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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制作的端午葫芦成“网红”民间剪纸艺人助残疾人“创收”

“希望他们为自己撑起一片天”
■ 时报记者 李婷婷 摄影报道

帮残疾人解决难题
11 日，记者来到太平镇苏家园村乐
福园社区阳光家园站，市场走红的刻纸
葫芦就“产”于此。
“ 每对纸葫芦 2 元，5 元
三对，虽然价格不贵，但有的学员制作一
个纸葫芦却要付出一周的时间。”阳光家
园辅导员窦红英告诉记者，
“一些有肢体
残疾的学员刻 5 分钟就得休息 10 分钟，
有
智力残疾的学员刻一会儿就不刻了。制
作过程比大家想象得要艰难很多。
”
窦红英是太平镇民间剪纸艺人，9 年
前对剪纸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开始学
习民间剪纸技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除自己学习，窦红英琢磨着让阳光家园
的残疾人也学学这项技能，然后制作出
手 工 艺 品 去 市 场 销 售 ，还 能 帮 他 们 创
收。此后，这里就成了残疾人享受文化
生活的乐园，窦红英免费教大家学做手
工。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跟她学习了剪
纸、刻窗花、刻葫芦等。今年，除市场推

端午节临近，纸葫芦开始热卖，
而在大港地区，一款基础款的金色纸
刻葫芦正走俏市场。备受瞩目的是，
这些剪纸的创作者是一群来自太平
镇苏家园村有肢体或智力缺陷的残
疾人。这让很多热心市民纷纷转发
销售信息，甚至引得临近省市的居民
通过网络爱心认购。

销，窦红英还通过微信平台开办网上销
售“阵地”，用以销售家园的残疾人及志
愿者们自制的各种手工艺品。她通过微
信朋友圈大力推送残疾人作品，配以真
情文字，呼吁社会爱心人士购买，帮辖区
残疾人解决生活难题。

“我也能挣钱了”
“我也能挣钱了，再也不怕了。”正在
用左手刻纸葫芦的刘在朋告诉记者。来
到站里，认识窦老师，让他的精神世界更

包粽子 送礼物

元。
除上班时间在站里义务教学员做手
工，下班后，窦红英还将刻板带回家，利
用晚上闲暇时间刻窗花，帮助学员提高
“产量”，卖出更多的钱给学员买生活用
品、贴补家用，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
“我
希望帮他们开发潜能，树立信心，培养自
食其力、适应社会的能力。”窦红英介绍，
“除了我，还有来自村里的十几位志愿
者，大家都在利用微信朋友圈卖窗花，两
加强大，对生活也充满了热情。41 岁的
周的时间已卖出 500 余对窗花，收入一千
刘在朋右手、右脚残疾，伴有癫痫和精神
余元，
给了学员很大的帮助。
”
疾病。最初学习刻纸时，刘在朋左手连
在站里工作了 9 年，每年窦红英最开
刻刀都拿不好。窦红英担心他划伤手， 心的事就是看到学员们可以走向社会参
每次都对他特殊照顾。刘在朋也特别努
加工作。
“在这里，
我和志愿者们可以为学
力，每天都坚持练习。从可以单独拿刀
员们撑起一片天。而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
练习到刻出的窗花纸边带毛刺，再到成
应该回归社会，过上与普通人一样的生
功刻出边缘平整的优等窗花，窦红英陪
活，
学着为自己撑起一片天。
”
窦红英说。
着他练习了整整一年的时间。2016 年春
据了解，今年以来，窦红英已成功带
节时，他靠卖窗花挣了 500 元，2017 年春
动辖区内十余名残疾人学会手工制作，
节和端午节他更是靠卖窗花挣了上千
并帮助四人成功就业。

有高空抛物 也有高空坠物

“头顶上的安全”谁来守护？
近日，本报接到两起有关高空坠物
的投诉，
记者对此进行了了解。

绿化带中频现楼上抛物

12日，
家住大沽街新桥里社区的王作
佩老人收到一份暖心礼物——一盆刚包
好的粽子。
“这都是社区热心居民包的。”
社工的话让王作佩更觉感动。当天，
新桥
里社区组织辖区党员、工作人员和居民
“话端午”
“诵端午”
“包粽子”
，
最后还将包
好的粽子送到社区老党员家中，
提前送上
节日祝福。
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文体

宋金平是新港三号路海宁里小区周
边绿化带的护理人，是塘沽园林局的一
名绿化工人。他告诉记者，之所以向媒
体求助，是因为他和同事已经多次被楼
上扔下来的各种杂物砸中，有脏水、烟
头、啤酒瓶等等。宋金平介绍说，
海宁里
小区 1 栋、2 栋以及 16 栋紧挨着新港三
号路，
路边就是绿化带和树木，
他和同事
每天都要在这段绿化带内捡起 20 多个
瓶子，
大家干活时胆战心惊，
害怕被楼上

的抛物砸中。
记者从小区所属海宁里居委会了解
到，
高空抛物频繁的这几个楼栋基本都是
租户，
针对高空抛物行为，
居委会和物业
人员已多次入户了解情况并对居民进行
教育。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会加大对这几
个楼栋的巡查，
并在楼下进行蹲守，
力争
找出抛物者，
联合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砖块长 50 公分，高 20 公分，厚度有 3 公
分，掉下来 5 块。”丁先生说，随后 7 栋和
8 栋也相继有砖块掉落。
随后，记者就此问题联系到了小区
所属居委会，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小
区的确发生了房屋墙体砖块掉落的情
况，
由于情况紧急，
相关部门已第一时间
到现场了解情况，并要求物业设置警戒
线。目前有工作人员在现场巡逻，并在
楼栋外墙砖块脱落
业主出行早高峰时护送业主出门，提醒
丁先生是紫枫苑小区 5 号楼业主， 业主注意安全。该负责人表示，外墙砖
他告诉记者，上周四 7 时许，5 号楼外墙
块掉落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他们已第
砖块掉落砸到绿化带，幸亏当时出门的
一时间联系了施工方和维修队，要求立
业主不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掉落的
即进行维修。
记者 田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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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千源：终于演了一回好人
再过几天，由李昕芸执导，王千源、袁姗姗、刘桦、沈腾、张锦程等人出演
的喜剧警匪片《龙虾刑警》就将上映。对于该片主演王千源，
很多观众对他的
印象大多停留在《解救吾先生》
《破·局》等片中的反派形象，其对角色的刻画
深入人心。而这一次，他却一改以往戏路，饰演了一位充满喜感的“话痨”侦
探。日前，片方发布王千源人物特辑，他接受采访时也坦言：
“终于演了一回
好人。”

虽然曾凭借《钢的琴》拿下东京国际电
影节最佳男主角，
但王千源真正让观众认识
还是《解救吾先生》
《健忘村》
《破·局》这几部
作品中的反派形象。正因此，
他也得到了一
个“反派专业户”
的称号。不过，
这一次在
《龙虾刑警》中他却完全颠覆了自我。
“我演的角色名叫杜宇飞，是个正义
感爆棚的缉毒刑警小队长。
”
王千源说道，
“平时，
他是个话痨，
花衬衫和大肥裤子是
他的标配，
仗着自己队长的身份动不动就
对别人发号施令，
总给人一种好大喜功又
吊儿郎当的感觉，
很多人都对他的能力产
生怀疑。
”
但事实上，
这却是他迷惑外界的

时报讯（记者 王晶）龚朝晖执导，汪
海林担任编剧，
张鲁一、佟丽娅、芦芳生等
实力演员出演的抗战剧《爱国者》正在江
苏卫视热播中。一开篇张鲁一饰演的宋
烟桥为解救自己的同志，
自我设计“入狱”
并帮助战友“越狱”，
堪比美剧的节奏展现
了抗战剧的类型优势。该剧编剧汪海林
对于强情节设置也有自己的考量：
“情节
设置跟主人公的命运相关，
需要不断的反
转戏才能好看。
”
事实上，
真正吸引观众去
看的，不仅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更重要的
是对每个历史细节的深入挖掘，
这也是汪
海林创作的秘密之所在。

抠细节成为服务剧情的关键
抗战剧的细节并不仅仅停留在服装、
化妆道具等显著呈现的部分，
好的细节设
置，
是能对服务剧情产生巨大帮助的。编

时报讯（记者 田敏）近日，有市民向本报
反映，小区底商饭店扰民，每天将烧烤烟向人
行道排放，给周边居民造成了困扰，也影响了
环境卫生，
希望有关部门加以管理。
张先生是融创君澜小区业主，
他说小区北
门位于荆州道南侧有一处底商饭店，
该饭店每
天 18 时开始将烧烤产生的烟气向人行道路排
放，
给路过的行人造成了不便。
“每次路过我们
都要捂住鼻子跑，太呛人了。”张先生说，底商
从事烧烤本身就对居民产生影响，
现在将烟直
接排向人行道，
完全没有考虑住户的感受。
针对此问题，记者从北塘街道了解到，相
关部门曾对融创君澜北门荆州道底商的餐饮
商户进行集中规范整治。近期，
执法大队对融
创君澜北门荆州道底商的餐饮商户进行复查，
发现有两户底商饭店使用木炭烧烤，
未使用油
烟净化设备而直接将油烟排向人行道路。执
法人员当场对商户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并
责令立即整改。北塘街综合执法大队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加大对沿街底商的执法巡查，严
防底商饭店未经净化排放油烟。

三人导演“捉奸”
戏
敲诈勒索被追逃
时报讯（记者 张玮 通讯员 陈晨）2018
年 4 月，滨海公安大港分局板厂路派出所接到
一出租车司机报警称，自己被一女子色诱后，
一名自称是该女子丈夫的人进入宾馆房间对
其进行殴打，以捉奸、强奸等理由对其进行威
胁并敲诈勒索 8 万余元。接警后，板厂路派出
所立即对相关线索进行研判，并于日前依法对
3 名犯罪嫌疑人呈报刑拘并上网追逃。
在新区公安局和分局多部门技术支持下，
板厂路派出所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区域。
5 月 18 日，
在肃宁县警方的协助下，
犯罪嫌疑人
刘某某（女，
河北省肃宁县人）向河北肃宁警方投
案自首。经讯问，刘某某交代了 2018 年 4 月下
旬，
与犯罪嫌疑人杨某某（男，
28岁，
河北省肃宁
县人）、
卢某某（男，
27 岁，
河北省肃宁县人）以中
年男性出租车司机为目标采取色诱方式进行敲
诈勒索的犯罪事实。刘某某先后将多名出租车
司机诱骗至宾馆后，伺机通知卢某某进入房间
“捉奸”
，
并以不给钱就报警为由进行敲诈勒索。
近日，刘某某被依法刑拘，杨某某、卢某某
被上网追逃，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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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虾刑警》变身“话痨”侦探

用形象掩饰能力

饭店油烟直排人行道
过路行人捂住鼻子跑

手段，
“随着案情深入，
他开始展现出不为
人知的一面。当队员遇到危险时，
他是最
谨慎、最果断的一个，平时藏拙帮他很好
地掩饰了自己的身份，
也让刑警小队一次
次化险为夷。
”

性格多变有挑战
“源哥演得太好了。”此前，接受采访
时导演李昕芸曾对王千源的表演赞不绝
口。但在王千源自己看来，
这却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
“饰演杜宇飞这种性格如此
多变的角色，
对演员来说充满了挑战。侦
俊不禁。
”
据悉，
在片中杜宇飞多次上演神
查缉凶不再是严肃紧张的审讯，
而更多着
奇“口才”，
跟匪徒聊着天就破了案。
眼于喜剧表现力。同时，角色又要讨喜，
虽然区别于人们熟悉的侦探形象，
但
幽默中需要透出一些小机灵，
才能让人忍
王千源坦言自己还是从基础上做了很大

努力，
“我特地去看了一些公安题材的作
品，也做了一些资料的调研，在尽量回归
角色状态的同时，
赋予人物个性和魅力。
”
时报记者 王淞

《爱国者》美剧式强情节获观众认可

编剧汪海林：细节成就历史感
剧汪海林在创作中就进行了多次实地考
察，将当时东北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
等方面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荧屏上，
甚至连
电话、手表、餐桌、餐具等小物件也全部经
得起推敲。比如佟丽娅饰演的女主角为
什么会去应聘抄写员？汪海林透露：
“当
时的日本特务机关要招抄写员，
不会明着
表露，
而是以株式会社的名义发放招聘启
事。所以才有了女主角去应聘的事。”但
为什么要招聘抄写员，而不是打字员呢？
毕竟在同时代的一些电视剧中，
打字员的

出现概率是更高的，而汪海林的解释是，
经过考证，
他发现当时日本因为刚刚发明
出打字机，机型十分笨重，工作效率也非
常低，
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是靠人工手写的
方式。

在固定格式里把故事讲好
《爱国者》对细节的考究也得到了观
众的一致好评，汪海林也坦言，根据当时
的历史面貌去回溯，历史感自然就出来
了。他还指出过往很多抗战、谍战题材剧

经常出现的一个桥段，
但在真实任务中恐
怕不是这么操作的：
“那时地下党不会带
很多现金，所以如果有任务的话，他们就
用当票，
去当铺移交，
当铺会把钱给他，
这
是在地下党之间存在的一种经济形式。”
《爱国者》的故事线分三个模块：监狱风
云、悬念谍战、燃情雪原，
所以汪海林也认
为《爱国者》很难直接用“抗日”或“谍战”
等标签来定义：
“事件发生、遭遇危险，这
是固定格式，
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一个
固定格式里把它玩好。
”

沙排全民健身中国行新区举行
李 珊 ：免 费 报 名 ，体 育 惠 民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前日，
本报刊发《中
国天津第三届体育旅游大会本周六新区开幕》
的消息，
其中涉及到东疆湾景区将举行 2018 年
沙滩排球全民健身中国行活动的内容，
有读者
来电询问活动详细报名和参与办法。昨日，
记
者就此采访了天津市排球运动协会秘书长李
珊，
她表示本次活动免收报名费，
要做到体育惠
民，
目前第一阶段活动的报名工作已经开始。
“体彩公益金·大众排球系列活动”2018
年沙滩排球全民健身中国行活动由国家体育
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排球协会主办，
天津市排球运动协会和天津强国梦体育文化
交流有限公司联合承办，活动共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6 月 16 日至 17 日的启动仪式、表
演赛、热身赛、体验赛，以及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的常规赛，第二阶段是 7 月 14 日至 15 日的
优胜赛，活动形式为四人制沙滩排球比赛（混
合制），
分为精英组和社会组两个组别。
李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次活动是全
国大众沙滩排球赛事首度落户津门，
为了办好
此次活动，
天津排协与东疆港景区进行了深度
合作，凡是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都可以免
费进入东疆港景区参观游览，
想报名的人可以
到中国排协官网、天津市排球运动协会微信公
众号下载报名表，
填好后发至天津排协的邮箱
tjvb2015@163.com。

《西虹市首富》导演闫非：
我们也有自己的“宇宙”
时报讯（记者 王淞 北京报道）如今，由
“夏洛”原版人马闫非、彭大魔、沈腾“铁三角”
再次聚首打造的第二部电影《西虹市首富》就
将上映，
在日前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
闫非、彭
大魔对网友关注的片名问题给出了解读。
自从《西虹市首富》启动之时，
就有不少观
众发现，
“西虹市”
恰恰是《夏洛特烦恼》故事的
发生地。
“‘西虹市’最早来源于《夏洛特烦恼》
的剧本创作阶段，一来谐音‘西红柿’比较好
记，
二来这个地方也代表了我心中美好的故乡，
小时候放学不愿意回家，
和小伙伴一起边走边
玩，
看着天上的彩虹，
那样的城市是记忆中最美
好的。
”
而说起
“西虹市”
，
导演还透露了自己的一
个愿望，
“今后的作品我们仍将会继续探索
‘西
虹市’
，
争取打造一个
‘西虹市宇宙’
系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