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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抢占道路
只因车主图省事

夏候鸟大部队近日开始在北大港湿地集结

投鱼 2 万斤
4 月 14 日上午，随着货车闸门“咔哒”一声开
启，两万斤鱼苗被陆续投放进北大港湿地万亩鱼
塘。据介绍，后续几个月里，这批鱼苗将在野生
环境中生长、繁殖，并将成为今秋候鸟迁徙季野
生鸟类的重要食物补给。

静待
“客人
客人”
”
来
记者 张智 摄

为候鸟备口粮
14 日上午，记者在北大港湿地万亩
鱼塘北岸看到，作为天津市第三十七届
暨滨海新区第六届爱鸟周宣传活动的重
要内容，众多爱鸟人士也赶到现场，一同
见证这意义非凡的时刻。
在投放点位，
准备投放的鱼苗装满了
两辆厢式货车。
“此次投放共准备了 2 万斤
鱼苗，
种类主要是鲫鱼。这些鱼苗将有几
个月的生长期，
等到 9 月候鸟开始南迁时，
刚好已经长成大鱼。
”
现场，
北大港湿地自
然保护区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据其介绍，东方白鹳、鸬鹚等大型野
生鸟类的食量都非常惊人，一只鸟平均
每天要消耗 2 至 3 斤鱼，所以在大量鸟类
同时在湿地停留时，单靠野生鱼类供给

周中气温飙升
周末小雨降温
时报讯（记者 张智）刚刚过去的周
末，天气好得没话说。不过未来一周，
新区又将经历气温波动。
据滨海新区气象台预报，
本周工作日
期间，
新区将保持晴好天气，
在偏南风的
吹拂下，
气温继续阶梯式上升，
预计 16 日
最高气温为 23℃，
17 日最高气温为 25℃，
18 日最高气温为 28℃。不过气温上升的
势头难以持续，
20 日开始，
新区上空云量
开始增多，
21 日，
新区预计将迎来一场小
雨，
届时气温重新回落至20℃左右。
近期气温波动频繁，提醒大家注意
及时增减衣物。

文体

紧张。因此，经过调查研究，北大港湿地
自然保护区从 2012 年开始，采取增殖放
流的方法，分批次投放鱼苗，作为野生鸟
类的重要食物补给。
“最近几年每年投放鱼苗的数量都在
十万斤左右。
”
工作人员介绍，
候鸟在中转
站把能量补充充足，
后续迁徙就会省很多
力，
可能一口气就能飞到南方的越冬地。

万亩鱼塘“换水”
在万亩鱼塘北岸，
来自独流减河的水
源正通过一个闸口源源不断地流入万亩鱼
塘。据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
在万亩鱼塘南岸有一个闸口
同时放水。新鲜水源“北进南出”，
两个月
的时间，
万亩鱼塘将完成彻底换水。
“通过
这样的方式，
万亩鱼塘的水质、
水量都将得

“这个路口虽然有信号灯和监
控，但都不具有威慑力，因为没纳入
交通管网，怎么办？”近日，市民许先
生致电本报热线称，津岐公路与团结
路交口虽然设置了信号灯及监控，但
并没有入网，因此即便车辆违反交规
也不会受处罚，
存在安全隐患。
许先生经常途径津岐公路，他告诉
记者，位于津岐公路与团结路交口处的
信号灯和监控类似于摆设，因此对车辆
不具有约束力。
“ 虽然有监控，但并没
有录入交管网 ，对于车辆根本没有威
慑力 。”许先生告诉记者 ，这个路口就
挨着大港石化公司，因此该路口的信号
灯和监控都是由石化公司安装的，正因
为这样，监控不能录入交管网，即便车

到提升。
”
工作人员介绍。
14 日，记者了解到，由民间志愿者组
成的“爱鸟护鸟分队”也将作为补充力
量，参与到鸟类保护和宣传的工作中，在
新区营造浓厚的爱鸟护鸟氛围。

春季迁徙接近尾声
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连日来，随着
天鹅、大雁、东方白鹳等鸟类大群离开北
大港湿地继续向北迁徙，春季候鸟迁徙
期进入尾声，万亩鱼塘的“天鹅湖”以及
雁群与天鹅共舞的盛景正式谢幕。然
而，你方唱罢我登场，鹭类、燕鸥类、鸻鹬
类等夏候鸟大部队这几天开始在湿地集
结，
它们将在这里度夏、筑巢繁殖。
“由于今年气温回升得比较早，从 3
月下旬开始，天鹅等候鸟就开始陆续北

飞，眼下东方白鹳等大体型的候鸟基本
都已经向北方繁殖地迁飞，目前湿地陆
续开始迎来夏候鸟。”北大港湿地自然保
护区工作人员介绍，据统计，截至目前，
今春的迁徙季共有 60 余种近 10 万只鸟在
北大港湿地停留、中转。其中，天鹅高峰
期数量在 7000 只左右，而且疣鼻天鹅数
量明显增多；今年首次有 1000 余只灰鹤
在湿地成功越冬；还发现了火烈鸟、卷羽
鹈鹕等北大港湿地少见的物种……北大
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
与往年
相比，
今春候鸟迁徙季鸟类的分布区域明
显增多，早已不局限于万亩鱼塘一处，而
是分散到周边的湿地以及大港水库一带，
这些现象都从侧面反映了在北大港湿地
适合鸟类栖息的环境越来越多，有更多
鸟会选择来到这里。
记者 张智

路口监控成
“摆设”
车辆违章无约束

？

回应：电子警察和测速设备安装已纳入计划
辆闯了红灯违反了交通规则也不会受
到相应的处罚。
“ 这也造成了很多大车
不遵守交通规则，擅闯红灯。”许先生
说，希望该路口的监控能尽快升级录入
交管网，对违法交通规则的车辆进行监
控处罚。
随后，记者将此问题反映给了交警
大港支队石化大队。交警表示，位于津
岐公路与团结路交口处的信号灯和监

控的确由石化公司自筹自建，是为了保
障公司员工出行安全。目前因设施老
化、设备不匹配无法录入交管网监控系
统的情况确实存在。交警透露，目前津
岐公路南城区路段已设置了 4 处电子警
察和测速设备，针对该路口的问题，交
警部门已申报和建议，目前该路口的电
子警察和测速设备安装已纳入了计划，
将会统筹考虑安装。
记者 田敏

Culture/Sports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 摄影报道）由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
象棋协会主办，天津市体育局支持，天津
市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和天津市象棋协会
承办，
天津市滨海新区象棋协会等协办的
2018 年全国象棋锦标赛（团体），经过 7 天
的激烈争夺，昨日在滨海新区圆满落幕，
黑龙江省棋牌运动管理中心队、四川成都
龙翔通讯队和上海金外滩队分获得男子
组冠、亚、季军，广东鼎新高科队、北京威
凯建设队、浙江省智力运动管理中心队分
获女子组冠、亚、季军。

需要加强。
”

新区裁判员得到了锻炼

天津男女队成绩达预期

由戚薇主演的 20 集现代都市剧《北
京女子图鉴》毫不意外地掀起城中话题，
那些曾经北漂、正在北漂、想要北漂的男
男女女多少都能在这部电视剧中找到自
己的影子。
在目前国内影视剧的女性主题作品
中，
《北京女子图鉴》在努力剥离“玛丽苏”
的人设惯性中，做出了大胆的尝试。比
如，
女主角陈可离开四川老家奔赴北京并
不是单纯为了“梦想”，
而是因为她在看到
相亲男抖腿抽烟打通宵麻将，
大学都没考
上的女同学赤手空拳来京打拼，
竟然混得
风生水起时，
心理强烈的落差。即便在北
京处处碰壁，她的心理仍是“我又不比别
人差，凭什么要回去啊”。这可能是最直

桃花开得正好
为何连枝砍掉？

时报讯（记者 张文弟 摄影报道）昨日，
市
民钱女士发现北塘永定新河大堤正值花期的
桃树竟被砍成了“光杆司令”。
“大堤这儿的桃
花挺有名的，好多人慕名前来赏花，还在花期
呢，
怎么就把花枝都剪掉了呢？”
钱女士说。
根据钱女士反映的线索，
记者去现场了解
情况。据现场绿化工作人员介绍，
这些桃树已
生长了八年，
长势越来越不好。趁着春天万物
萌生的季节，
把树枝剪掉让桃树休养一下再次
萌发，桃树会重新充满生机，明年花开得会更
好。此外，据记者了解，工作人员还在断口处
涂抹药剂，防止干枯，帮助桃树更好萌发。
“明
年又会开花结果的。
”
工作人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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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象棋锦标赛新区圆满落幕

本届全国象棋锦标赛（团体）云集了
国内的顶尖象棋选手，
全国等级分排名前
两位的特级大师王天一和郑惟桐分别代
表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四川成都龙翔通讯
出战，
另外，
内蒙古棋手洪智、浙江棋手赵
鑫鑫、黑龙江棋手郝继超、湖北棋手汪洋、
北京棋手蒋川等特级大师也纷纷出战。
为了不错过这么好的锻炼机会，
天津市象
棋协会组织了 7 名选手参赛，男子选手成
海文是全运会象棋比赛大学生混合团体
组银牌得主，
女子选手陆慧中是全运会象
棋比赛公开女子个人组银牌得主，
虽然天
津方面挑选了最优秀的棋手参赛，
但因为
这些棋手并不是专业棋手，
所以棋力跟其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日前，市民崔先生
致电本报热线，
反映连接宝山道和第五大街的
京山铁路桥常有电动自行车驶上机动车道，
成
为交通隐患。
“旁边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道不走，非要在
并不宽敞的机动车道上挤。希望有关部门加
强管理。
”
崔先生告诉记者，
京山铁路桥上的电
动车长期占用机动车道，而且有些车速还挺
快，
时常导致车辆发生追尾。
“平时车少的时候我也会直接骑上去，但
是早晚高峰车辆多时我就正常走非机动车道，
毕竟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
记者采访时，
一位电
动车车主告诉记者，
虽然桥两侧都设有非机动
车道，
但是两侧非机动车道上桥时由于有台阶
且斜坡坡度大，需要骑行者推车上桥走一段
路，下桥也是如此，所以很多骑电动车的人图
省劲和快就冒险在机动车道穿行。
据了解，
目前新区正在开展交通秩序整治
行动，非机动车违规行驶也在整治范围之内。
记者已将此事反映给了交警开发区大队。工
作人员表示，
从开发区往塘沽方向是由他们大
队管辖，
稍后将反馈给执勤部门处理。

天津选手成海文在比赛中
他队伍的专业棋手相比还是有差距，
最终
天津男队战绩为 4 胜 1 平 4 负，位列第十
七名位列积分榜中游，天津女队战绩 4 胜
3 负获得第十名。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天津队教练商思
源表示天津男、女队成绩达到了预期，
“在
这次比赛中，天津棋手非常努力，有时为
了备战转天的对手拆解棋到深夜，
老将刘
德钟和两位年轻队员潘奕辰、杨文雅比赛

中发挥比较出色，
多次在关键局中力挽狂
澜，
为队伍取得最后胜利立下战功。我们
队伍的实力和一线专业队伍相比还有不
小差距，比如跟冠军队伍广东，以及强队
湖北、河北等队的交战中，好多棋都是输
在了残棋上，
不过一盘棋能和对手鏖战三
四个小时，
说明我们的选手具备了挑战大
师选手，甚至特级大师选手的实力，就是
在比赛经验上需要提升，
在细节处理上还

本届全国象棋锦标赛（团体），
滨海新
区方面派出十多名工作人员参与到了比
赛的各项工作中去，
保障了赛事的顺利进
行，
其中也包括滨海新区象棋协会派出的
6 名赛事辅助裁判员。
“ 我们新区工作人
员参与到大赛中，摸清了比赛的业务流
程，增长了办赛经验，多名裁判员在比赛
中得到了锻炼，
掌握了比赛的执法尺度。
”
滨海新区象棋协会负责人李军向记者表
示，在本届大赛举行的过程中，赛事组委
会还利用比赛期间的一点时间为裁判员
们办了一个短期业务培训班，
“主讲人是
本次大赛的裁判长栾晓峰和副裁判长范
若愚，他们都是国内象棋裁判界的大腕，
只要有大赛，
肯定少不了他们。栾晓峰给
裁判员们讲了裁判在比赛中应当注意的
一些事项，比如比赛规则的掌握等等，而
范若愚则是针对目前国内青少年选手参
赛越来越多的情况，
给大家讲了青少年比
赛的特点，
以及比赛中遇到青少年选手违
反行棋规则却不承认等突发情况时裁判
员的处理办法，大家受益匪浅，尤其是我
们新区的裁判员，
在和国内顶尖裁判员的
交流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这对我们以后
办赛非常有帮助。
”

剥离
“玛丽苏”
塑造
“小女主”
白宣誓野心、最有攻击性的女一号。同
赞的“大女主”。她左手耿直、右手精明，
时，陈可的塑造也没有参考偶像剧“傻白
干劲十足拼搏努力，
但有人想要欺负压榨
甜”
的套路，
除了努力工作，
她对自己的职
她时，她反击起来也绝不留情。这样的
场规划也颇有想法，
在办公室政治中不选 “小女主”人设距离真实生活中的职场女
边战队，但又能让双方对自己都有好感； 性，
已经颇为接近了。
遭遇职场潜规则，她不随波逐流，但也不
在首周的播出中，
《北京女子图鉴》已
会去规劝爱慕虚荣的女同事；为了获得跳
经提出了一个更加冲击传统性别习惯的
槽机会，她会刻意接近女老板推销自己； 问题，即男人并不喜欢追求物质欲望的女
改换门庭后，还会刻意与前公司维系关
人。作为一部讲述了 2008 年到 2018 年十
系，绝不踩踏。陈可并不是传统都市剧
年女性北漂奋斗史的电视剧，
这个经济快
中出场自带高光、
灵魂充满香气的人人点
速发展的十年中，
物质与精神的你追我赶，

其实困扰了很多人。剧中，
吴越饰演的女
精英顾总认为，
女人要找到一个跟你有同
样欲望的男性。其潜台词则是，
当你的能
力还不足以撑起自己的欲望时，
你要做的
是努力，
让自己有能力为自己的欲望埋单。
《北京女子图鉴》启发女性正视欲望，
并将之转化为奋斗的正能量，
在当下事业
有成的女性往往要比男性面临更多职场、
生活上的玻璃天花板、非议与误解的当
下，
让不失为一次呐喊与宣誓。
时报记者 王晶

话剧《奥狄浦斯王》
20 日亮相滨海文化中心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由陈喆戏剧工作室
创排、紫云中学祥云艺术团演出的话剧《奥狄
浦斯王》将于 4 月 20 日晚 7 点亮相滨海文化中
心实验剧场。此次演出是该剧继受邀参加第
五届乌镇戏剧节之后，
在滨海新区的首秀。赖
声川先生的夫人、乌镇戏剧节艺术总监丁乃竺
女士观后盛赞：
“我从这里看到了戏剧在教育
里往下扎根的力量。”观众可凭未经检票的滨
海文化中心 4 月至 6 月任意剧目的纸质演出票
免费观摩（温馨提示：本场演出限 300 名观众，
不对号入座，
一米二以下儿童谢绝入场）。

“药神”变
“不是药神”
徐峥：
更加凸显矛盾冲突
时报讯(记者 王淞 北京报道) 由宁浩、
徐
峥监制，
文牧野执导，
徐峥、
王传君、
龚蓓苾等人
主演的电影《中国药神》日前在京举行媒体会，
宣布更名为《我不是药神》。面对记者，
徐峥也
讲述了从
“药神”
到
“不是药神”
的变更过程。
“这
个片子讲了一个药店店主从印度代购开始贩
药，
到最后良心发现的故事。
”
徐峥透露，
他饰演
的这个店主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物，
因为药获得
了极大的利润，
但最终又凭借一己之力帮助他
人成为英雄,
“
‘我不是药神’
是个否定句，
因为有
人说他是，
但他自己不这么认为。我们这个故
事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也有很多被动的成分在
里面，
所以这个名字会更为合适。
”

刘若英执导电影
力邀陈奕迅献声
时报讯(记者 王淞) 伤心不听陈奕迅，分
手不听刘若英——这是很多网友对于两位歌
手的调侃，可偏偏在即将上映的电影《后来的
我们》中二人“合体”了。日前，这部由刘若英
执导的影片在京举行主题曲《我们》发布。刘
若英坦言，
自己从尚未开拍起就下定决心邀请
陈奕迅演唱主题曲了，
“原因很简单，
他对于深
情部分的演绎，是有感悟的，听他的歌甚至每
一次换气好像都有表情。”而对于陈奕迅演绎
的效果，
她更是赞不绝口，
“唱得有一声击中的
感觉，
该说的，
该懂的，
全都在歌里面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