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市民靳先生拨打本报热线电

话反映，自己上班经常走的奥运路最近

被禁止右拐了，这导致他上班要绕行其

它路线，很不方便。“这是为什么呀？”靳

先生说。

记者来到靳先生反映的点位，看到

路边明显矗立着禁止右拐提示牌。靳先

生告诉记者，他之前上班，要由南向北途

经北海路地道然后右转上奥运路再转到

泰达大街。“要不就得到北海路与第五大

街交口掉头再上泰达大街，可早高峰的

时候排队经过路口的车太多了，要等很

久才能掉头。”靳先生说，为了避开排队

车流，他才选择走奥运路这条路线。可

就在上周，靳先生在上班途中突然发现

奥运路被禁止右拐了。“不知道为什么会

突然禁止右拐，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

的？”靳先生说。

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滨海新区公

安局交管支队开发区大队。交警介绍

说，最近，北海路由南向北方向的车辆

确实被禁止右拐上奥运路了，主要是出

于对交通安全的考虑。记者跟随交警

来到奥运路与北海路交口处，交警介绍

说，北海路单幅三车道，除此之外，还有

来自桥上和泰达大街汇入的车流。像

靳先生这样从北海路驶来，并道右拐上

奥运路的车辆需要跨越多条车道才能

右拐，距离太短，如果桥上同时有车辆

驶来，很容易发生碰撞，形成隐患。另

外，靳先生从奥运路右拐至泰达大街

时，也同样存在与上桥车辆发生相撞的

危险。

交警介绍说，如果有市民开车需要

由北海路上泰达大街，可以到北海路与

第五大街交口处掉头。今年，开发区多

个重要路口都进行了交通渠化，之前，

北海路掉头车流与左拐车流重合，确实

存在掉头车流等待时间过长的情况。

但从今年开始，北海路与第五大街路口

南侧增设了掉头车道，对车辆进行了分

流处理，提高了通行效率，市民在早高

峰时不会等待太久了。

记者 马兰

上班路被禁行
为何不让右拐

回应：并道右拐易发生碰撞，形成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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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王梓）路旁的显示器

“会说话”“会发弹幕”，斑马线两侧还会

闪闪发光……这是生态城新上线的行人

守护系统。记者昨日从生态城管委会了

解到，生态城在中生大道与生态谷交会

处人行过街通道及第三社区公交站前人

行过街通道设置了两个行人守护系统。

行人守护系统由行人检测触发单

元、车辆检测触发单元、行人预警提示单

元、车辆预警提示单元、闪光警示射灯等

部分组成，能自动识别行人、非机动车过

路行为并检测接近路口的车辆，对行人

和车辆分别发出预警信息。其中，在人

行过街通道两侧分别立有两块提示屏，

会语音提醒过往行人：“主路来车，注意

安全。”在车来的方向、距离人行过街通

道10米处，也立有一块提示屏，红色的

大字提醒驾驶员：“行人过路，注意避

让。”夜间，斑马线两侧的“闪光道钉”将

进入开启状态——当有行人通行或误闯

红灯时，道钉保持黄光闪烁状态，警示车

辆。当机动车信号灯为绿色，且没有行

人误闯红灯时，道钉保持白色灯光常亮

状态，车辆可顺利通过。

时报讯（记者 许卉）“这两路车已经改线

很久了，站牌上没有取消，容易误导乘客。”上周，

市民庞女士在“顶新总部”公交站看到，已改线

很久的公交835路和937路的线路信息依旧在

该站站牌上。“这样的‘过期’信息很容易误导乘

客，尤其是外地游客。”庞女士说。

记者通过查询发现，公交835路和937路确

实已经不再停靠“顶新总部”站。随后，记者将

问题反映至泰达呼叫服务中心，客服人员详细

记录了情况。

14日，客服人员向记者反馈，此事已经反

映至开发区交通运输管理处，公交站牌上面的

错误信息已被删除。

当日，再度路过该站牌的庞女士也表示，

站牌已经更新。“不错，给点个赞。”庞女士说。

公交站牌内容“过期”
及时改正 市民点赞

人行过街通道“升级”
路旁显示器“会说话”

2019 年 5 月 11 日 13 时许，于家堡

派出所接到一小区居民举报，称一居民

外出遛犬未拴牵引绳，导致自己受到惊

吓，值班民警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往现

场。当时，被举报人已经携犬回家。在

举报人的指引下，民警随后找到养犬人

的家中调查取证。

据养犬人韩女士介绍，这只宠物

犬是其从静海一处犬类救助站领回

的患病无主犬，其帮忙临时代养几

天，完成治疗后便将送回救助站。当

天她携犬就诊回来之后，到楼下时将

犬只松开让其自行上楼，所以未系牵

引绳。

民警依据《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对韩女士给予批评教育、罚款

100 元的行政处罚。

据了解，这是《天津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施行以来，滨海新区公安局开

出的首张不文明养犬罚单。

《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注关关
新区公安局开出首张不文明养犬罚单

遛狗不牵绳 花钱买教训
■ 时报记者 杜红梅 通讯员 滨公轩 摄影报道

《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七十一

条规定，在建成区内饲养烈性犬的，由公安

机关没收犬只，并处五千元罚款。在非建成

区禁止饲养烈性犬的，由区人民政府规定。

携犬出户未使用束犬链牵领或者未采

取其他安全措施的，由公安机关处一百元以

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

未及时清理犬只在公共区域排泄的粪

便的，由城市管理部门处五十元以上二百

元以下罚款。

5月14日，记者从滨海新区公安局获悉，一市民因遛狗未牵绳被于家
堡派出所给予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这是《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施
行以来，滨海新区公安局开出的首张不文明养犬罚单。

时报讯（记者 王晶）姚晓峰执导，孙

红雷、辛芷蕾、曾舜晞、刘敏涛主演的都市

剧《带着爸爸去留学》本周末将登陆东方

卫视上星开播，作为一部以陪读家庭和父

子关系为切入点的现实题材都市亲子剧，

《带着爸爸去留学》介绍了三组迥异的留

学家庭故事。孙红雷饰演了一位望子成

龙的中国父亲黄成栋，他平凡普通，将所

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黄小栋身上，辛芷

蕾饰演的“继母”林飒与女儿矛盾不断升

级，刘敏涛则是两个孩子寄宿家庭的家

长，伴随新家庭成员的加入，一些积攒的

问题也开始爆发。对于为何将目光转向

“留学陪读”“亲子关系”等话题，导演姚晓

峰也表示，《带着爸爸去留学》的故事其实

源于他自身的真实经历，作为一个现实生

活里的“陪读爸爸”，他将自己的真实经历

加以艺术加工，历经三年打磨，最终创作

完成这部作品。

过往荧幕角色往往以硬汉形象出现

的孙红雷此次不仅变身“陪读爸爸”，这

次更成为一位“老母亲式”的父亲，为儿

子操碎了心。事实上，自2017年升级做

了爸爸之后，孙红雷的画风也突变柔软，

陪伴女儿成长过程中，女儿的任何变化

都能让孙红雷惊喜不已，而此次变身陪

读爸爸，孙红雷也在前期做了大量准备，

剧本围读会都开了30多次，为了在形象

上更像老爸，他还特别增重了25斤，完

全抛掉了“偶像包袱”。此次与曾舜晞首

次饰演父子档，孙红雷也调侃他们是“大

眼儿子与小眼爸爸”，谈及自己饰演的黄

成栋有哪些奇葩事迹，孙红雷则透露，这

个爸爸不仅细心周到地照顾儿子的日常

起居，陪着儿子去“会一会那些来自成人

世界的诱惑”，还操心他的感情生活，当

儿子与异性同处一室时，甚至还守在门

外对儿子“喊话”，这样全方位的控制当

然让父子关系面临崩溃。不过，除了亲

子关系，初到美国语言不通、文化背景差

异且举目无亲，不仅让这位老父亲很是

困扰，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笑料，在留学人

群不断扩大，陪读爸爸、陪读妈妈人数骤

增的当下，这部《带着爸爸去留学》也通

过留学中的种种故事，继续深入挖掘中

国亲子关系。

主竞赛单元再看刁亦男

提到导演刁亦男的名字，或许很多观

众都不会陌生。2014 年，由他执导的电

影《白日焰火》一举拿下第64届柏林国际

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如今，时隔 5

年，刁亦男再度登上了欧洲三大电影节的

舞台。这一次，他的作品名叫《南方车站

的聚会》，该片是他获得金熊奖后的第一

部导演作品。

《南方车站的聚会》由胡歌、廖凡、桂

纶镁、万茜四位实力派演员主演，影片灵

感来自于真实的新闻事件，讲述了一名小

偷在被追捕的过程中绝望地寻求救赎的

故事。从类型上看，与前作《白日焰火》类

似，都属于一个商业与艺术结合的故事。

作为唯一一部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

片，对于其征战戛纳的前景，按照开幕前各

方分析来看机会不小。评委会主席，墨西

哥导演亚历桑德罗·伊纳里多对类型片的

偏好众所周知，凭借《爱情是狗娘》《鸟人》

《荒野猎人》等片蜚声全球的他，很可能会

为《南方车站的聚会》投上关键一票。

其它单元华语片佳作不少

本届戛纳电影节，华语片的另一大亮

点就是入围“影评人周”单元的《春江水

暖》，该片成为这一单元自1962年创立以

来首部被推举为闭幕影片的华语电影。

《春江水暖》由顾晓刚执导，以杭州富春江

畔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普通三代家庭在日

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人情冷暖，细致入微地

展现了当代中国的市井风貌和人们之间

的情感依存。

此外，祖峰执导的《六欲天》和赵德胤

执导的《灼人秘密》一同入围一种关注单

元。作为祖峰的导演处女作，《六欲天》讲

述在一次警察办案过程中，遭遇了不同的

人和事，所引发的爱与罪的故事，既有男女

之间的背叛，也有为爱所产生的救赎。《灼

人秘密》则是赵德胤导演的第五部剧情长

片，该片灵感来自于前年掀起的好莱坞反

性侵运动，讲述了一个乡下女孩到城市追

梦，却在试镜时遭遇“非常”对待的故事。

“导演双周”单元，由马楠执导的《活

着唱着》入围，该片由邓婕监制，全部采用

非职业演员，讲述了一个川剧民间戏班的

故事。而曾在2017年获得戛纳短片金棕

榈奖的邱阳，则将携最新短片《南方少女》

再度参与这一单元的竞逐，过往的履历很

可能让他又一次登上颁奖台。

时报记者 王淞

时报讯（记者 王淞）由林育贤执导，艾伦、

金春花等人主演的励志喜剧《跳舞吧！大象》日

前发布定档预告，宣布7月26日上映，该片讲述

了“心灵砒霜毒导师”皮鲍十（艾伦饰）与“言听计

从傻白圆”黎春夏（金春花饰）发生的一段关于

追逐舞蹈梦想的励志故事。

导演林育贤此前曾凭借电影《翻滚吧！阿

信》为观众熟知，擅长运用幽默风趣的快节奏手

法和趣味中带有深刻省思的影像风格，他表示

此次新作将延续自己励志感动的风格，“片中，

以艾伦和金春花为代表的平凡人生活虽然不尽

人意，但他们依然选择坚持初心，带着希望奋勇

前行，我希望将这种积极向上的能量传递给更

多观众。”

时报讯（记者 王淞 北京报道）电影

《哥斯拉 2：怪兽之王》日前在京举行中国

首映礼，导演迈克尔·道赫蒂携主演维拉·

法梅加和章子怡等人一同现身，接受采访

讲述了拍摄幕后的故事。

道赫蒂表示，自己是哥斯拉的骨灰级

粉丝，此次电影将延续上一部的故事，动物

基因组学研究机构将会有更繁重的研究任

务，很多被认为只存在于神话当中的古老

超级怪兽将一一登场，人类的生存也受到

严重威胁，“片中的哥斯拉将在忠于前作的

基础上全面升级，更大、更快、更强，还解锁

了全新的进击形态。”

雅培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联盟、中国田径

协会、成都市人民政府、万达集团 14 日共同

宣布，成都马拉松成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联

盟的候选赛事并正式启动。作为中国首个被

提名的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候选赛事，将对中

国马拉松的未来格局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雅培世界马拉松大满贯是全球规模最

大、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马拉松系列赛

事组织，赛事组织水平、关注程度、竞技水

平、赛事规模等均代表着世界马拉松比赛的

最高水平。成都马拉松作为中国唯一一个

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候选赛事，将进入世界马

拉松大满贯联盟的长期评估程序，同时也期

望在几年后加入东京马拉松、波士顿马拉

松、伦敦马拉松、柏林马拉松、芝加哥马拉松

及纽约马拉松的行列，成为世界马拉松大满

贯的正式一员。

当日发布会上还进行了 2019 成都马拉

松启动仪式。今年的成都马拉松将于 10 月

27 日举行，赛事报名将于 6 月份正式启动。

赛事规模进一步扩大，增加全程马拉松项目

人数，赛事总人数扩充至 30000 人。为贴合

国际化的赛事形象，赛事名称将由“成都国际

马拉松”更名为“成都马拉松”。此外，在赛事

奖金、选手服务水平、赛事组织国际化水准和

赛道设计等诸多方面将进行全面升级。

据新华社

林育贤新作携手艾伦
《跳舞吧！大象》定档

《哥斯拉2》中国首映
导演：解锁新模式

戛纳电影节开幕

这次，华语片“有戏”吗？

《带着爸爸去留学》将播

硬汉孙红雷变身“陪读爸爸”

成都马拉松成中国首个
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候选赛事

法国当地时间5月14日，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正式拉开帷幕。近年来，随着
国内电影市场的逐渐成熟和多元化发展，文艺片有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借助国际性
电影节拉动票房的成功范例更是不在少数。无疑，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内电影
人的心态，包括戛纳在内的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在他们眼中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
买卖平台，而是成为了真正展示、提升作品的机遇之地。那么这一次的戛纳，又是否
能有华语电影脱颖而出，赢得观众的关注呢？

广告资讯 服务热线：65622929

5月16日至19日，第三届世界智能大

会智慧应急发展论坛暨智能化应急技术成

果展即将登陆津门。本次论坛聚焦“智慧应

对危机 共建城市安全”，通过“一个会议，两

个展览”，设立三个场景、五个板块，围绕特

大城市应急管理特点及解决方案、智慧应急

管理系统及解决方案、AI+IoT在应急产业

的应用前景等热点话题展开全方位多层级

的分享、对话与展示。天津市应急产业联盟

作为活动承办方之一，积极发挥行业优势，

全力支持本次盛会的顺利召开。

多年来，天津市应急产业联盟始终专

注于为我市应急产业相关机构搭建技术创

新、产业示范、信息交流、应用推广、教育培

训和展览展示的平台。目前，联盟已吸引

央企驻津单位、市属国有企业、知名民企、

重点高校、科研院所等百余家单位加入，涉

及监测预警、处置救援、预防防护和应急服

务等多个细分领域。通过联盟搭建的大数

据平台，我市应急产业在内部协同创新发

展与外部产品体系联合拓展上均得到有效

促进。在市工信局、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

指导下，联盟将继续发挥主力军作用，“力

挺”我市应急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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