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报讯（记者 张玮 通讯员 陈晨）11月

10日17时许，滨海公安大港分局接报警称，群众

杜某某想办理贷款，便在网上查询到一个网络

贷款微信，经过联系，双方商定好贷款额度和还

款期限后，对方发来贷款合同，受害人在微信上

填写相关信息后，发给对方。一会儿，对方发来

微信，告诉受害人贷款审批通过了，给其发来一

个验证码，需要其输入账户，受害人输入验证码

后却发现自己银行卡内的10000元钱被转走。

经民警工作发现，被害人被骗的钱款已转

至一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客户备用金账户内。

为防止嫌疑人将该笔钱款转出，民警立即与该

公司客服人员电话联系，经过紧急沟通，该公司

将该笔钱款紧急止付，后经核实情况后，于11月

12日将10000元钱退还给了杜某某。

■ 警方提示

市民需要贷款时，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到银

行或实体贷款公司贷款，不要轻信互联网、路边

传单等发布的虚假信息，一旦发现上当受骗，要

及时拨打110报警，并注意保留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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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近日，来自河北省

邢台市的张军行老大爷抱着小孙女来到了生

态城彩虹社区居委会，专门感谢社区帮其讨回

了之前打工时被拖欠的工资。

据张大爷介绍，他于去年来到生态城璟苑

小区帮儿子、儿媳照看孙女。其间曾在生态城

某小区担任保洁，但是物业公司却拖欠了他

10 天的工资和 8 天的加班费，共计约 1600

元。对于家庭困难的张大爷一家来说，这是一

笔不小的收入。为了讨回这笔工资，他曾多次

找到物业公司讨要，但均没有成功。无奈之

下，张大爷只好求助彩虹社区居委会。居委会

的相关负责人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了相

关居委会负责人，该居委会负责人又立即与物

业公司取得了联系，并帮忙协调，终于帮张大

爷要回了工资。

更让张大爷感动的是，他发现自己拿到手

的工资比自己预计的还要多出500元。原来，

由于张大爷计算失误，自己少计算了近 500

元。看到自己讨要了多次都没有成功的工资

终于回到了自己手中，张大爷感动不已，为此

专门抱着孩子来居委会致谢。

2018年11月20日是第五个“全国心

梗救治日”。当天上午，天津市第五中心

医院举办大型义诊，普及心梗救治常识，

并反复提醒市民“有胸痛，要拨打 120”

“心梗救治，争取黄金120分钟”。

“冬季是心梗高发期。”医院心内科主

任王宽告诉记者，“心梗发病特点是事发

比较急，危害比较大，但有典型发病表现

和非典型发病表现，所以前期病症判断很

重要。”王宽提到，胸骨后压榨性疼痛持续

20分钟得不到缓解，并伴有大汗，这是心

梗的典型表现，尤其是疲劳、情绪激动、天

气寒冷刺激等都可能诱发心梗，这种情况

下市民一定要拨打 120。如果不明原因

出现下颚痛、肩痛、颈部紧缩感、腹痛恶心

呕吐，且有高血压、高血脂、吸烟史、高压

工作等危险因素，这样非典型表现也不能

忽视。“也有无症状心梗，更应引起重视，

日常预防尤其重要。”王宽提醒市民，日常

生活中一定要避免吸烟、酗酒和熬夜，同

时，提醒老年人，晨起时间是心梗高发时

段，所以应避免五六点天蒙蒙亮时出门锻

炼，高血压患者要先服药，上午八九点晨

练最佳。

王宽也提到，心梗发病后，明确有心脏

病、冠心病的患者，发作时可舌下含服硝酸

甘油或速效救心丸，并呼叫120，提醒家属

不要盲目采取激进措施。 记者 杜红梅

外地老人被拖欠工资
居委会帮忙讨回获赞

钱没借到反被骗
网上贷款需慎重

村里景色成了画

去年10月，4个滨海新区的小女孩和

爸爸妈妈一起来到河北省邢台县白岸乡

大鱼村，她们走在大鱼村的碎石路上，前

行的背影被相机记录了下来。在本次公

益画展上，记者看到了根据这张照片创

作的两幅作品。其中一幅画将女孩们脚

下的碎石子创作成了色彩鲜艳的花朵，

作品取名《攀花》，寓意努力之后会绽放

美好，而这幅画的作者也正是四个女孩

中的一个。《小巷里的欢笑》《引路的小女

孩》《村长的讲话》……一幅幅作品描绘

出了大鱼村的模样。

记者了解到，这场由滨海新区新的

阶层人士联谊会、开发区慈善协会和泰

达图书馆主办的公益画展总共展出了

265幅画作，部分作品由去过大鱼村的孩

子们绘制，反映出了孩子们眼中看到的

或者想象中的大鱼村的风景、民俗，还有

村民们日常劳作与休息的场景。还有一

部分作品来自 890 艺术工作室。得知这

是一场为大鱼村募集善款的公益画展，

工作室的学员们纷纷拿出作品参展。

经过一周展出，公益画展迎来了不

少参观者，通过义卖画作共募集32027元

善款，这笔善款将用来支持大鱼村基础

设施建设，为发展旅游经济积累资金。

一年做了不少事

“心·画同行”情系大鱼村画展筹备

历时一个多月，凝聚了众多爱心人士的

心血。定向帮扶大鱼村，大家群策群力，

一直走在“授之以渔”的路上。

2016 年 7 月的一场洪涝灾害让大鱼

村受了灾，大鱼村给开发区志愿者协会

发来一封求助信，从此，大鱼村与新区结

下了不解之缘。去年10月28日，定向帮

扶大鱼村的“大渔爱心平台”成立。从

此，来自新区各领域的爱心人士齐聚平

台，为大鱼村的发展出谋划策。从去年

11月起，“大渔爱心平台”共组织了1次定

向助学义卖、5次助学走访、两次“公益乡

村体验游”、6次公益考察对接、2次农产

品推广，为包括大鱼村在内周边近20个

村庄里面的76位学生对接了资助人并开

始了资金发放工作。

去的人多了，这个太行山下的小山村

变得热闹了，也变干净了。大鱼村村民牛

二鑫告诉记者，这一年村里建了可冲水的

厕所，整体环境好了不少。目前，“大渔爱

心平台”正在协调各方资源帮助大鱼村启

动“乡村体验营”项目，帮助村庄在旅游扶

贫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大渔爱心平台”的

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希望帮助大鱼

村将公益体验游项目常态化、商业化，本

次画展募集的善款就将作为基础设施建

设的启动资金。 记者 许卉

公益画展筹集善款 建设村庄有了资金

“大渔”改变小山村
上周，一场名为“心·画同行”情

系大鱼村的公益画展在泰达图书馆
开展。日前画展闭幕，作品义卖共
筹集善款3万余元，将作为大鱼村的
建设资金。滨海新区与河北大鱼村
因一封求助信结缘，继而开始了一
条精准扶贫之路，助学、义卖、推广
农产品、公益体验游……新区各界
爱心人士“授之以渔”式扶贫，一年
来，持续为大鱼村“造血”，慢慢改变
着小山村。

记者记者 何沛霖何沛霖 摄摄

新区市民参观画展新区市民参观画展 记者记者 陈宝麟陈宝麟 摄摄

大鱼村孩子创作的石头画大鱼村孩子创作的石头画

昨天是第五个“全国心梗救治日”

出现这些症状，快打120！

村里景色成了画

年代剧在国产剧类型中多年来一直

是不温不火，偶有精品的存在，不过这两

年，包括《情满四合院》《父母爱情》《生逢

灿烂的日子》《和平饭店》到近期热播的

《正阳门下小女人》《你迟到的许多年》

《我们的四十年》等，尽管都是“年代+”

型的融合剧，却逐渐从现代都市剧、古装

剧的大举霸屏中刷出了存在感。不过，

伴随关注度逐渐上涨，除了精准刻画的

细节，曲折的故事情节和选角贴近演技

在线外，观众的审美需求也逐渐提升，甚

至要经得起放大镜般地检视。

严格意义上说，年代剧也是某种程度

上的“历史剧”，由于距离当下至少有十几

年到几十年的时间差，其具体的历史背

景、剧情、台词、服化道、置景等，都要与具

体的年份相吻合。比如《生逢灿烂的日

子》中，就出现了诸多“穿越”道具问题，比

如，2005年引进中国的汽车提前十年出

现，为了植入广告，男主角在上世纪90年

代就强行给父母买了新款空气净化器，外

卖小哥入画也让人非常跳戏。类似的问

题也出现在《你迟到的许多年》中，尽管主

角的汽车、服装、使用的手机等都是老物

件，但高端时尚的家庭装修，堪比五星级

酒店的公寓式住宅，显然都比故事背景提

前了近20年。事实上，对于复古风，还原

蛤蟆镜、喇叭裤、老座钟、茶缸子、铝饭盒、

黑白电视等小物件，难度相对不大，但对

于剧组来说，街道、胡同、饭馆、厂房、机关

单位的取景就难免穿帮。即便是回到北

京胡同去拍戏，如今的胡同经过多年的整

修改造，当年风吹日晒的沧桑痕迹也早已

不见踪影，更不要说房上架设的诸多管

线，屋外的空调挂机，胡同里随处停着的

汽车了。而《情满四合院》的导演刘家成

当初为了还原60年代老北京四合院，就斥

资几千万元，1∶1搭景重建，而建筑材料都

是从旧货市场收来的，这才让那部戏成为

了年代剧中的零差评之作。

即便解决了置景、服装等外部问题，

当下年代剧面临的另一个重要挑战还有

主创人员的知识结构，对年代氛围的精准

把握，而演员的表演呈现同样需要极为考

究。比如，在《我们的四十年》中，1976年

的北京，作为胡同里第一个拥有电视的家

庭，肖家的院子每晚都是人满为患，尽管

播出的电影早都可以倒背如流，人们还是

趋之若鹜，这就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文化生

活的极度匮乏，以及对新生事物的无限向

往。不过，每次散场后，院子里散落的瓜

子皮和横七竖八歪着的一地板凳马扎却

与真实不符，前来蹭电视的邻居往往自备

板凳，而瓜子在1976年是稀缺食品，平常

家庭只有春节才可以限量购买，而剧中的

安排显然是为了配合肖家女主人的不满

而硬改。

同样的，演出不同时代人的精神面

貌更对演员的表演提出了极高标准，为

了迎合当下观众的价值观，创作者往往

会“柔光”化不少人物形象，比如小孩会

更有个性，经常挑战家长权威；女性的家

庭地位也提升不少，婆媳矛盾等常备批

评为“狗血”的桥段也基本绝迹。不过，

中国人家庭关系的变化是伴随社会发展

逐渐形成的，将新观念灌入几十年前的

老瓶中，也会令观众丧失真实感。

年代剧逐渐走红的背后，不仅需要

影视从业者以更严谨的考据心态，事无

巨细地把控好各个生产环节，更需要扎

根生活、展现当时中国人真情实感的生

活流创作态度，在古装剧限额、谍战抗战

逐渐审美疲劳，玛丽苏杰克苏口碑乏力

的当下，年代剧有望逆袭。

时报记者 王晶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昨日，记者从大沽

口炮台遗址博物馆了解到，本周六上午，博物

馆将举行“感恩新时代 扬帆中国梦”活动。活

动设置参观《海上国门》主题展览，观看电影

《沽口悲歌》，登临“威”字炮台遗址，书写“感恩

笺”共育感恩树，进行志愿服务，阅读《海上国

门》儿童绘本等环节。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

说，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天津市家教家风创新实践基

地，旨在通过此次活动让孩子们在心中深植一

颗感恩的种子，传承家风家教，感恩先辈们的

付出，感受新时代的美好。活动面向6-12岁

学生举行，限招募20名学生，每个学生可带家

长一名，报名可拨打电话022-25232288。

时报讯（记者 王晶）漫画家游素兰1990年

创作的《火王》因其梦幻神秘、华丽唯美的作品

风格吸引了大批读者。由《火王》改编的同名电

视剧确定将在本月26日登陆湖南卫视上星开

播，剧集由陈柏霖、景甜、张逸杰、赖雨濛等演员

主演。剧组在银川开机，冰岛杀青，历时两年拍

摄制作周期，试图还原漫画中构建的恢弘场景

和命运羁绊。据悉，该剧将分为古装版《火王之

破晓之战》和现代版《火王之千里同风》两部分，

在古今破壁的剧情交织之中，时间横亘千年，三

大空间的故事构架也颇为“开脑洞”，曾创作了

《花千骨》等爆款剧作的编剧饶俊可谓深谙年轻

观众审美，此次他也受邀执笔了《火王》的改编。

时报讯（记者 陈彤）在 CBA 第 14 轮中，

天津荣钢男篮昨晚客场115∶118失利，小负目

前积分榜上的三甲球队上海哔哩哔哩队。

惊喜，最终并没有到来，但是只差了一点

点。第四节双方的比分一直处在你追我赶的

胶着状态，上海队最后时刻领先3分时，天津

队罗切斯特造三分犯规，但3罚只1中。之后

上海队刘炜利用罚球机会再把分差变成3分，

最后2.1秒，李荣培三分出手失去了最后一个

追平的机会。

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
主题活动招募体验者

漫改剧《火王》
主打年轻观众

年代剧须靠精致的生活流逆袭

荣钢男篮错过惊喜
客场小负三甲强敌

对于中国职业足球而言，大手脚花

钱、不计成本的引援可能将成为历史。新

华社记者20日获悉，包括“注资帽”“薪酬

帽”“奖金帽”“转会帽”等措施即将实施。

新华社记者20日获悉，《中国足球协

会职业俱乐部财务监管规程》（以下简称

《规程》）即将推出，并配套推出 2019-

2021 年职业俱乐部财务监管指标（以下

简称《指标》），涉及“注资帽”“薪酬帽”“奖

金帽”“转会帽”。

足球业内人士透露，此举就是针对职

业俱乐部存在的盲目投资、“天价转会费”

和部分球员过高薪酬、签署“阴阳合同”、

逃避税款及欠薪等情况。

这些指标借鉴国外联赛治理经验，结

合我国国情，经各俱乐部充分讨论，对各

指标达成一致后，再经中国足协执委会审

议通过后执行相关指标，中国足协将采取

多种措施监督落实。

具体措施一是设置俱乐部投资人注

资限额（注资帽）。2019年中超、中甲、中

乙俱乐部投资人的注资额同步下降，由各

俱乐部议定指标，共同遵守，并在2020和

2021 赛季持续降低。期待经过三年努

力，使俱乐部投资回归合理水平。

二是统一俱乐部财务记账规则，设定

盈亏平衡线，提高俱乐部经营收入。如亏

损则支出受限，长期亏损则取消准入。聘

请第三方对俱乐部进行统一财务审查，并

公开基本财务数据。

三是设置球员薪酬限额（薪酬帽）。

具体措施包括：设置中超、中甲、中乙俱乐

部薪酬总额占总支出的比例限额。2019

赛季所有国内球员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薪

酬待遇按税前金额及新的标准重新签订。

四是设置单场奖金限额（奖金帽）。

2019赛季，各俱乐部同时大幅降低奖金，

单场奖金限额由各俱乐部共同议定，赛季

初须对奖励标准进行公示，禁止以其他名

目发放比赛奖金，严禁现金发放。

五是设置球员转会限额（转会帽）。

2019赛季继续执行原有的引援调节费政

策，即：中超、中甲俱乐部引入外籍球员资

金支出不超过4500万元/人次，引入国内

球员资金支出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次。

对于2018赛季处于亏损状态的俱乐部将

收取等额的引援调节费，处于盈利状态的

俱乐部不需要缴纳引援调节费。

六是规范管理球员合同，坚决打击阴

阳合同和逃税漏税行为。中国足协将联

合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予以监督查处。

据新华社

中国足球“工资帽”来了

国足闷平巴勒斯坦国足闷平巴勒斯坦
预期的提神又没来预期的提神又没来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昨日，中国男

足在海口五源河体育场与巴勒斯坦国家

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这场比赛因为可能

是“银狐”里皮最后一次以主帅的身份率

领中国男足在国内参加公开正式比赛，

以及这是国足出征2019年亚洲杯赛前最

后一场热身赛而受到各方关注。最终，凭

借冯潇霆的进球，国足1∶1闷平巴勒斯坦。

2016 年 11 月 15 日，国足虽然在俄

罗斯世预赛亚洲区 12 强赛中 0∶0 战平

卡塔尔，但球员们精神面貌的改变似乎

让人看到了新帅里皮率领球队前进的

希望。然而两年过去了，国足原地踏

步，“银狐”似乎也褪去了睿智的光芒，

变成了在场边看着国足继续“锋无力”

而无可奈何的白发老人。不管里皮心

里怎么想，昨日一战他的确是打出了手

中最好的牌。赛后，为国足打入一球的

队长冯潇霆表示：“里皮教练这星期让我

们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但可惜默契没打

出来，今年的比赛结束了，我们的状态会

回升，接下来好好为亚洲杯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