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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人启事
本 人 冯 志 伟 （ 身 份 证 号

4111221994****8033）与父亲冯和乐（身
份 证 号 1201071960****1835）自 2018 年
10 月 6 日失去联系，请父亲速与儿联系，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欧阳创明木质装饰材

料经营部,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天津东和伟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0668622362 ，
申请注销。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务事宜。特此公告! (联系人:杨先生，联
系电话：18649119179)

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意回香味凉皮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20116MA05N8PJ3D ，特此声明。

环评公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凯莱英生命科
学技术（天津）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凯
莱英生命科学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创
新药一站式服务平台扩建项目”正在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公众可登录
http://www.asymchem.com/cn/news_dt.
aspx?CID=155&ID=2915 查询详细信息，
了解项目建设内容及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情 况 ，并 提 出 相 关 意 见 或 建 议 。

■社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港路1814号宝龙城市广场一号楼广电大厦 ■总编办公室E-mail:bhsbzbs@126.com 65622926 ■编辑部：65622960 ■时政新闻部：65622938 ■经济新闻部：65622908 ■综合新闻部：65622903 ■邮编：300456 ■广告热线：65622929 ■门市：65622968 ■发行热线：65622967 ■印刷单位：天津报业印务中心

一名叫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平民男子

在这次枪击事件中被视为“英雄”。据他和

目击者叙述，他挺身而出、与枪手搏斗，否

则第二座遇袭清真寺人员伤亡可能更大。

阿齐兹告诉媒体，他当时和家人在

清真寺内，枪手在外面开枪，他顺手抓起

一台信用卡刷卡机，冲出去大喊“过来”，

试图吸引枪手注意力。

枪手跑向汽车、去取第二支枪，阿齐

兹把刷卡机向他扔去。稍后，枪手带着

枪返回，向阿齐兹射击。阿齐兹以停在

路上的汽车为掩护，与枪手周旋，对方没

有击中他。

阿齐兹发现枪手丢弃的第一支枪，

捡起来向对方扣动扳机，但枪里没有子

弹。这时，枪手再次向汽车跑去，可能又

去取枪。“我把枪扔向他的汽车，”阿齐兹

说，“枪像箭一样，重重砸在车窗上……

把他吓住了。”

阿齐兹说，枪手咒骂他，威胁杀死所

有人，却开车离开。阿齐兹沿路追赶，枪

手驾车掉头，加速逃离。

最终，警方逼停枪手的车，把他抓获。

这座清真寺的伊玛目拉提夫·阿拉

比说，清真寺里当时有超过80人，如果

不是阿齐兹挺身而出，“恐怕我们所有人

都完了”。

阿齐兹现年48岁，童年时期逃难离

开阿富汗，先前在澳大利亚居住 20 多

年，后移居新西兰。

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校外培训机构治理

进展，60余个存在“超标教学”“提前教学”“强

化应试”等违规行为的培训机构被责令整改

或停止办学。下一步，北京市将进一步强化

统筹协调，巩固治理成果，完善对违规培训行

为的监测预警措施，加强由教育部门牵头，市

场监管、应急管理等部门配合的综合执法。

北京市教委表示，将严格校外培训机构常态

管理，违规行为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坚决防止

违规问题反弹。 据新华社

起底新西兰枪击案嫌疑人

澳大利亚议会参议员弗雷泽·安宁近

日就新西兰枪击案发表争议性言论，遭广

泛谴责。

安宁对移民持强硬立场，就新西兰克

赖斯特彻奇市两座清真寺15日遭遇致命

袭击发表看法，把起因归于新西兰的移民

政策，声称新西兰允许“狂热分子”移民。

他的言论受到广泛谴责。澳大利亚

总理斯科特·莫里森16日说，这是一起“令

人发指的恐怖袭击”，安宁却把它与移民

关联，“令人震惊、恶心”；他的观点“在澳

大利亚没有立足之地”。

安宁16日在一场政治活动中接受媒

体采访，遭一名少年砸鸡蛋。直播画面显

示，他对着镜头侃侃而谈，一名少年站在

侧后方，看似倾听，稍后突然左手举起手

机，对着安宁拍摄，同时右手拿一枚鸡蛋

砸在安宁后脑上，蛋液四溅。

安宁当即回身，挥手击中少年脸部。他举

臂再打时，被人拉开；少年则被人按倒在地。

警方说，那名少年17岁，遭拘留，稍后获

释，没有受到罪名指控，等待接受进一步调查。

暂时不清楚安宁遇袭是否缘于他的

言论。 据新华社

位于克赖斯特彻奇市中心的马斯

吉德·努尔清真寺和位于郊区林伍德

的另一座清真寺 15 日下午相继遭遇

枪手袭击。截至17日，死亡人数增至

50人，30多人在医院接受救治。警方

向遇难者亲属发布一份非正式遇难者

名单。法新社报道，名单显示，年龄最

大的遇难者77岁，最小的仅3岁；至少

4名遇难者是女性。枪击案主要嫌疑

人塔兰特牵涉其中至少一起袭击，16

日出庭，受到一项谋杀罪名指控。

克罗地亚政府16日发表简短声明，

说塔兰特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逗

留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24 小时”新闻网站报

道，逗留克罗地亚期间，塔兰特去过波

雷奇市、扎达尔市、希贝尼克市和杜布

罗夫尼克市，大部分时间待在宾馆，

2017 年 1 月 18 日从首都萨格勒布搭乘

飞机离境。

保加利亚总检察长索蒂尔·察察罗

夫15日确认，去年11月9日至15日，塔

兰特租用一辆轿车，游历保加利亚多座

城市，参观历史遗迹。

保加利亚内务部说，执法人员着手

调查塔兰特是否与当地居民有过接触等

细节；保加利亚方面同时协同其他国家

反恐部门调查塔兰特。

土耳其国家电视台报道，塔兰特

2016年两次造访土耳其，分别为3月17

日至20日和9月13日至10月25日。土

方正在调查他逗留期间的活动。

匈牙利反恐中心告诉美联社记者，

嫌疑人到过这一欧洲中部国家；这一机

构正与其他国家的相应机构合作，“全面

调查他旅行和逗留情况”。

塔兰特现年28岁，来自澳大利亚新

南威尔士州格拉夫顿市。过去4年，他

极少待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警方走访

嫌疑人的家乡，向他的亲属了解情况。

除新西兰方面，多个塔兰特去过

的国家暂时没有发现他逗留期间犯罪

或接受过调查。

克罗地亚总理安德烈·普连科维

奇 16 日说，枪击案发生前，克方没有

把塔兰特列为调查对象。

保加利亚内务部首席秘书伊万诺

夫·伊万诺夫说，保方现阶段不掌握塔

兰特逗留期间关联恐怖主义的证据。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早些

时候说，塔兰特和另外两名嫌疑人在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没有犯罪前科或

受到过警方监视。

新西兰警方 15 日逮捕 4 名嫌疑

人。警方高级官员迈克·布什17日说，

警方认定除塔兰特以外的3名嫌疑人

与枪击事件无关，已经释放一名女性

嫌疑人；另外两名嫌疑人因为车内有

枪而在案发地附近遭逮捕，仍然在押，

面临无关枪击事件的罪名指控。

一些国家着手调查新西兰枪击案
主要嫌疑人布伦顿·塔兰特的出入境
记录和逗留期间活动。克罗地亚、保
加利亚和土耳其政府分别证实，嫌疑
人2016年至2018年到过这些国家。

新闻回放

游历多国

案底“清白”

平民“英雄”阻行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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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议员评枪击后遭“蛋击”

北京查处60余个校外培训机构

多家“超前教学”被喊停
多国展开联合调查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2019 赛季中

超联赛打完前两轮比赛后进入了近三周

的间歇期，遭遇两连败的天津天海获得了

难得的调整时间。这个间歇期，天津天海

在浯水道基地闭门苦练内功，狠抓体能训

练和配合训练，全体将士誓要打好接下来

连续4轮在天津奥体中心进行的比赛。

短暂放假效果还不错

联赛首轮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下 0∶3

不敌广州恒大，次轮最后时刻1∶2被深圳

佳兆业逆转，尽管天津天海在 2019 赛季

的前两轮比赛中打得不尽如人意，但教练

组方面考虑到冬训阶段球员们练得比较

辛苦，尤其是昆明冬训队员们都是一天两

练，随后又直奔广东连打两场客场比赛，

球员们的身体普遍比较疲劳，所以打完与

深圳佳兆业的比赛，天海教练组给队员们

放了几天假，让他们调整身体再进行集中

训练。从上周末天海收假集中后进行的

首堂媒体公开训练课来看，几天的假期确

实让队员们疲惫的身体恢复了不少，紧绷

的神经也得到了放松，和家人团聚让大家

的情绪也好了很多，训练课上队员们都很

努力，训练态度很积极。

狠抓体能和配合训练

据记者了解，这个间歇期，天津天海

将延续昆明冬训一天两练的节奏，主帅沈

祥福希望队员们首先能够攻克体能关。

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季，天海遭遇巨大变

动，很多球员冬训练得并不扎实，不少新

加盟的球员也因为要处理转会相关事宜，

没能做好体能储备训练。就拿与深圳佳

兆业一战来说，雷纳迪尼奥下半场身体出

现不适反应下场，阿兰最后时刻被换下

场，球队在前场缺少足够的反击点，才使

得对手毫无保留展开进攻，天海最终遭遇

逆转。其次，在进行两场中超实战之后，

天海球员相互配合不默契和技战术打法

不明确的问题已经充分暴露，在确定主力

阵容的基础上，天海将对已暴露问题进行

针对性解决。

告别帕托没时间伤感

在间歇期开始后不久，天津天海折损

了一员大将，深受津城球迷和队友们喜爱

的巴西外援帕托跟天津说了再见，离队返

回巴西。在天津效力期间，帕托除了在球

场上攻城拔寨，场下还走遍天津大街小

巷，踢毽子、吃小吃、拍宣传片……成为了

人见人爱的“帕建国”。不过，和昔日的队

友告别之后，天海球员们并没有太多的时

间伤感，转头就赶紧投入了训练，毕竟接

下来，天津天海3月31日对阵山东鲁能，4

月6日对阵河北华夏幸福，4月13日对阵

天津泰达，以及4月19日对阵上海上港这

连续4场比赛都将在天津奥体中心进行，

赛季开赛两连客没打好情有可原，要是这

4场在家门口进行的比赛天海再打不好，

可就真说不过去了。

时报讯（记者 王晶）昆曲作为“百戏之

祖”，已经在中华大地传承六百年。本月29-

31日，北方昆曲剧院将在天津大剧院的舞台

上分别演绎《牡丹亭》《西厢记》《赵氏孤儿》三

场经典剧目，其中29日的《牡丹亭》由中国戏

剧梅花奖得主魏春荣呈现，30日上演的《西厢

记》因字字珠玑的唱词，一波三折、缠绵悱恻的

剧情更被选为“四大古典戏剧名著之冠”，此次

青年演员张媛媛与王琛也将分饰崔莺莺与张

珙；压轴上演的《赵氏孤儿》是北方昆曲剧院建

院60周年的创新版本，根据元代纪君祥原著

整理缩编剧本，整体保留元杂剧的特点，淡雅

唯美的曲调与悲壮史诗《赵氏孤儿》结合，用昆

曲特有的“以歌舞演故事、用身段解台词”的方

式，重新解读。

塑造角色，有距离没压力

电影《老师·好》讲述了一段发生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所高中，于谦饰演的

老师苗宛秋在与学生们各种“斗智斗勇”

中发生的感人故事，影片整体基调轻松

愉快，但又相对深刻地展现了当下社会

所面临的教育问题。谈到拍摄该片的初

衷，身为监制的于谦坦言灵感来自于在

网络上看到的一些老师和学生的冲突，

“这让我们想到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师

生关系和交流方式。其实，一切好的东

西都应该是永恒不变的，传道、授业、解

惑，这是老师的三个标准，这话说起来简

单，但做起来却非常难。我希望这个电

影能让大家重新回忆起当年的师生关

系，在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中，这是我们

需要努力延续下来的东西。”

从影片放映的过程来看，很多观众

都非常认可于谦对于苗宛秋这个角色的

塑造，认为他高度还原了上世纪八十年

代的教师形象。谈及此，于谦表示在拍

摄之初自己一直处于“有距离没压力”的

状态，“个人感觉自己的形象并不适合当

老师，但我有一个便利条件，家里很多亲

戚都从事教育工作，我是从小就耳濡目

染的。”于谦说道，”上小学时班主任就是

我姨，因此我跟学校中很多老师的关系

都非常好，也看到了他们的高尚和伟大，

这让我印象很深。所以说，这次的表演

既有生活，又有原型。”

演戏，是相声演员的必修课

最近几年，很多相声演员都开始涉足

影视剧表演，其中德云社的相声演员跨界

影视圈更是数不胜数。对此，于谦认为并

不冲突，同时也是对相声表演的有益补充，

“虽然说艺术门类是相通的，但相声表演和

影视表演还是存在一些区别，相声是舞台

的艺术，而演戏是镜头前的艺术，在表演尺

度上是有很大区别的，舞台表演即兴的东

西很多，它具有唯一性，这场演出结束就结

束了，下一次不会一模一样，但电影不一

样，它是一种遗憾的艺术。”在于谦看来，即

便有着一些不同，但在根本上却能让相声

演员更深入地体会到表演的真谛，“任何一

种艺术门类的涉猎都是对自己专业的丰

富，尝试未必不好，特别是跟表演沾边的。

相声表演处在一个跳进跳出的问题，它会

随时跳出角色站在自己的角度和观众说

话，影视表演却不可以，需要充分考虑观众

的感受。所以说，相声演员最需要补的就

是影视方面的表演，它可以增加演员在相

声表演上的延续性。” 时报记者 王淞

昆曲经典剧目
压轴三月演出市场

新西兰民众悼念枪击案遇难者新西兰民众悼念枪击案遇难者

携电影《老师·好》来津

于谦：相声与表演“互相成全”
相声相声、、小品演员参演影视剧小品演员参演影视剧，，很多很多

都是一种都是一种““玩儿票玩儿票””之举之举，，但其中却有一但其中却有一
个例外个例外，，那就是于谦那就是于谦。。北电导演系科班北电导演系科班
毕业毕业，，近年来先后凭借近年来先后凭借《《亲爱亲爱》《》《战狼战狼22》》
等多部影视作品得到观众认可等多部影视作品得到观众认可，，甚至有甚至有

网友将其形容为网友将其形容为““被相声耽误的最被相声耽误的最
佳男主角佳男主角””。。从本周开始从本周开始，，由由
于谦监制并主演的电影于谦监制并主演的电影《《老老
师师··好好》》就将上映就将上映，，他在片中他在片中
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上世纪八十年代““霸道老霸道老
师师””苗宛秋的塑造再次赢苗宛秋的塑造再次赢
得观众的交口称赞得观众的交口称赞。。昨昨
天天，，该片主创来到天津该片主创来到天津，，于于
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谈谈
到了关于相声到了关于相声、、演戏的那演戏的那
些事些事。。

中超间歇期 天海闭门练内功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 报道 贾磊 摄影）3

月16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中央

美术学院、天津市滨海新区文化中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版画中国·版画艺术在

民间”全国系列巡展·天津滨海站登陆新区美

术馆，33位国内版画名家及134位青年艺术家

共同创作的百余件展品，为观众展示了当今时

代版画的艺术风貌。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4月27日。为了让观

众更深入感受版画艺术魅力，开幕当天，中央

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主任苏

新平教授还就“我的创作历程与艺术方法”举

办讲座，分享自己的艺术主张与创作理念。美

术馆二层北侧还设置了版画体验区，观众可亲

身体验打墨、印制等专业操作，近距离感受版

画艺术魅力。

“版画艺术在民间”
新区巡展绽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