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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田敏）“信号灯周一就不亮

了，一直到现在也没修好！”7日，市民刘先生

致电本报热线称，位于中心北路与广州道交口

的信号灯已经损坏三天了，大大影响了该路口

的交通秩序。刘先生希望信号灯尽快修复。

刘先生告诉记者，他每天上下班都经过中

心北路与广州道交口，周一开始他发现该路口

的信号灯瘫痪了。“这是个大十字路口，车流量

很大，信号灯瘫痪后，交通全乱了。”刘先生表

示，十字路口共4个信号灯，一夜间全瘫痪了，

导致路口交通一片混乱，特别是早高峰时期，

公交车、小轿车、电动车夹杂在一块通行，毫无

规章秩序，行人更是在车辆之间来回穿梭，十

分危险。“很多车见缝插针，很容易堵车，而且

很难疏通。”

随后，记者将此问题反映给了交警塘沽支

队杭州道大队。值班交警表示，该路口信号灯

确实在周一已经损坏，但随后已经修复，后来

又再次瘫痪。交警表示，由于信号灯维修由第

三方负责，目前大队已经将此情况反映给了维

修部门，要求其尽快查出原因并修复信号灯，

而交警也会加大执勤力度，在早晚高峰时期到

现场指挥疏散交通。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近日，家住大港街

五方里社区的居民李女士致电本报热线电话

称，小区内无健身器材，影响了业余生活，希望

相关部门给予解决。

记者来到五方里社区了解到，该社区建造

于上世纪70年代，房屋已略显破旧。记者在

社区内走访时发现，正如李女士所说，社区内

无一处健身器材，即使有空场地，也停满私家

车。“别的社区都有，唯独我们没有。我们不需

要多大的场地，哪怕只有几组健身器材也好

啊。”一位社区居民表示。

随后，记者来到大港街五方里社区，相

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五方里社区建造较

早，当时未规划活动场地。针对此问题，居

民已反映多次，大港街和居委会一直在寻求

解决办法。目前，居委会已在 16 号楼东侧

的空地上进行了选址，并上报街道等待批

准，街道已经基本立项，预计本月内将增设7

组健身器材。

信号灯瘫痪多日
路口拥堵太难行

社区内无健身场地
居民期盼出门锻炼

回应：防止车辆在出入口违停
■ 时报记者 杜红梅 摄影报道

高铁站旁的出入口
？？怎么拦上了

昨天，市民金先生致电本报热线，反映为了防止车辆违停，临近
于家堡高铁站2号和9号出口处的路边都加设了一米多高的隔离护
栏，但是违停现象仍然存在，就近进出旅客出行却多有不便。

交警新港路大队孙队长介绍，于家

堡高铁站周边车辆违停问题主要集中在

新金融大道和融义路这两条道路上，目

前，每天都会有警力全天值守在高铁站周

边对车辆进行疏导，对违法停车进行治理。

接下来，交管部门将启动“巡逻兵”的车载

移动电子警察摄录设备针对高铁站周边

的违法停车进行摄录并处罚。 记者 马兰

6日8:30，记者来到于家堡高铁站周

边进行现场走访。在紧邻融义路的9号

口处记者看到，融义路由南向北方向路

边画有黄色禁停线，北侧有“禁止停车，

违者抓拍”的提示，而禁停线旁边也立

起来约30米长的隔离护栏。即便如此，

仍有五六辆出租车加私家车停靠在路

边接送旅客。一些旅客绕行到融义路

与金河道路口，而个别市民为了“抄近

道”则侧身直接穿行绿化带和护栏间的

缝隙。

10:15，记者再次回到该处走访时看

到，正好有一波旅客下车出站，五六辆

出租车纷纷而至。“这里禁止停车，违停

罚100元扣3分。下面有免费停车场，你

们可以下去接人。”而此时，交警也已赶

到现场维持交通秩序，虽然他一再声明

该处有禁停线不能停车，违停现象仍然

屡劝不止。短短十分钟，就有十余辆出

租车加私家车快速停车接人。

记者在位于2号口的新金融大道看

到，路边同样画上了黄色禁停线，且增

设了近百米长的隔离护栏，市民想要通

行只能走几十米远绕行两侧，在此处出

站的市民只有零星几个。即便如此，现

场仍有违停的私家车等人，随后被交警

劝离。

记者注意到，就在距离9号口和2号

口不远处的南进站口广场前，金河道由

东向西的路面标注着“即停即离”提示，

两名新金融公司的保安人员也在现场

维持秩序。其中一名保安人员告诉记

者，之前融义路和中央大道路边出租车

和私家车违停等客现象比较严重，经常

排长队，尤其是早晚高峰车流量大的时

候很影响通行。

“旅客下车走10几米就进站了，

这里进出最方便，也是平时出站人

数最多的一个口。”一位在一旁等客

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他一般都

是看有列车到站，就将车开过来直

接接客就走，如果到地下停车场，就

得按序接客，有时人少就接不上

人。而出站在附近等待网约车的一

位女士告诉记者，经常坐城际上下

班的她一直走9号口，“网上约好车

上车直接走人，不绕远也不耽误时

间，早习惯了”。

“路边有约一米间隔的石墩，路

边也有禁止停车的牌子，车辆不能

驶入站区，路边也常有交警执勤，加

大摄录处罚力度就行，为什么还要

加设隔离护栏封堵呢？这样行人也

变得很不方便。”金先生告诉记者，

最近几天他观察发现，虽然加设隔

离护栏后违停车辆有所减少，但并

不能彻底阻挡违停车辆。

“于家堡站有很多个出入口，一

般接送人我们都是就近找口，省事

也省时间，所以也没有特意留意过

停车场的位置。”采访时也有市民提

出，于家堡站周边地下停车场的引

导标识不足，事先不熟悉路况的司

机便抱着侥幸心理冒险违停，希望

有关部门增加路面引导标识，将接

送旅客车辆引导至地下停车场。

在位于新港路的社会车辆停车

场入口处记者看到，限高架上明确

标明“30分钟免费停车”，一旁“于家

堡枢纽站停车场收费公示牌”上收

费标准也明确指出“2元/半小时，停

车半小时以内免收停车费”。

“我们推出半小时免费政策，也

是为了减少地面路边停车压力，引

导社会接送车辆到地下停车场，目

前一天车流量不足三百。”负责于家

堡枢纽站运营管理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目前的出入口都是为地铁开

通设计的出入口。1、3、8 号口目前

处于封闭状态，从他们统计的数据

来看，每天进站的人数约5000人，其

中9号口下站客流占5成以上，所以

该口就近在路边接送旅客现象比较

严重。“自从2号和9号口路边加设护

栏后，两个口的人流大幅减少，2 号

口日客流仅 200 多人。”该工作人员

也提到，目前社会停车场车位 500

个，出租车停车场车位 100 多个，可

以满足停车需求。“我们希望通过报

道，呼吁市民和出租车进入地下车

场接送旅客。”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位于融

义路和新港路丁字路口的社会停车

场出口出来直接占用了右转车道，

不方便出场车辆通行且易导致压

车，亟待设置黄色网格线。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除了高铁站

南入口（金河道）接送车辆可以即停即

离外，周边其他道路均不允许机动车临

时或长时停放。针对近期在2号和9号

口附近路边增设护栏的问题，交警新港

路大队民警告诉记者，这两个出口处都

已经施划了禁止停车黄线，但是仍然有

不少车辆违规停靠，导致道路拥堵，且

屡劝不止。为了进一步防止车辆在这

两个出入口违规停车，规范道路交通秩

序，交管部门临时设置安装了隔离护

栏。交警提醒，司机如果不进入地下停

车场，可以选择从金河道上南进站口即

停即离通道接送。关于市民提出的增

加停车场引导标识和社会停车场出口

黄色网格线的问题，工作人员表示需要

上报领导，具体调研之后再做回复。

同时，新区建交局客运处的工作人

员表示，他们也将督促交运中心执法人

员加强管理，加大于家堡高铁站周边出

租车违规停车揽客的治理检查。

屡劝不止 护栏难“挡”违停

贪图方便 免费停车场不叫座记
者
调
查

现场走访

违停多发
禁停标识被无视

部
门
回
应

治理违停
护栏是临时增设

■
新
闻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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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脱险还看最后一轮

凭借这场胜利，泰达队积分达到

32分，为自己最终完成保级任务创造

了较大的生存空间。

遗憾的是同城兄弟权健队在补

时阶段被长春亚泰攻破球门把比分

扳成2∶2，因权健没有取胜，泰达队未

能提前一轮保级成功。

最后一轮比赛如果同积 32 分的

一方和亚泰分出胜负，泰达队凭现在

的积分即可以实现保级，否则泰达队

还需要在最后一轮同恒大队的客场

比赛上至少拿到一分。泰达队长曹

阳代表球队表了决心：“客战恒大比

较困难，但命运还在我们手中，每一

场都要全力以赴，今天这么困难的比

赛我们都挺过来了，最后一场也有信

心。”一方主帅舒斯特尔赛后在表达

遗憾的同时，也表示将力战最后一

轮，他说：“今天比赛进行得很艰苦，

很遗憾没有从客场带走一分，我们会

全力争取在最后一轮，利用主场机会

赢得比赛的胜利，实现保级。”

悬崖边上实现了大爆发

泰达队在昨晚的比赛中，开局

表现不好，施蒂利克认为，“上半场

前 30 分钟踢得非常不理想，所有球

员动作发紧。之后我们放开了脚

步，踢得自信起来。0∶1 落后以后，

我们的防守侵略性和向前的进攻欲

望与效果都很好。”在前 30 分钟的比

赛中，一方队反客为主踢得有板有

眼，在盖坦的有序组织下，卡拉斯

科、穆谢奎先后三次直接威胁到泰

达球门。直到第 28 分钟，乔纳森杀

入禁区小角度劲射，泰达才有了第

一脚像样的射门。下半场开场刚 2

分钟，泰达先被对手搂头一记闷棍，

穆谢奎利用个人能力强突泰达两个

中卫破门。泰达队此后如梦方醒，

实实在在被逼到悬崖边的球员们开

始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第 57、74 分

钟，谢维军和赵英杰勇敢站出来，一

记头槌、一脚远射力挺泰达队把比

分反超。

陷入落后的一方队面临着比分

落后和球队大腿穆谢奎受伤离场的

双重打击，耐心和信心都慢慢不足，

只是一味高球横飞蜂拥而上。对手

空虚的后防给泰达队留下反击的机

会，第 91 分钟，阿奇姆彭从中场开始

启动摩托一路狂飙，甩开包括门将在

内的4名球员把球打进锁定胜局。

时报记者 陈彤

昨日，天津权健在长春体育中心体育场对阵

长春亚泰。比赛中，权健球员王永珀和帕托先后

建功，但随后亚泰由于睿和谭龙打入两球，权健

最终在客场2∶2战平亚泰。29轮中超联赛打完，

天津权健积33分排名联赛第11位，提前一轮比

赛完成保级。

达伦受伤糜昊伦首发出场

前日晚权健队进行的适应场地训练中，郑

达伦突遇伤病，腿上是裹着冰袋走出的训练场，

朴忠均权衡之后，最终决定派伤势已经无碍的

糜昊伦出任左边后卫，其余首发 10 人跟之前 3

场比赛相比没有变化。或许是因为已经很长时

间没有参加正式比赛了，糜昊伦刚登场时技术

动作有些僵硬，不过他很快进入了状态，防守动

作逐渐合理，边路插上和边路传中也很有威

胁。从整个场面看，权健球员也逐渐适应了长

春寒冷的天气，进攻、防守和攻防转换开始有了

章法。

伊哈洛受伤亚泰背水一战

昨日比赛的前15分钟，长春亚泰利用主场

之利从两翼展开猛烈进攻，权健队则利用高效

的反击制造威胁，双方在场上你来我往，打得非

常激烈。然而第16分钟，亚泰外援伊哈洛受伤

被抬离球场打破了场上的均衡。作为队长的伊

哈洛是亚泰的进攻核心，球队的进攻组织基本

围绕他进行，截至目前伊哈洛已经为亚泰打入

了 21 球，是队内的射手王。伊哈洛受伤离场，

亚泰士气明显是受到了影响，一度被权健压制

在本方半场动弹不得。第 20 分钟，权健进球

了，王永珀接杨旭妙传杀入亚泰禁区射门得

手。中场休息回来，权健很快扩大比分，第 48

分钟帕托抓住亚泰球员解围失误的机会一脚抽

射取得进球。不过，背水一战的亚泰破釜沉舟，

反而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第 64 分钟，于睿

推射助亚泰扳回 1 分。第 93 分钟，谭龙接队友

传球射门得手。

赛后，天津权健主帅朴忠均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比赛中我们先进了两个球，但没能守

住，这很可惜。昨天因为天气寒冷，郑达伦肌肉

拉伤了，所以我安排糜昊伦上场，但他好几场比

赛没上场了，所以对于球队防守我还是有些担

心。本赛季我们还剩下最后一场比赛了，回去会

继续努力打好比赛。” 时报记者 宋鑫鑫

时报讯（记者 王淞）由我市猫眼微影文化

等单位共同出品，《我的少女时代》导演陈玉珊

等原班幕后班底共同打造的电影《一吻定情》

日前正式宣布定档 2019 年情人节上映。此

次，王大陆和林允将领衔主演这个被多国翻拍

的高甜爱情故事。《一吻定情》剧情改编自多田

薰原创漫画《淘气小亲亲》，这个被誉为“恋爱

圣经”的经典IP，在20多年内被多次影视化改

编。而相比如今这个片名，很多观众更熟悉的

无疑是它的另一个名字——《恶作剧之吻》。

2005年，由郑元畅、林依晨等人拍摄的剧集，曾

红遍大江南北。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陈玉珊执

导的是这个故事日本之外的首度电影化改编。

王大陆林允《一吻定情》
定档2019年情人节

时报讯（记者 王晶）故宫博物院是很多文

化类节目汲取养分的沃土，不过有“故宫综艺”

之称的《上新了·故宫》是首部由故宫博物院出

品的文化季播节目，明晚将登陆北京卫视和爱

奇艺首播。故宫未开放区域乾隆花园将首次

通过综艺节目与大众见面，这座太上皇“退休”

后颐养天年的休闲场所，其建造工艺、装潢设

计，都堪称是中国古代园林建造的经典之作，

而其中的倦勤斋，作为“乾隆最终极的秘密”，

首期节目还将揭晓殿内的戏台设计和奇趣空

间蕴藏着的诸多“帝王心机”。

时报讯（记者 王淞）《绣春刀》系列导演路

阳的新作《刺杀小说家》自启动以来就备受关

注，外界对演员阵容也是猜测不断。记者昨天

获悉，包括雷佳音、杨幂、董子健、于和伟、郭京

飞在内的几人都已加盟，影片也于日前正式开

机。《刺杀小说家》故事改编自双雪涛的同名小

说，讲述的是父亲为找到失踪的女儿，接下了

刺杀小说家的任务。与此同时，小说家创作的

少年复仇的奇幻世界，也正悄悄改变着现实世

界。据路阳透露，动作戏依然会是自己的重要元

素，“这次剧组采用了好莱坞成熟的动作捕捉加

虚拟拍摄流程，让高难度动作镜头更加精确。

动作戏非常具有想象力，绝不是传统的打斗。”

泰达赢下生死战
最后一轮见分晓

客场战平长春亚泰

权健提前一轮保级

故宫博物院出品“综艺”
解锁乾隆秘密

导演路阳新作
《刺杀小说家》开机

涉及7支球队的保级
大战，昨晚在中超倒数第
二轮同时开战，泰达主场
3∶1力克大连一方队，赢
下这场生死大战。

赵英杰一脚远射反超比分赵英杰一脚远射反超比分 记者记者 贾成龙贾成龙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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