海新区气象

台预报，受补充冷空气影响，11日新区气温持

续偏低，12日气温开始回升，周末最高气温就

将回升到20℃左右。

受冷空气影响，新区近日降温明显。不

过，大风过后，白云朵朵，天空再现“棉花糖”，

空气质量得到改善。“此次降温较为明显，但在

历史同期也属正常。”气象专家表示。

本周一我们还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寒

露。历史气象数据显示，寒露节气内，津城平

均气温为16℃，最低平均气温为11.7℃，夜间

极端最低气温为 3.8℃，降水量历年平均为

16.6毫米。

时报讯（记者 许卉）重铺小区路面、修缮

地下水井、增设门前坡道……这几天，开发区

白云公寓小区正在进行施工改造。作为无物

业的老小区，白云公寓得到了与之相邻的白云

宾馆出资改造基础设施，工期预计20天左右，

改造后的老小区将迎来新面貌。

排水不畅，道路破损，每逢雨季小区道路

多处积水，居民出行十分不便……这些情况是

很多无物业小区的通病。开发区白云公寓就

是没有物业管理的老小区，以上这些难题更是

困扰了小区多年。白云公寓所属的华纳社区

一直在为改善小区现状想办法。前段时间，社

区工作人员经过多次沟通协调，终于得到了白

云宾馆的支持。记者了解到，白云宾馆紧邻白

云公寓小区，为助力新区创文，白云宾馆愿出

资帮助白云公寓进行路面、地下水井等设施的

修缮改造。

“十一”假期期间，白云公寓小区修缮改造

破土动工，工期预计20天左右。目前，小区内前

后院原有的地砖已经全部拆除，准备重铺，楼门

口的新修坡道也将极大方便残疾居民出入。

气温创下半年新低
再坚持一天就升温

记者记者 贾成龙贾成龙 实习生实习生 魏安琪魏安琪 摄摄

“邻居”帮忙
老小区翻新

◎自发形成 ◎绵延百米 ◎与车抢道

■ 时报记者 马兰 摄影报道

连日来，多位读者和群众拨打本
报热线反映，新北公路与津塘公路交
口附近自发形成了一处大型“马路劳
务市场”，每天早晚，大批务工人员聚
集于此，阻碍交通，扰乱了附近城市
环境与秩序。本报记者对此展开走
访调查。

周女士就住在这个“马路劳务市场”

对面的小区里，她告诉记者，“劳务市场”

的人就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和车抢道，十

分危险。

周边住户还向记者反映环境卫生的

脏乱差问题。务工人员找到工作离去，现

场就会留下很多垃圾，都是随手丢弃的早

点袋和卫生纸，甚至有人随地便溺。

此外，记者观察发现，只要有人在路

口停车或向务工人员询问，就会有几十个

务工人员围上来“抢活”，现场拥挤，秩序

混乱。“我都不敢开车靠近，实在太乱了！”

市民李先生说。

新河街道办事处和交警杭州道大

队已对此处“马路劳务市场”采取管理

措施。

新河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王欣

介绍说，目前在路口设立岗亭，每天

6:00-18:00派驻4名保安轮换执守维持

秩序，引导务工人员只在便道上等活，不

许占用马路。王欣介绍说，也在尝试与人

力部门和公路管理部门取得联系，共同

对“劳务市场”占路问题进行治理。杭州

道大队在该路段施划了黄色禁停线，同

时每天派交警到现场进行违停治理。

目前，“劳务市场”仍旧存在，两部

门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加强对该地点的

秩序维护。

为彻底整治此类市场，10月8日，

新区政府办下发了《关于治理自发占

路劳务市场的工作方案》，方案要求人

力社保、公安、市场监管、建交、综合执

法、街道等九部门针对建成区范围内

所有无序揽活、自发形成的“劳务市

场”进行规范管理。各街镇、功能区会

同区规国局选择合适点位，建设必要

的配套设施，通过挂牌子、树围栏等方

式，疏堵结合，逐步发展成规范化的外

来务工人员劳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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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便道中间的盲道上 已有市民被“咬”

“坑人”无盖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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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电影《邪不压正》片方对外宣布

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参与明年第91届奥

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至此三部代表中

国“申奥”的影片正式确定，除去《邪不压

正》，还包括代表中国香港地区的《红海行

动》和代表中国台湾地区的《大佛普拉

斯》。结果一出，很快引发网友热议，《邪

不压正》为何会成为最终选择，在今年竞

争对手实力异常强劲的基础上它们又能

否杀出重围呢？

怎么就成了《邪不压正》？

可以说，《邪不压正》最终成为中国内

地的“申奥”代表，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对

此，网友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可能，从关注

未成年女童性侵问题的《嘉年华》，到文牧

野引发社会效应的新作，再到贾樟柯的《江

湖儿女》和张艺谋的《影》，似乎都有取代

《邪不压正》的可能。但事实，却未必如此。

一直以来，自诩为全球最权威电影奖

项的奥斯卡官方，都很少在乎其他电影节

（展）的选择，甚至有时为突出权威性还会

在奖项的归属上刻意作出区别，但唯独在

最佳外语片上，他们通常都是向欧洲三大

电影节看齐的。2016年的匈牙利电影《索

尔之子》和2017年的伊朗电影《推销员》都

曾在前一年捧起过戛纳电影节的重要奖

项，去年的智利电影《普通女人》则是柏林

电影节的宠儿。反观此次被看好的几部

华语片，文牧野和他的作品影响力仅限于

国内，《嘉年华》和《江湖儿女》倒是分别入

围了威尼斯和戛纳的主竞赛单元，可过于

黑暗的内容显然违背了“申奥”的标准。

那么，很多人都在说的《影》呢？根据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申报需要于前一年10

月至当年9月期间于所在地区商业院线

连续公映七天的标准，9 月 30 日上映的

《影》事实上从最初就失去了申报的资格。

“申奥”意义到底何在？

回顾最近几年中国内地的“申奥”作

品，不难发现我们一直在尝试不同的策略。

其中，从 2009 年的《梅兰芳》到 2013

年的《一九四二》都秉持了大导演、大制

作的思路。2014年以代沟和城乡生活差

异为切入点的《夜莺》入选，预示着开始

了全新的尝试。之后则是励志主题的

《滚蛋吧！肿瘤君》和展现中华传统文化

的《大唐玄奘》。可三次尝试，最终仍旧

没能带来突破。或许正因此，电影局在

去年再次改换了思路，报送《战狼 2》代

表中国内地参选。事实上，对于该片的

入选当时网络上争议很大，不少网友都

认为其完全背离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

入围标准，可如今回头重新审视，从积极

的角度看似乎证明我们在逐渐摆脱“奥

斯卡情结”的桎梏，借助奥斯卡这一平

台，让更多人看到《战狼 2》，在展现国家

实力的同时，让国外同行认识到中国电

影人已经具备了拍摄国际水准商业大片

的能力，这或许才是《战狼 2》受到青睐

的原因。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关键是文

化传播，而并非执着于奖项，这才是“申

奥”之余的更深层意义。 时报记者 王淞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近日，由中国美

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国家学院版画联

盟、中国美协版画艺术委员会主办，滨海新

区美术馆承办的“真实的启示——蒲国昌、

王华祥双个展”在新区美术馆展出，展览展

出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蒲国昌、中央美

术学院版画系主任王华祥精选佳作，为观

众带来独特的艺术体验。展览将于 10 月 17

日结束。

时报讯（记者 王晶）由安建执导，张挺编

剧，黄轩、杨颖、周一围、宋轶、王学圻、王耀庆

等出演的电视剧《创业时代》本周五晚将登陆

东方卫视上星开播，日前导演安建携编剧张

挺，原著作者付遥，演员黄轩、杨颖、周一围、宋

轶等演员出席发布会，揭秘国内首部互联网创

业剧的幕后故事。

电视剧《创业时代》根据付遥同名商战小

说改编，讲述了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黄轩饰演

的天才软件工程师郭鑫年在强敌环伺的商业

环境中，凭借一款名为“魔晶”的手机软件，掀

起移动互联网革命的故事。接受记者采访时，

张挺分别将黄轩、周一围和王耀庆饰演的三个

男性人物比作三国中的刘备、曹操和吕布。“黄

轩是菩萨心肠的‘刘皇叔’，周一围是马中赤

兔、人中吕布，王耀庆是霹雳手段的曹操。”而

在张挺看来，杨颖饰演的那蓝也并不逊色，“她

是没有扇子的诸葛亮。”

《创业时代》此次成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推荐剧目”，原著作者付遥透露，这部电视

剧的许多情节就来自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屡

战屡败”的15年创业之路。“刚开始创业的时

候我们只能去‘共享办公’，坐在咖啡馆里喝一

杯咖啡可以工作一天。有一个场景，他们在宾

馆里边洗桑拿边拿出钱来给大家，就是我真实

经历的事。好不容易招到了一批人，但是创业

失败了，又得把他们遣散了，太惨了。”安建也

认为《创业时代》更是一部极富思辨精神的电

视剧作品，“我们的剧不是简单地说年轻人改

变了什么，重要的是它在现实生活中能给其他

年轻人的启迪。这些人物充满了激情、充满了

乐观主义和为梦想抛头颅洒热血的激情，这是

和我们的时代精神接轨的。”

国内首部互联网创业剧
《创业时代》本周开播

美国女排并没有那么强大

当年基拉里接手美国女排教鞭之后，

成功地把美国队的特点由“高举高打”变

成了“高举快打”。美国球员有身高，有力

量，但以往比赛总是力量有余而速度不

足，防守方即便是身高不足，拦不死美国

队的强攻，也可以凭借地面防守人的精准

判断垫起皮球，再通过多回合进攻和美国

队周旋。基拉里掌管球队后，美国队球员

技术全面和全队配合默契的优势被放大，

进攻越打越快，实力越来越强。里约奥运

周期，女排世界三大赛中国队3次败在美

国队手下，以致一直有人说里约奥运会中

国女排夺冠有水分，说中国队夺冠是因为

没有在决赛中碰到美国队。本届世锦赛

复赛中国与美国一战，赛前就有声音说中

国队赢 1 局算正常，拿 1 分算超常发挥。

但是，如今这支美国队并没有那么强大，

否则，在中国队强大的进攻面前几乎毫无

还手之力的泰国队小组赛不可能跟她们

打满5局。

基拉里头疼的是一传不稳

不可否认，美国队进攻端天才球员众

多，她们从不担心进攻，基拉里的命门是

一传。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上，美

国队自由人把一传接得满天飞，基拉里不

得以把朱婷在瓦基弗银行的队友、身高1

米88的主攻手罗宾逊改造成了自由人，

用以稳定球队的一传和防守。然而，美国

队只有一个罗宾逊。美国队如今由自由

人罗宾逊+两主攻希尔、拉尔森组成的一

传体系并不能完全为球队的进攻提供保

障，更何况，希尔和拉尔森还要承担球队

的大部分进攻任务，二人和接应墨菲是球

队的三大主要得分手。于是，昨日比赛一

开始，中国队就集中全队的发球攻击希

尔，压制她的进攻。首局美国队左翼进攻

基本看不到希尔的身影，中国队掌握主动

权赢下了第一局。第二局开始后基拉里

不得不用巴奇换下希尔，而中国队就用发

球继续攻击巴奇，压制她的进攻，效果也

不错。美国队一点进攻被压制，全队进攻

和球员士气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第二局

还连续出现了防守失配这样的低级失误。

中国队战前准备足够充分

本次世锦赛，中国女排主帅郎平截至

目前的用人和排兵布阵很清楚。小组赛

阶段考察不同球员、不同阵容，同时逐渐

让所有球员都进入状态。进入复赛后，坚

决稳定一套阵容，中国女排得以在与美国

关键一战中展现自己的最强战斗力。此

役，中国女排无论是发球的攻击性，左翼

朱婷强攻和右翼袁心玥、龚翔宇进攻的成

功率，还是全队达到 61.5%的一传到位

率，以及右翼网上对于对方两名主攻手的

拦防都非常成功，这场比赛堪称中国女排

本届世锦赛打到现在表现最好的一场

球。赛后，郎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

国女排对于与美国一战准备得非常充分，

“我是准备打5局的。之前输美国我们就是

输在网上，今天我们强调拼发球，破坏她们

的平网进攻，让比赛进入自己的节奏。打

美国不仅仅是一次攻，反击要咬住回合球，

我们在封闭训练中做了很多防守练习，让

队员相信很多球自己是可以防起来的。”

击败了美国队，中国女排提前一轮杀入

本届世锦赛6强，今日中国队将在F组复赛

最后一场比赛中对阵俄罗斯，中国女排将为

更好的小组排位而战。 时报记者 宋鑫鑫

中国女排零封美国提前晋级世锦赛6强

现在现在可以考虑争冠了！
“本届世锦赛我们的目标就是争取进入6强。”2018年日本女排世锦赛前，中国女排主帅郎平如是说。昨日，

在一场事关晋级6强的世锦赛F组复赛关键战役中，赛前不被看好的中国女排以3∶0横扫卫冕冠军美国队，提前
一轮比赛杀入6强。攻、拦、发、垫、传各方面都完全进入状态的中国女排可以考虑将参赛目标改成争冠了。

新区美术馆名家展览
呈现艺术“真实的启示”

“申奥”资格落定 华语片这次能行吗？

““马路劳务市场”该规范了

每天早晨，新北公路与津塘公路交

口都会聚集很多务工人员，泥瓦工、保

洁员、装修工……从七年前开始，有人

每天在这个路口“趴活”，渐渐地，这里

自发形成了一个“劳务市场”。

昨日 6:30，记者在现场看到，路口

的东北角已聚集百余人，此时还有人正

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不到一个小时

的时间里，路口东北角的便道上便聚集

了几百人，人群绵延百余米。

8 时许，间或有人来找人干活，人

群开始拥挤起来。此时，一辆黑色小客

车停在路边，瞬间就有十多个人挤到车

前，试图与雇主交谈。车内的雇主想下

车谈都很难，现场一度陷入混乱。

据了解，每天至少有 500 人在此

“趴活”，人数最多时为6:00-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