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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生态环境部启动对渤

海入海排污口的排查行动，河北

唐山、天津（滨海新区）、辽宁大

连、山东烟台4地成为首批排查

地区，开展“拉网式”现场排查。

在这场行动中，众多先进设

备纷纷亮相。

记者在随海上攻坚组现场

排查过程中看到，负责此次排查

工作的渔政船上搭载了无人船，

船尾配备了自动取样箱。而对

于桥下等陆地组难以到达的区

域，则会派出无人机进行“侦

察”。记者在跟随机动攻坚组采

访时看到，一个疑似点位正好位

于蓟运河附近一条断头路的对

面，徒步无法到达，需要借助无

人机航拍才能确认现场情况。

无人机上搭载了红外探测设备，

可进行红外扫描，以确定是否有

水从排口流出。

此次排查中，新区企业深之

蓝公司自主研发并生产的橙鲨

系列自主水下航行器（AUV）与

江豚IV缆控水下机器人（ROV）

两种设备大显身手，进行水下排

口的排查和图像取证，助力陆地

组技术专员采集管道信息。

据了解，新区今年全面启动

新一轮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工

作，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空遥

感等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摸排，

实现排查“全覆盖”。目前，累计

使用无人机飞行勘测面积892平

方公里，飞行42架次，初步完成

入海排污口勘察，并登记造册。

高精设备显
排污口排查

神神通

文/记者 陈西艳
图/记者 贾成龙 何沛霖

排查人员通过无人机对水域进行检测

现场进行水样快检对比

排查人员提取水样进行检测

排查人员对多个水样进行对比

排查人员使用GPS定位
寻找疑似排污口位置

排查人员提取水样本进行成分检测

水下无人机“江豚”深入水下寻找排水口

水下无人机采样后，排查人员取样检验

找到排污口后，工作人员及时记录

排查人员将水下无人机“江豚”放入水下寻找排水口

在天津港某码头，排查人员走下大堤采样化验

排查人员实地查看排污口

排查人员深入实地进行检查

无人机具有红外感知功能，能更清楚地发现偷排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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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文化资讯

▲

周五 19:30，周六 10:30、19:30，空港经

济区文化中心一层剧场将上演儿童剧《狮子

王》，文化中心二层图书馆服务台可购票，票

价50元。▲
周六19:30，泰达夏日艺术季闭幕式百

人交响音乐会将在开发区管委会滨海广场举

行，包括《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威风凛凛进行

曲》等曲目，还有无人机表演助兴。▲

周日19:00，同乐轩相声社少儿相声大

会将在大港大剧院举行，市民可前往欣赏。

时报记者 范炳菲

再现1400年前长安盛况
质朴与瑰丽和谐共处

如何还原真实的长安城这座彼时中国甚

至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比君士坦丁堡大7倍，

古罗马城仅仅是它的五分之一。气势磅礴和

国际化的长安城，都要从无到有开始搭建。

时报：《长安十二时辰》的美术基调是怎

样的？

回答：第一次跟导演开会的时候，每一件

道具、每一座建筑，我们都希望做到最有唐朝

的味道。每部剧都有特定的气质，长安的气质

是硬，唐代的建筑，气势磅礴，整齐不呆板。我们

希望能把长安城建得真实，让大家能走进去摸得

着，扎扎实实地表现在大家面前，从一块砖、一

块土墙，甚至掉下的颗粒，表现出真实的质感。

时报：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花萼相辉楼是如

何复原的，建造了多久？

回答：这座大灯楼，花费了3-4个月的时

间去制作，可能不是这部戏难度最高的一个

景，但可能是最复杂的一个景。花萼相辉楼是

一座开元八年的建筑物，曾经的天下第一楼，

可惜毁于战火，它仅剩了残建遗址，我们参考

了很多资料、遗址发掘报告，还有现存的一些

如佛光寺的唐代建筑。它原本是内部打通的

结构，主要难度是顶层三四层的内部承重问

题，因为顶层分的区域比较多，有皇帝的区域、

中心、两桥的区域，还有两侧低等臣子坐的区

域，以及内部环廊和外部环廊的区域，内部环

廊主要是乐师在纱帘内奏乐、舞蹈的区域，外

部环廊是建筑以外的外圈环廊。

大唐时尚男子必戴幞头
浮云眉寒烟眉总有一款适合你

不知从何时起，国产古装剧的妆容造型突

然与现代妆容隔空杂交，阿宝色、韩式平眉、潮

流口红色号，古韵消失不仅让观众出戏，更暴

露了创作态度的随意。不过在“长安”中，主

角、配角，甚至路边看热闹的普通长安民众，每

个人的妆容服饰都各有特色。

时报：很多观众很认可剧组对唐风的还

原，但不同于其他文物，服装的保存是相对比

较困难的，服装方面有哪些参考？

回答：日本在唐代的时候跟中国渊源很

深，向中国派去了大量的遣唐使，这些遣唐使

除了学习文化、政治制度，也带回中国的很多

艺术品、丝织品，这些东西都被很完整地保存

进了日本的博物馆，我们所做的服饰设定，基

本上都和奈良正仓院中真正的唐代时期赐给

日本的服饰进行结合，中国目前存在的唐朝男

装，只有在杭州丝绸博物馆有一件完整的冬季

男袍，还有一件夏季青色的，就这两件。还有

一件出土于青海都兰县的唐代墓葬，因为是从

民间收集来的，所以状况很差。

时报：长安的唐代铠甲也让很多铠甲发烧

友点赞，因为国产剧中没有用金属甲拍戏的，

为什么要用金属甲呢？

回答：唐代铠甲主要是两大类别，一类是

实战型，一类是礼仪型。实战型的铠甲，比如

崔器，因为需要冲锋陷阵，他的铠甲是一套黑

钢的鱼鳞甲，在外面还有一个单独的部位有多

层防护。金属有甲片撞击的声音，金属材质受

到打击的时候产生的形变，中箭也好，被刀剑

砍中也好，变形的效果是非金属的道具做不到

的。我们熟悉的大部分影视剧的铠甲是穿着

式，但这部戏是披挂式，一个个不同的模块组

合。当面对不同冲突的时候，根据实战情况适

当增加或者减少，整体上我们用技术对铠甲最

大程度上作了减重设置，演员穿戴的时候可以

感受到这一套铠甲不会比普通影视剧里的铠

甲重，整体重量相差不多。这部戏的拍摄过程

中，在激烈格斗中，物件损坏，很简单，我们把

磨损部分直接换成新的。

时报：咬唇妆等很多长安妆容上了热

搜，现在美妆话题很热，唐妆的化妆基调怎

么把握？

回答：唐朝是中国历史色彩最浓郁的时

期，一开始我们很犹豫，是不是要像现在流行

的古装造型去妥协，把现在比较时尚的造型

做到古装戏里，但我们又很想把博物馆里、壁

画上的唐妆呈现在作品中，所以这部戏从主

角、配角到群演，都是以复原的形式完成的。

当时的眉形有十眉图，檀棋用的是月楞眉，还

有浮云眉、寒烟眉、阔眉、鸳鸯眉等，具体要看

演员适合哪种眉毛。这部戏的故事发生在盛

唐时期，女孩子特别流行高髻，在这部戏里我

们复原了各种各样的发髻，有球形髻，还有双

环髻，还有堕马髻、回鹘髻，都运用在戏里的

每个人物上。

时报：剧中有一段剧情，狼卫因为没戴“幞

头”引发旅贲军注意，作为大唐男儿的服饰标

配，这一细节也对推动剧情产生了重要作用，

能谈谈唐朝男子的发型亮点么？

回答：盛唐时期男子的阳刚之美，往往

通过胡子来体现，唐朝的胡子跟任何时代的

胡子都是不同的，所以戏里演员呈现的胡子

都是卷曲上翘的。因为那个时期没有披发，

男生的发型都是向上的，所以要戴幞头，张

小敬作为长安的死囚，在死刑之前被人削掉

了头发，所以一出场就蓬头垢面，后边一路

破案，造型中的伤效、妆效在他脸上会越来

越多，除了粘头套、胡子，比如被木屑扎的伤

都要一点点叠加，后面会有达到三个半小时

的化妆时间。

流行千年叉手礼穿越复活
太白积雪盛景重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剧中随处可

见的日常行礼引发了观众关注，不同于影视剧

中常见的抱拳，唐朝的叉手礼手势更为复杂，

《长安十二时辰》剧组在复原实物的同时，也使

这一礼仪重获新生。而让很多观众惊喜的是，

古西安八景之一的太白积雪也在剧中被不经

意地呈现了出来。

时报：剧中的“叉手礼”出镜率非常高，

让很多观众注意到了这个流行了 1000 多年

的中国传统礼仪，那么为什么要复原“叉手

礼”呢？

回答：叉手礼是这部戏的常礼，上到贵

族下至庶民皆如是。叉手礼早在隋朝时已

有记载，唐宋时盛行于各个阶层，现今在陕

西博物馆中所陈列的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

墓及永泰公主墓中的壁画上皆能看见叉手

侍立着的官员及侍者等，在《韩熙载夜宴图》

中也可看见。

时报：长安实景的戏份比较多，特效方面，

从乐游原走出去，能看到雪山，能否具体说明

一下？

回答：导演不想夸张，大长安大家见过，

导演想突出的是不经意的表现。西安有八

景，其中有一个叫太白积雪。长安南侧有一

个太白峰，唐朝时山上有积雪，因为海拔高，

一定有雪。我们表现的又是冬天，太白积雪

是长安八景之一，这靠大全景表现不够，在

长安的高处可以看到这个景，这个东西更有

韵味。

本报对话《长安十二时辰》创作团队：

揭秘大唐气象是如何炼成的
作为暑期档热度最高的一部国剧，由曹盾执导，雷佳音、易烊千玺、热依扎等演员联袂出

演的《长安十二时辰》豆瓣开分8.8，剧中的大唐风物，从服饰妆容、盔甲礼仪到衣食住行，均勾
起观众的考据热情。李必与张小敬携手救长安的故事紧凑高能，但很多一闪而过的文化元素
中却潜藏着中华文明的深邃内涵。尽管该剧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但其中的历史感却可
圈可点。日前，本报记者采访到了《长安十二时辰》的幕后团队（美术设计：杨志家、金杨；造型
设计：黑泽和子、杨丹、宋韬；服装设计：郑春薇；礼仪指导：李斌；视觉特效：庄严），力图揭秘剧
中的大唐气象如何炼成。 时报记者 王晶

时报讯（记者 王淞）由天津北方电影集团

等单位共同出品的电影《上海堡垒》日前曝光

角色海报，“指挥官”林澜（舒淇饰）与“灰鹰小

队”江洋（鹿晗饰）、曾煜（王宫良饰）、潘翰田

（王森饰）、路依依（孙嘉灵饰）首次集结亮相。

电影中，“灰鹰小队”作为人类最后的希望，携

手肩负起了最后一战的重任，与外星文明展开

了不屈的战斗。

原著作者江南表示，鹿晗饰演的江洋就像

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是个普通的年轻

人”。对此，鹿晗认为：“不仅是他身上的青春

热血，在与队友并肩作战的历练中，江洋的自

我成长是更打动人的。”戏中的江洋从一名普

通士兵，成长为一名保卫人类的勇者，鹿晗感

慨“其实最平凡的才最英雄”。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以国家体育总局群

体司和中国企业体育协会为指导单位，中国企

业体育协会新区开发区职工体育促进会、全国

新区开发区工会工作论坛理事会主办的全国

新区经开区高新区首届职工健康运动会羽毛

球比赛，日前在扬州南部体育公园落下帷幕，

天津开发区总工会积极组队代表滨海新区总

工会参赛。经过顽强拼搏，来自滨海新区的运

动健儿最终取得了单项赛2金1银和混合团体

赛第五名的优异成绩。

本届赛事设团体赛和单项赛两个大的

比赛项目，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33 支

代表队 300 余名运动员参赛，由此可见比赛

的激烈程度。据记者了解，为了能够在比赛

中展现滨海新区人的精神风貌，打出新区运

动健儿锐意进取、顽强拼搏的作风，开发区

工会特意提前组织了预选赛，确定了 11 名

优秀选手组队参赛，之后又聘请专业教练对

参赛选手进行特训，为比赛做了充分的准

备。比赛中，新区运动健儿不畏强敌，每场

比赛都拼到最后一刻。最终，单项赛方面，

新区选手黄广益斩获男子青年组冠军，郭昌

鑫获得男子青年组亚军，白净利获得男子中

年组冠军；混合团体赛方面，新区健儿团结

一心获得第五名。

新区队获羽球赛2金1银

时报讯（记者 王淞）梁家辉首次担任导演

的电影《深夜食堂》日前宣布定档8月30日上

映，并曝光了由其自己与刘涛、杨祐宁、邓超、

彭于晏、蒋雯丽等十余位演员组成的强大阵

容。该片改编自安倍夜郎的日本同名漫画，讲

述在大城市某个不起眼的小弄堂里，一位中年

大叔守着一间只在深夜营业的小餐馆，暖心抚

慰都市夜归人的故事。

谈及首次执导大银幕作品，梁家辉表示：

“希望为当下深陷困惑与孤独的观众送去慰

藉，让每一个都市夜归人得到些许治愈。想给

中国观众展现一个充满中国味的深夜食堂，做

一些中国的食物，讲一讲中国老百姓的故事。”

梁家辉首执导筒
《深夜食堂》烹制家常中国味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昨日，2019年天津

市轮滑等级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暨全国第七

届特奥会轮滑裁判员培训班在滨海新区开

班，来自北京、河北、山西等地的70多名轮滑

教练员和 43 名滨海新区轮滑裁判员接受了

培训。此次相关方面请来了国内两位国际级

轮滑裁判员王尔和王瑾为参加培训的教练

员、裁判员授课，培训内容涉及速滑轮滑和自

由式轮滑两大方面。据记者了解，此次参与

培训的 43 名滨海新区轮滑裁判员分别来自

滨海新区轮滑运动协会和滨海新区各学校，

滨海新区轮滑运动协会负责人宋丽丽对记

者说：“这 43 名新区裁判员中，未来将有 30

余人参与到特奥会轮滑比赛的执裁中，与部

分国派裁判员一起组成特奥会轮滑比赛裁

判员队伍。”

另外，7月28日，特奥会轮滑测试赛将在

新区的特奥会轮滑正式比赛场地进行，接受

培训的裁判员们将参与比赛执裁，把自己在

培训班上学到的知识与实际相结合，提升自

己的执裁水平，为即将到来的特奥会轮滑比

赛做好准备。

新区举办特奥会轮滑裁判员培训班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天津天海在中

超联赛二次转会期引进的两名外援莱昂纳

多和宋株熏已经到队参加训练，新援加盟

无疑大大提升了球队攻防两端的实力。明

日，天津天海将在2019赛季中超联赛第17

轮比赛中主场对阵深圳佳兆业，在进攻端

拥有莱昂纳多、阿兰和雷纳迪尼奥三名巴

西球员的情况下，此役天海主帅朴忠均会

打造球队的巴西进攻三叉戟吗？

如今天海具备了打造外援进攻三叉戟

的条件，进而能彻底改善球队进攻。而且，

现在的中超联赛，球队进攻靠外援也已经

成为了不争的事实，北京国安、重庆斯威、

天津泰达、广州恒大、上海上港等球队都曾

组建过自己的外援进攻三叉戟组合。在这

样的大环境中，朴忠均会如法炮制吗？

然而，本周天津天海举行的媒体公开

课上，记者却观察到，在球队的对抗训练科

目中，阿兰并没有和莱昂纳多、雷纳迪尼奥

分在一组，而是作为对立方的反击球员存

在。韩国中卫宋株熏则和莱昂纳多、雷纳

迪尼奥同一组，担任中后卫。如果单从这

堂训练课来看，天海与深圳佳兆业一战，朴

忠均似乎更可能安排莱昂纳多、雷纳迪尼

奥和宋株熏联袂首发，但并不能排除天海

排出巴西进攻三叉戟的可能性，毕竟，朴忠

均骨子里是崇尚进攻的。

之前记者也曾就战深圳天海外援的使

用问题询问过朴忠均，但韩国人并不愿意

在大战前提前亮出自己的底牌，只是说：

“马上就要比赛了，到时候看谁状态好就用

谁，我还要结合对手的技术特点进行安

排。现在，还是保密吧。”

天海明战深圳佳兆业
有望祭出巴西三叉戟

“灰鹰小队”全亮相

鹿晗《上海堡垒》演绎小人物

蔡鹭饰演的旅贲军统帅崔器

阿奇姆彭的犀利突破阿奇姆彭的犀利突破 记者记者 贾成龙贾成龙 摄摄

在昨晚进行的中超第 17 轮比赛

中，泰达队打出主场气势，场面上有多

个时段保持了对恒大队的优势，但是

门前机会太欠把握，能力也差，球运也

差，忙活一场，一无所获。反观恒大

队，控制比赛的能力确实更高一筹，尤

其是关键一击抓得住，最终凭借杨立

瑜、埃尔克森、保利尼奥的进球锁定胜

局，豪取联赛八连胜。

泰达高效进攻遭遇鬼打墙

虽然恒大队上来先在进攻上表现

得气势汹汹，但泰达队高质高效的反

击又完全能把恒大队压制得气喘吁

吁，阿奇姆彭的犀利突破、瓦格纳击中

立柱的任意球、乔纳森的抢点轰门，可

以说，这段时间里，但凡能有球运加

持，泰达队就早早地打破僵局了。

最为可惜的是朴韬宇的两次门前

机会，阿奇姆彭的倒三角传球已经送

到了非常好的位置，朴韬宇甚至可以

说是面对半拉空门了，但他的两次射

门都放了高射炮。因为买提江、惠家

康双双缺席，朴韬宇难得地能够首发，

不过比赛打得少，也确实让他在面对

战机之时自我感知模糊。朴韬宇这样

的高射炮，全场一共放了3次。更要命

的是，像乔纳森这种门前能力出色的

“机会主义者”也在本场比赛中屡屡背

叛自我，特别是第88分钟，他在门前接

得雷永驰的传球，处理时间和空间相

当从容，可最后射出的皮球还是偏得

有些离谱。

被打急的恒大“穷凶极恶”

在泰达队的进攻压力之下，恒大

队一度表现得心急如焚，其中郑智、韦

世豪针对瓦格纳的犯规，已经可以用

穷凶极恶来形容了。好在场上还有裁

判，两人的犯规都收到了主裁判果断

出示的黄牌。不过，值场主裁艾堃没

有能够始终坚持原则，当恒大队的严

鼎皓再次从背后直接铲翻阿奇姆彭，

当时是泰达队的快速反击，且严鼎皓

从背后下铲根本没碰到球，这是一个

最低量刑都得是黄牌的动作，艾堃不

仅没出牌的意思，反倒给了上前谨慎

质疑的瓦格纳一个黄牌。

主队屡屡遭遇鬼打墙，客队的运

气实在是太好了，第 34 分钟，恒大队

利用角球的机会得到了在弧顶发炮的

机会，曾经的泰达小将杨立瑜弧顶一

记远射连穿裆带中柱，弹入球网先下

一城。

也必须承认，恒大队的“穷凶极

恶”也体现在队里球星的超强能力

上。第 65 分钟，严鼎皓妙传埃尔克森

形成单刀，这个未来国脚“艾吉森”，面

对杜佳的扑救完成原地两连击，把比

分扩大到两球领先。

第 94 分钟，保利尼奥把比分扩大

到了 3∶0，对于这粒进球，我们只能向

这位中超第一中场表示敬佩了。踢到

补时了，体能依然充沛，过人自如，护

球有根，一通操作之后分边再反插，轻

松挤开后卫抬脚就进。

时报记者 陈彤

屡失良机 泰达净吞恒大三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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