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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仍难通

塘沽世纪广场原址启动改造 年底将以街心公园形式亮相

广场变成
广场变
成“云”长廊
未来这里
“长”
啥样
连日来，不少市民致电本报热线，咨询塘沽世纪广场的改造
方案和开放时间。记者走访新区环境局获悉，塘沽世纪广场改造
工程已经启动，
预计今年年底将以街心公园的形式亮相。

效果图

市民 不知道建成什么样
“最近从天桥上能看到围挡内
每天都在施工，是不是公园要恢复
了？不知道建成什么样，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建成。”连日来，家住营
口道 10 栋的张爷爷经常在河北路
和营口道天桥驻足，时常指着被围
挡圈起来 8 年的广场原址满怀期
待。张爷爷告诉记者，自己在附近
住了 20 年，对原来的世纪广场有深
厚感情，之前每天晚饭后都会到公
园遛一遛。广场拆除至今已 8 年，
他和附近几个小区的邻居们天天盼
着广场恢复使用。

周日举行“生态跑”
这些道路将限行！
时报讯（记者 马兰）5 月 20 日，中新
天津生态城将举行马拉松“生态跑”活
动，届时静湖区域部分路段将采取交通
限行措施，
请途经市民注意绕行。
据交管部门介绍，此次限行并不影
响由中生大道前往方特游乐场方向的车
辆，限行时间为 20 日 7 时至 12 时，限行
路 段 为故道二桥（中 新 大道 — 静湖 南
路）、静湖南路（全线）、静湖北路（全线）、
中生大道（静湖北路—泰九路）。

文体

走访

释疑 街心公园
“长”
这样！

预计今年年底完工

记者在现场看到，因为地处人口
密集的老城区核心区域，附近的弘基
天城、怡康家园、营口道 10 号等多个小
区都没有供老人孩子休闲娱乐和健身
的区域，小区老少居民只能到附近其
他小区健身路径、河滨公园、体育场等
场所游玩锻炼，而世纪广场作为与这
几个小区距离最近、最大的规划绿地，
承载着大家多年的期盼。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世纪广场
原址围挡内的临时建筑正在进行拆
除，空地上的混凝土地面也正在进行
破除作业。

据了解，塘沽解放路世纪广场工
程于 2000 年 2 月 28 日正式开工，同年
9 月 28 日建成。2010 年，为配合京津
城际延长线配套工程建设暂时拆除。
2015 年 9 月，京津城际延长线于家堡
站已开通，世纪广场恢复问题再次成
为焦点。2016 年 8 月，本报曾对此事
给予关注，当时相关部门回复称，世纪
广场原址作为城市绿地，计划改造建
设成街心公园，
并已立项。
昨天，记者从新区环境局获悉，目
前塘沽世纪广场原址改造工程已正式
启动，
预计今年年底完工。

“ 紧 急 寻 人 ，孩 子 徐 志 林 走 失 ，10
岁，就读于工农村小学 4 年级。”14 日，一
条寻人信息刷爆微信朋友圈，市民纷纷
转发帮助寻找。14 日下午，记者联系到
孩子的家人得知，
孩子已平安回家。
14 日 下 午 ，徐 志 林 的 姑 姑 告 诉 记
者：
“是热心市民找到的，一直陪着孩子
等我们到现场。”徐女士告诉记者，当天
11 时，他们接到老师通知，称孩子没去
学校。随后，孩子的家人发动亲友外出
寻找，并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寻人消息。
消息很快扩散。
“ 不断接到热心市民来
电，
询问孩子的情况，
都是陌生人。
”
徐女
士说，甚至有人表示要组队出去寻找，
“这些举动让我们心里很温暖”。
当天 16 时许，徐女士接到热心市民
的 电 话 ，称 在 新 区 塘 沽 金 街 发 现 了 孩
子。当徐女士一家赶到时，两位发现孩

？

“改造后的街心公园将以‘水之年
轮’为设计概念，浓缩滨海新区海退陆
升的地质历史变迁，从侧面展示‘河海
风韵’城市风貌。”相关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原世纪广场变身街心公园后，将
以“涟漪”特色铺装为主线贯穿全园，
以层叠曲折的退台为特色元素。公园
东部设计花境，通过花岛、水生物地景
等景观元素和细节的组合运用，塑造
抽象的河流景观；广场西部以“云”长
廊为中心，形成半围合的开敞空间，
“云”长廊也将形成整个区域的地标构
筑物和中心景观。
记者 杜红梅

热心市民助 10 岁男童回家
子的热心市民陪着孩子一直未离开。
原来，
当天家长将徐志林送到学校门
口后，
孩子去福州道买早点，
但后来迷了
路，
越走越远。
“走了4个小时到金街，
想找
父母，
但实在太累，
就在金元宝门口睡着
了。
”
徐女士说，
后来两位女士发现了徐志
林。15日，
孩子的家人带着水果和鲜花找
到了发现孩子的市民表示感谢。
发现徐志林的王雷，是在新区一家
企业上班的外地人，她当天和朋友路过
金街，发现一个穿着校服的孩子独自在
金元宝门口坐着。
“穿着校服为什么没去
上学？”王雷察觉出异样后返回，仔细比

对孩子与自己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的寻人
信息。上前询问是否是徐志林，得到肯
定的答案后，
立即留下陪伴孩子，
并安抚
孩子的情绪，
联系孩子的家人。
“当天我的朋友圈里全是寻找徐志
林的消息，
所以让我印象深刻。
”
王雷说：
“我是外地人，在新区得到过不少帮助，
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也算是对新区
人民的一种回报。
”
记者 田敏

记者 何沛霖 摄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 实习生 王展翘）5
月 14 日，有市民经过河北路地道时，看到前后
两辆摩托车上演“人拖车”
的惊险一幕。
当天，河北路地道出口处，前面两名男子
驾驶一辆摩托车快速行驶，后面还拖有一辆
疑似故障并载有驾驶人员的摩托车。而维系
前后两辆车的拖车绳并非专业拖绳，绳子也
不是系在前车车尾，而是系挂在了前车乘坐
人的身上。
“路过的机动车都为他们捏了把冷
汗，
纷纷躲避。
”
现场一位市民表示。
记 者 从 交 管 部 门 了 解 到 ，此 行 为 已 违
法。一经查处，涉事车主将面临罚款 200 元、
扣 12 分的处罚。如没有车辆相关手续，行为
更严重者，
将处 1000 元罚款，
并处 15 日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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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健创历史 杀入亚冠 8 强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 广州报道）昨
日，
天津权健做客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体育
场在 2018 赛季亚冠联赛 1/8 决赛次回合
比赛中对阵广州恒大。比赛中，
广州恒大
外援高拉特两度进球，帮助主队取得领
先，
但权健队先后由帕托和王杰两度快速
扳平比分。天津权健最终 2∶2 战平恒大，
两回合与对手总比分战成 2∶2。权健凭
借客场进球优势淘汰广州恒大，
杀入本赛
季亚冠联赛 8 强。

首发采用 3 中卫阵型

一个网友开脑洞的奇思妙想竟然真
的走向了剧集备案阶段，而且一出就是
四部。这就是今年 3 月在社交媒体上被
热炒过一阵的《淑女的品格》。所谓窈窕
淑女，君子好逑。
“ 淑女”最近挺忙，除了
与微博同名的这部剧，还有《淑女的格
调》
《淑女本色》等多部女性题材剧近期
也完成备案。
事实上，
这两年产生现象级讨论的爆
款都市剧，大多是女性题材，前有《欢乐
颂》
《我的前半生》，今年有《北京女子图
鉴》，
无一例外地探讨女性如何活出自我，
虽然播出后褒贬不一，不过微博上《淑女
的品格》爆红，
也反映了大众对荧屏上“成
熟女性”
形象的向往。
《淑女的品格》至少有两个痛点是一

“人拖车”
上马路
太危险 已违法

寻找走失孩信息刷爆微信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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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日广州温度飙高，
赛前一天地
表温度甚至达到了 40 度，赛前新闻发布
会上，
广州恒大队长郑智明确表示这样的
高温天气将对球员们的体能造成一定的
影响。另外，
之前有消息称昨日广州要下
雨，权健方面也做好了雨战的准备。昨
日，虽然大雨没有到来，天津权健不用在
“桑拿房”中与恒大对阵，但广州的最高气
温依然达到了 32 度。对于这样的比赛温
度条件，
来自北方的天津权健显然不会像
主队那样适应，于是与恒大一战，权健主
帅保罗·索萨一上来就打出自己手中最好
的牌，
4 外援莫德斯特、
帕托、
维特塞尔、
权
敬源全部进入首发阵容，
本土球员中刘奕
鸣、王永珀、伤愈复出的赵旭日等人也是

时报讯（记者 田敏）
“去年交房，至今燃
气也没通上！”近日，来自开发区铂雅轩小区
的多名业主向本报记者反映，小区去年 10 月
交房至今，燃气问题一直未解决，业主咨询燃
气公司和物业均未获知具体开通时间，得到
相关回复，
不少业主因燃气问题无法入住。
“没有燃气不方便，用电烧水做饭支出也
大，我们只能在外面吃饭。”铂雅轩小区业主
张先生说，由于长时间没有燃气，有些业主甚
至 用 煤 气 罐 做 饭 ，这 造 成 了 较 大 的 安 全 隐
患。还有些业主因为燃气一直未通，只能推
迟入住时间。张先生说，业主曾与燃气公司
和物业沟通，但效果不佳，业主至今也不知道
燃气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
关于此事，记者从燃气公司了解到，经过
调查了解，铂雅轩小区一共 7 栋楼，其中 4 栋
为待售状态。燃气公司已对售出的 1 栋、2 栋、
7 栋在地下作了燃气管道切改处理，但发现有
深根植物，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已告知建设单
位尽快整改，
待整改合格后将尽快通气。

帕托打入上半场扳平一球
各自位置上最好的球员。在首发阵型方
面，
索萨采用了 3 中卫阵型，
他希望在稳固
防守的基础上利用反击取得进球。
不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昨日比赛开
始后，恒大队攻势如潮，一度将权健防线
压制在了本场禁区前沿。上半场第 17 分
钟，糜昊伦带球被张琳芃抢断，恒大队打
出反击，
阿兰左路劲射，
张鹭扑球未扑远，
高拉特补射进球。好在仅仅 2 分钟后，维

特塞尔左路底线附近送出传中球，
恒大禁
区内帕托高高跃起一头将皮球顶入网窝。

中场变阵 4 后卫效果明显
几乎整个上半场，
天津权健都被恒大
死死压制在本方半场。看到情况不对，
中
场休息时，索萨调整了球队的阵型，变阵
4 后卫，将中后卫王杰的位置前提，让他
改打后腰，和队友一起加强对中场的控

制。索萨对记者说：
“其实我们上半场就
差点进行这个变化，
我们的前锋给对方后
腰造成的压力比较小，
对方的后腰能够从
容拿球组织进攻，
给我们防线造成的压力
很大。变阵后，我们的中场控制力强了，
不再让对方轻易拿球组织，
我们还能逼迫
对方前场球员犯错。
”
变阵后，
权健夺回了
对中场的控制权，无论是阵地进攻还是快
速反击都打得有声有色。第48分钟，
高拉特
利用角球机会头球攻门为恒大再入一球。4
分钟后，
权健获得前场定位球，
帕托开出定
位球，
恒大门前王杰接王永珀传球射门得
手。第56分钟，
权健打出反击，
帕托助攻莫
德斯特破门，
可惜越位在先。最终权健客场
战平恒大，
两回合淘汰对手晋级亚冠8强。
“我要祝贺我的队员们，他们取得了
伟大的成绩。昨天我给了他们一些信心，
告诉他们我们此战会进球，
而且会不只进
一个球。当然，
是他们平时积极的训练态
度给了我说这话的底气。今天我们踢得
很成熟，
即使有变阵大家踢得也很适应。
”
赛后，索萨说，
“ 我们从去年 12 月 25 日开
始准备亚冠比赛，资格赛、小组赛和淘汰
赛都踢得很好，对我来说下一场比赛永
远最重要。我希望我们能把这样的比赛
态度带到联赛中去，在下一场中超联赛
中取得好成绩。”

提防高配“玛丽苏”
定要打透的。首先是中生代，35+起跳，
对小鲜花说不。这一点操作难度并不大，
中国影视界从来不缺各个年龄段的好演
员，只是好剧本捉襟见肘。另外一点，也
是最困难的一点，是展现“真女权”，即便
在引发话题的那条微博中，
博主对四位女
主角的人设界定即
“不婚主义”，
也是值得
商榷的。不婚主义就能够成为女权的绝
佳代言么？已婚就是弃权、
妥协？显然不
准确。
在总局的剧集备案信息中，
四位女主

的职业分别是广告公司高管、摄影师、律
师、高级健身教练，与微博中设定的公司
总裁、设计师、教师、主任医师颇为吻合。
这也暗示了另一种隐藏的习惯性思维：
能
够成为
“真女权”
代言人的女性，
一定是事
业有成，
财务自由或接近自由的群体。但
在全球男女就业机会仍存在较大不平等
的环境下，
女性在就业率和薪酬上普遍低
于男性是不可回避的现实，用“不婚”+
“有钱”
作为剧集卖点，
是否会陷入另一种
升级版
“玛丽苏”
套路呢？如果性别转换，

四个有才有貌有财的男主人公，
充分享受
爱情，
活在当下，
却坚持
“不婚主义”，
那就
是妥妥的渣男无疑，但女版却被尊为“品
格”，
也有些仗势欺
“男”
的嫌疑。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
在人口老龄化不
断加剧，出生率反弹乏力的当下，甚至连
向来热衷拍摄女权剧的邻国日本都拍出
了《约会恋爱究竟是什么》
《逃避可耻但有
用》等立场鲜明的催婚剧。在我国，大张
旗鼓宣扬不结婚的电视剧，目前来看，一
部都没有过。
时报记者 王晶

转发集赞可免费参观
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近日，记者从大沽
口炮台遗址博物馆了解到，为迎接“中国旅游
日”的到来，作为全国 4A 级旅游景区、全国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
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特推
出“全城旅游、美好生活”主题活动。5 月 19 日
当天，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学生凭有效证件免
费参观；普通游客关注“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
馆”
微信公众号，
转发《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
2018 年度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公告》到朋友
圈，集齐 30 个赞即可到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
馆服务中心领取本馆参观门票一张。

冯巩：
打造真正的生活喜剧
时报讯（记者 王淞）由黄建新监制，冯巩
联手崔俊杰执导，并搭档刘昊然、牛莉、涂松
岩、贾玲、张小斐、岳云鹏、白凯南、潘斌龙等人
主演的喜剧电影《幸福马上来》昨天发布首支
预告片，
其曝光的大量包袱很快在网上引发热
议。对此，
冯巩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该片创
作背后的故事。冯巩介绍，
《幸福马上来》讲述
了他饰演的老牌调解人和涂松岩饰演的调解
新秀为分出谁是“调解第一人”，
率领各自人马
展开较量的故事，
在这一过程中爆出了一个个
笑料，
“这次创作的宗旨就是将日常生活融入
到电影创作之中，在《幸福马上来》里，花样百
出的碰瓷、夫妻和孩子之间的误会与拌嘴，这
些看似家长里短的情节中，
却可以让观众找到
很多每天发生在身边的故事。
”

《查理九世》拒绝
“低龄化”
时报讯（记者 王淞）已定档暑期的青少年
冒险奇幻电影《查理九世》自公布档期以来，受
到年轻观众的广泛关注。该片同名原著小说，
有着“00 后人手一本”的强大影响力，
对于此次
改编，导演王竞表示，将取景国外，拒绝“低龄
化”
呈现。
导演希望《查理九世》能够成为国内同类
型作品的“试水者”，
“近年来，
《哈利·波特》
《饥
饿游戏》等好莱坞同类作品均取得了不错的市
场和口碑，此次我们也要避免影片走向‘低龄
化’的可能，拍摄出一部满足更多观众需求的
青少年冒险影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