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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近日，家住盛星东海

岸小区的王先生向本报热线反映，该小区车位不

足问题越发凸显，但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地下车库

的机械车位只开放一层，有一半处于闲置状态。

为此，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督促物业开放另一

半车位，以满足小区居民的停车需求。

王先生告诉记者，部分业主没有车位，只

好见缝插针停车。由此，绿化、瓷砖道路等设

施常被轧坏，有车位的业主也常常被别人抢占

车位，邻里关系也受到影响。

记者就此事联系了该小区物业。工作人

员刘女士告诉记者，并不是物业不愿意启用机

械车位，而是上面一层的机械车位根本无法使

用。刘女士说，在交房时，地下车位过于拥挤，

导致车辆停进去后车门无法打开。为了不影

响业主使用，在开放地下车库时，物业和开发

商就对车位进行了加大，可对原有车位进行调

节后，却导致机械车位的上面一层无法使用。

“之前小区车辆少，只启用一层也能满足业主

的停车需求，最近两年随着业主车辆的增多，

车位问题才逐渐凸显出来。”刘女士说，针对业

主提出的车辆乱停乱放问题，后续他们将会通

过加强管理、合理疏导等方式，引导业主文明

停车，共同爱护小区公共设施。

机械车位闲置一半
业主车辆无处可停

11月27日，滨海新区宏宇空竹协会的30

多名老人在北塘古镇广场上上演了一场别样

的空竹秀。龙凤造型的空竹发出嗡鸣声，围绕

着表演者飞速旋转，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据协会负责人介

绍，他们一直坚持不定期举办空竹表演，旨在

宣传民族体育运动，让人们在传统游戏中享受

健身的乐趣。 记者 贾磊 摄影报道

龙飞凤舞抖空竹
彩带飞旋成风景

“僵尸车”盘踞小区

近日，大港街五方里小区居民拨

打本报热线电话称，小区内存在不少

废旧车辆，影响小区环境，希望有关部

门和车主抓紧时间进行处理。

按照居民提供的线索，记者首先

在五方里小区 19 号楼南侧发现了一

辆小轿车，车身布满了灰尘，四个车

胎都已经瘪了，车辆前端一根拖车绳

系在拖车环上，四扇车门都可以打

开，车内虽然没有杂物，但是车座上

已经落满了尘土。而在19号楼西侧，

一辆现代牌轿车也已经停放了一段

时间，部分轮胎已经严重缺气，车身上

也满是泥土。

记者继续在小区内走访，发现在

21号居民楼西侧，两辆天津牌照厢式

货车停在空地上，这两辆车都没有本

年度的年检标识。车辆厢体腐蚀严

重，轮胎塌瘪，驾驶室内脏乱不堪，在

一辆车的底部还有大量油污。在这两

辆车之间，还有一辆废弃的三轮摩托

车，摩托车的车轮已不知去向。此外，

在小区5号楼附近，一辆河北牌照厢式

货车也进入记者视线，车辆驾驶室所

有玻璃都已破损，只用透明胶带和纸

板进行遮挡。

记者 张爱萌

“‘僵尸车’不仅占用停车资源，夏天还

容易引起蚊蝇聚集，妨碍社区正常清扫和整

改工作。”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此外，车

辆长期暴露在外，风吹日晒，存在不容忽视

的安全隐患。采访中，就有居民担心，如果

车内被扔进烟头，会否引起火灾？破损的车

身和车窗会否伤害到过往行人和小孩？

大港街道五方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

员表示，这些车辆也是最近巡查时发现

的，居委会都统一上报给了城管大队，然

后由城管大队统一处理。还有几辆车就

是长期停放，例如五方里 21 号楼有四五

辆车，它们是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已找

到车主并和车主进行沟通，车主表示将自

行处理。

截至记者发稿前，大港街综合执法

大队一中队的执法队员已到达现场，对

上述车辆张贴了通知，要求车主限期将

车挪离小区。 记者 张爱萌

大港街综合执法部门相关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在界定“僵尸车”上有几

个注意事项。首先，综合执法大队的

工作人员会到达现场，看车辆是否有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机动车检验

标识；其次，要对车辆存在地周边居民

或者属地管理社区工作人员进行走

访，了解这辆车是否停放很长时间；此

外，也会根据车辆的外观及是否能行

驶作出一个初步的判断。

“处理方式有两种，如找到‘僵尸

车’所有人，我们会进行普法宣传与教

育，让对方自行把‘僵尸车’停放到可

停放的地方。如果相对人不积极配

合，我们会发出行政执法文书，待行政

执法文书日期到达后，进行强制清

除。”该工作人员说，“找不到机动车相

对人的，我们会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

和规章规定，对车辆进行执法文书和

通知的张贴，留置送达，如在期限内不

自行清除，我们会根据规章规定代为

清除。” 记者 张爱萌

那么，“僵尸车”的车主为何不愿

将车报废呢？

◎不知该如何报废汽车。车主刘

先生说，他的一辆面包车停放在路边

不动已有三四年时间，他不熟悉汽车

报废流程，不知该到哪里去报废。

◎汽车手续不全无法报废。孟先

生的“僵尸车”系其他人给他的欠款抵

押物，目前车辆尚未过户到他名下。

关于该辆车的证件他手上掌握得也不

全，所以他无法将车进行报废，只能停

在路边，任其成为一辆“僵尸车”。

◎把“僵尸车”当成储物间。在一

小区内，记者看到一辆老式小轿车内

被摆了个满满当当，堆放有纸盒等废

物，“僵尸车”成了一个“移动储物

间”。还有一些商贩把闲置的面包车、

厢式货车作为“仓库”存放货物，并在

查处过程中和城管人员“打游击”，导

致“僵尸车”现象频发。 综合

记者昨日采访了解到，今年6月

起，新区综合执法部门启动助力创文

系列集中整治行动，小区内长期停放

的集装箱和“僵尸车”被列入其中。

在滨海新区“万人环境大清整”

行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见到

社区内的“僵尸车”也都会一一拍照，

登记之后上报给所属街道综合执法

部门核查处理。

街道综合执法联合有关部门，

对于能够确定有主的车辆，通过规

劝、下发整改通知、张贴温馨提示

等方式，责令车主在指定时间内主

动清理。

对于达到强制报废条件或无人

认领的车辆，在超过整改时限后进行

拖离。“排查和清理‘僵尸车’已经是

辖区综合执法大队的一项日常工作

内容，发现一辆清理一辆。”滨海新区

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新区

各街镇综合执法部门已清理“僵尸

车”近300辆。 记者 杜红梅

那些长期无人使用，落满灰尘的
机动车，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僵尸
车”。记者近日接到市民报料，随后走
访新区一小区，发现多辆“僵尸车”的
身影。市民担心“僵尸车”破坏环境、
存在隐患，不过，值得放心的是，新区
综合执法部门已将“僵尸车”治理列为
辖区综合执法大队日常工作内容，发
现一辆清理一辆。

新区各街镇综合执法部门半年内已清理近300辆

怎么办？
一个小区内 数辆“僵尸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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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王晶）由姚晓峰执导，孙红

雷、辛芷蕾、曾舜晞、蒋依依领衔主演的电视剧

《带着爸爸去留学》正式杀青，作为孙红雷时隔

三年之后回归小荧屏的首部影视作品，该剧聚

焦当代中国父子关系与留学陪读生活，话题犀

利，充满现实意义。孙红雷与曾舜晞首度挑战

饰演父子，这对“大小眼”父子组合一经公布，

也引起了网友热烈讨论，颇有笑点。据悉，除

了孙红雷与曾舜晞，剧中还将加入另外两组家

庭在陪读生活中的故事，进一步丰富主题。

时报讯（记者 王晶）全国首档全景式警务

纪实片《巡逻现场实录2018》登陆东方卫视开

播以后以高评分和强纪实性引发观众热议，前

两期《雷霆出击》和《冲动的代价》以“巡逻现

场”为窗口，不仅直击城市管理最前沿人民警

察的风采，每集主题下涵盖7-10个故事的高

密度讲述更被观众赞为“全程高能”。据悉，该

片拍摄历时四个多月，摄制组昼夜蹲点在上海

36个基层派出所，和巡逻民警一起早中晚三

班倒，拍摄了748个巡逻案例，跟拍了近200位

一线巡逻民警。尽管镜头下的上海基层民警

工作忙碌、琐碎，不过通过警察采访、治安“小

贴士”的形式，节目也普及了很多日常实用的

警务小常识，提高了百姓的治安防范意识。最近几天，国产小成本电影《无名之

辈》火遍网络。它没沾上任何档期的便

宜，没得到任何国产片“保护”的优势，还

落入了《神奇动物 2》和《毒液》两部好莱

坞商业大片的包夹，甚至在上映前根本没

有什么大规模宣传。但即便如此，它还是

走到了舆论焦点，豆瓣评分攀升至8.3分，

票房也在上映第6天后超越了两个好莱

坞的竞争对手。于是，很多人开始关注起

《无名之辈》的成功，却忽视了成功背后那

并不偶然的因素。

现实题材很受宠

在经历了武侠、古装、穿越、青春片等

一轮轮热潮后，近年来现实题材作品开始

崭露头角，由于与现实生活的贴近，也让这

些作品普遍收获了不错的口碑。从几年前

的《中国合伙人》，到《烈日灼心》《亲爱的》

《战狼2》，再到今年的《红海行动》《我不是

药神》《找到你》，很多影片都取得了票房、

口碑的双丰收，这与以往“好电影”要么叫

好不叫座，要么叫座不叫好的情况大相径

庭。可以说，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为票房和

口碑找到了一个绝好的平衡点。

《无名之辈》同样是一部从普通人生

活中攫取灵感的作品，电影中每个“不甘

平凡”的小人物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

象，他们的梦想、挣扎、喜怒哀乐都让观众

感同身受。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个

聚焦灰色地带人物的故事，最终还能传递

出足够的正能量和正确的价值观，自然也

就赢得了更多人的认同。

黑色喜剧摸准脉

对于“黑色喜剧”这一概念，相信很多

观众都是从《疯狂的石头》开始熟悉的。

但事实上，国内很多导演都是黑色喜剧的

忠实拥趸，早期的冯小刚、姜文，后来的宁

浩、管虎、曹保平，以及近几年崛起的徐

峥、黄渤，他们几乎都是凭借黑色喜剧一

次次迈上了事业的巅峰。显然，在风格上

《无名之辈》摸准了观众的脉。当然，出身

话剧舞台的导演饶晓志也功不可没。事

实上，早在两年前他的《你好，疯子！》就曾

引发业内关注，这一次他算是真正实现了

从话剧到大银幕的跨越。

实力演员有保障

当“小鲜肉”们过度消费了观众的好

感后，实力派自然就迎来了机会。在具备

了一个好的故事和拥有足够观众缘的风

格后，演员的实力就成了《无名之辈》成功

的最后一颗砝码。几位主演中，陈建斌实

力毋庸置疑，任素汐通过《我就是演员》积

累了足够的观众基础，潘斌龙、章宇、王砚

辉此前都通过大量配角得到历练，用句圈

内人常说的话——他们都到了该爆发的

时候。恰恰，《无名之辈》起到了催化剂的

作用，也实现了演员和作品的互相成就。

时报记者 王淞

时报讯（记者 王淞）作为当下娱乐圈最具

人气的新人，火箭少女101成员杨超越继《西

虹市首富》后，将再一次为电影献唱主题曲。

而与上一次不同，此次为电影《武林怪兽》演唱

《招财进宝》是她首度独立献唱，该曲也被定位

为了“贺岁主题歌”，杨超越表示希望自己的声

音能够给观众带来好运。在影片发布的《招财

进宝》MV中，杨超越延续了自己以往元气少

女的形象，卖萌、搞怪不断。而由于杨超越的

“锦鲤玄学”，网友也将各大自媒体平台当作了

许愿场，并赋予这首歌“招财神曲”的称号。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 报道 贾成龙
摄影）昨日，2018-2019 赛季中国女排超

级联赛8强赛第二轮比赛展开争夺，天津

女排坐镇主场迎战北京女排。本场比赛

天津女排从发球入手攻击北京主攻手刘

晓彤的一传，最终连胜3局，以3∶0横扫北

京队，斩获8强赛两连胜。天津女排主攻

手李盈莹斩获全场最高的24分，荣膺本

场比赛MVP。

集中攻打“老战友”刘晓彤

本赛季从山东转会到北京的二传孙

文静经过初期的适应后很快进入了状态，

将客队主打的两翼进攻组织得井井有

条。与此同时，北京队由两主攻手刘梦

瑶、刘晓彤和自由人王琳组成的一传体系

发挥也非常稳定，首局比赛进行到中局阶

段时主场作战的天津队一度落后对手 4

分。看到这种情况，天津队主帅陈友泉及

时调整球队的发球攻击策略，让队员发球

不再找对方的主攻手刘梦瑶，而是集中全

队的发球攻击对方左翼主要进攻人刘晓

彤。刘晓彤是北京队的核心球员，要兼顾

一传和得分，所以当天津队的发球全部集

中在她这一点时，她有些吃不消了。首局

局末阶段北京队一传连连出现问题，在姚

迪的发球轮，天津队连得5分，一举完成逆

转，以25∶23赢下首局。之后的第二局、第

三局比赛进程和第一局差不多，每到局末

阶段，比分落后的天津队总能用发球破坏

对手一传，进而完成逆转，26∶24、25∶23，天

津女排再胜两局后横扫北京。

李盈莹MVP实至名归

“比赛过程还是比较艰难的，我们一

直在落后，进攻上不太好，失误比较多，陈

指告诉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念。我觉得如

果减少自失我们会打得轻松一些，比赛中

有一段时间觉得进攻很吃力，对方的副攻

拦防很有针对性，我也尝试用吊球去突

破。”赛后，李盈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客观地讲，李盈莹获得本场比赛的

MVP实至名归。昨日一战，天津队的中

路进攻受制于对手较强的网口实力，很难

发挥出威力，全场比赛下来，两名副攻手

王媛媛和李雅楠加一起也只得到了 8

分。由于右翼的接应杨艺承担了球队较

多的一传任务，进攻方面也难以施展拳

脚。于是，天津队的大部分进攻重担就压

在了左翼两名主攻手李盈莹和外援科舍

维奇身上，两人确实表现不错，尤其是李

盈莹，除了拿到全场最高的24分，比赛中

几乎天津队所有困难球都交给她来展开

进攻，小将没辜负教练和队友的信任，第

一局拿到10分，第二局拿到8分，第三局

拿到6分。赛后，陈友泉也就这一点点名

表扬了李盈莹，“对手无论是外援还是本

土副攻，身高方面都占据优势。我也在和

李盈莹讲，不能着急，要打出自己的优势，

她做得还是不错的。”

孙红雷携新作
《带着爸爸去留学》回归

杨超越献唱《武林怪兽》
打造“招财神曲”

《巡逻现场实录2018》
强纪实性口碑走高

攻一点破全局 津女排横扫北京
斩获8强赛两连胜

《无名之辈》，为什么能火？

李盈莹斩获全场最高的李盈莹斩获全场最高的2424分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