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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指南2017

今天上映 7部影片：动作/冒险/奇幻《加勒比海盗 5：死无
对证》、剧情/奇幻 《当怪物来敲门》、喜剧/动作/家庭 《摔跤
吧！爸爸》、科幻/动作/冒险《守护者：世纪战元》、恐怖/科幻/
惊悚《异星觉醒》、爱情/剧情《美容针》、惊悚《诡异酒楼》。

具体场次及时间：1.可拨打热线咨询：0511-86820000；2.
可关注微信订阅号：“天华国际影城”，每日影讯及时更新。

天华名扬国际影城

中影国际影城

信息收集：岳春芳

今日上映7部影片.奇幻历险电影《加勒比海盗5：死无对证》；
印度励志电影《摔跤吧！爸爸》；科幻动作片《守护者：世纪战元》；
科幻灾难片《异星觉醒》；迪士尼电影工作室出品的科幻动作片《银
河护卫队2》；奇幻片《当怪物来敲门》；夺宝枪战电影《抢红》。

具体场次及时间： 1. 可拨打热线咨询： 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dyzhongying。

体彩七位数
第17079期：0 0 9 2 6 0 4

体彩大乐透
第17059期：8 11 13 15 17 +3 10

体彩排列3
第17138期：0 2 0

福彩双色球
第17060期：5 10 13 24 26 31 +4

福彩15选5
第１7138期：1 2 3 13 14

福彩3D
第１7138期：1 8 1

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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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 10kV虎市188线
（全线：西柿村、三官塘、陆房村、
虎市村、河南村建筑钢模、丹阳
市海威电热合金、江苏鸿业重
工、丹阳金麦面粉、丹阳苏中实
业有限公司一带）06:00-18:00；

10kV 河南 174 线（全线：蔡
家村、沟头村、十字沟、龚家村、
盛家村、大井头、汤仙桥、丹阳恒
兴建材机械、丹阳市万隆铸造、
丹阳市奥龙电热材料有限公司
一带）06:00-18:00；

10kV 吕工 181 线（全线：梁
家村、塘田里、虎落里、蒋家桥、
吕蒙花园、南环新村、大塘沿、李
家桥、蔡家村、小梁家、绿城南
苑、蒙园小区、李家小区、工业园
区一带）06:00-18:00；

10kV 吕南 171 线（全线：幸

运小区、吕城小区、别墅小区、虎
市小区、虎市村、河南村一带）06:
00-18:00；

10kV名居1Q31线（全线：联
兴村、联兴村北庄村、联兴村北
庄电站、丰甲南、河北庄综合变、
恒基纺织有限公司一带）07:
00-11:00；

10kV花都1Q1502开关以下
（1Q1502：联兴村、西观庄村、东
观庄村、新庄、殷庄、让毛顶、信
用社、东尼集团、江苏润泰纺织
有限公司一带）07:00-11:00；

10kV 中心 122 线（全线：全
线：后巷中学、丹北飞达村名委
员会、时安头村、前跳板桥村、、
教师楼小区、梦中园小区、强盛
楼小区、大统华后巷分公司、飞
鹰工具一带）07:00-17:00；

10kV 天地 118 线（全线：暂
无用户）07:00-17:00；

10kV 立新 22603 开关以下
（22603:界南村立新村、丹阳新华
美塑料、丹阳新华美塑料、丹阳
中靖集团一带）07:00-18:00；

10kV 沿江 132 线（全线：界
东村、红灯村、安乐村、江苏雷兰
斯塑业、江苏瑞美福实业公司一
带）07:00-18:00。

今日上映5部影片：奇幻历险电影《加勒比海盗5：死无对证》、
惊悚/科幻《异星觉醒》、喜剧/动作/家庭《摔跤吧！爸爸》、动
作/冒险/科幻 《银河护卫队 2》、动作/悬疑/犯罪 《拆弹·专
家》。

全球最先进的RealD 3D，就在卢米埃影城！卢米埃影城免费提
供3D框架、夹片眼镜！

手机下载卢米埃官方APP，最低票价提前选座。影讯活动可关注
微信订阅号：卢米埃丹阳金鹰影城。

卢米埃丹阳金鹰影城

新华社天津 5月 25 日电
360最新发布的《2017年第一季
度中国手机安全状况报告》显
示，骚扰电话拦截量大幅上升，

“响一声”仍是最遭恨的骚扰电
话，而垃圾短信拦截数量则持
续下降。

这份报告指出，2017 年第
一季度，用户通过360手机卫士
标记各类骚扰电话号码数量约
9942 万个。从总量上看，相比
2016 年第一季度的 5995 万个，
上升了65.8％。

从拦截量上看，360手机卫

士共为全国用户识别和拦截各
类骚扰电话 140.8亿次，较 2016
年第一季度 48.0 亿次上升了
两倍之多。

据第一季度用户标记的骚
扰电话号码个数和拦截次数各
月数据显示，春节期间骚扰量
明显下降，但在 3月迅速回升，
较 1 月份增长了近 50％，并创
下历史新高。

从标记量来看，“响一声”
电话以 52.9％的比例位居用户
标记骚扰电话的首位。固定号
码依然是骚扰电话中被标记数

和拦截数最多的来源。
与此同时，垃圾短信拦截

数量持续下降，较 2016 年第一
季度下降了 51.8％；伪基站短
信占垃圾短信的比例由2016年
一季度的 6.6％下降为垃圾短
信总量的 0.5％，出现了明显下
降。

报告认为，2016年以来，垃
圾短信数量的持续下降，除了
社交软件的市场份额挤占外，
更离不开专业安全厂商不断改
进升级、政府和基础电信运营
商的持续治理。

一份报告显示：

“响一声”仍是最多的骚扰电话

新华社电 端午假期临近，
准备去美国游玩的朋友要注意
游走于灰色地带的“黑导游”，
以免上当受骗，影响自己的旅
游体验。

在美国，“黑导游”较难定
义。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
人说，有些导游没执照，有的则
靠带人观光挣钱、却没上这部
分的收入税，这些都属灰色地
带。“现在跨界做旅游的比较
多，司机可以当导游，摄影师也
可以，比较难界定。”

记者亲身体验了一些在美
华人旅行社的服务，发现这些
旅行社收费比较合理，没有强
制购物，但让中国游客不习惯
的是每人每天都要给司机和导
游 5 美元到 10 美元的小费，而

小费是算在团费之外的。而有
些导游服务不到位也会强要小
费。

业内人士介绍，现在有些
“黑导游”利用能提供海外租车
和导游服务的 APP 联系游客。
游客不知他们不是正规导游，
糊里糊涂就接受了服务。目
前，美国政府尚未严查这种“黑
导游”利用APP拉客人的情况，
但可以从交通许可等角度打压

“黑导游”生存空间。例如，在
夏威夷，旅行社车辆和出租车
等去机场都需要办理机场许可
证，办这个证每年得向政府交
一大笔钱。利用APP拉客人的

“黑导游”没办证，去机场接送
机属于非法。

洛杉矶是全美年接待中国

游客最多的城市，2016 年超过
百万人次。中国驻洛杉矶总领
馆提示，美国旅游业准入门槛
低，服务水准参差不齐。仅洛
杉矶一地就有近百家旅行社接
待中国游客，华人导游人数近
700人。因此，游客出行时不要
选择明显违背市场价格规律的

“低价团”，避免到了美国以后
掉入“自费项目”陷阱。

总领馆还提醒中国游客，
中美两国均有相对健全的法律
制度，发生旅游纠纷后，应理性
维权，必要时可直接拨打国家
旅游局 12301 热线求助。若在
美期间不便解决，应留存相关
证据，回国后向国内旅游主管
部门投诉。

在美国旅游遭遇“黑导游”应理性维权
必要时可直接拨打国家旅游局12301热线求助

“隔夜水不能喝”“凉开水放
久了堪比慢性毒药”“重复烧开
的水会致癌”……有关白开水
的传闻近来很热，真的还是假
的？

近日，食品安全专家、中国
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
安全系副教授范志红逐一解
惑。

白开水保质期只有16
小时？

解惑：桶装纯净水建议一
周喝完

范志红解释，在 80℃以上
时，水是绝对安全的，因为这个
温度足以杀死微生物。水温降
至 60℃以下时，水环境就非常
适合细菌生长繁殖。

水多久会变质并没有固定
时间，因为水会受客观环境影
响，比如外界温度。夏季气温
超过30℃，空气湿度较高、细菌
繁殖较快，极易污染水，引起人
体腹泻。所以，夏季的隔夜水
最好别喝，冬季的隔夜水最好
装在有盖的容器中，比如暖水
瓶。

专家建议，烧开的水不宜
放置太久，过了好几天的开水
最好别再饮用。饮水机上的桶
装纯净水，一般建议在一周内
喝完。

“开水减肥法”靠谱吗？
解惑：没有科学依据

“大量喝水就能瘦”的说法
没有科学证据。如果正在通过

饮食减肥或者通过饮食维持体
重，多喝水会有一定的辅助减
肥作用。但如果并没有控制饮
食，想只靠多喝水减肥，那就很
难达到效果。

减肥的原理很简单，摄取
热量小于消耗热量。不要暴饮
暴食，要少油少盐，少食多餐；
要三餐规律，均衡搭配，避免吃
的过于单一，每一餐需要有优
质蛋白质＋丰富蔬菜＋粗粮主
食；最好搭配规律运动，每周三
次以上运动。

特别要注意的是，水饮用
过多可能导致低钠血症，甚至
有水中毒的危险性。喝水是一
种好习惯，但大量喝水对于减
重来说并没有任何其他的作
用。适当饮水，保持睡眠和平
衡的膳食营养，才能保持天然
的健康和美丽。

隔夜白开水存在致癌
物？

解惑：致癌物不会凭空诞
生

范志红说，如果隔夜水中
没有物质基础，致癌物质是不
会凭空诞生的。人们最担心的
致癌物质——亚硝酸盐，必须
要在含有硝酸盐的基础上才会
产生，但普通的饮用矿泉水或
者纯净水中要么只有矿物质和
微量元素，要么什么都没有，这
种情况下致癌物质不会凭空诞
生。只要能保证水质来源本身
符合安全标准，理论上水再怎
么烧也不会产生致癌物质。但

隔夜的茶水会产生氨基酸等物
质，时间一长容易导致微生物
繁衍，不宜饮用。

千滚水对人体有害？
解惑：反复煮，水质不会明

显变化
饮水机里的水如果放置时

间太长肯定不如原来新鲜，比
如会存在细菌污染等情况，但
对其他物质来说，不会有太大
改变。现在饮水机的加热温度
一般是 100℃，即使反复煮，水
质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变化。
如果水质合格、硝酸盐含量很
少，那么煮沸之后所能产生的
亚硝酸盐也会很少。

“阴阳水”能排毒？
解惑：阴阳水与排便关系

不大
人们早晨起床产生的起立

反射和早饭后产生的胃结肠反
射都可促进结肠集团蠕动，产
生排便反射。对于消化系统差
的人来说，早起喝什么样的水
都能促使排便，水进入人体后
肠胃蠕动产生排便欲望，与“阴
阳水”并无太大关系。有些人
免疫力强，“阴阳水”对其不会
产生太大影响，而胃肠免疫力
低的人尽量要用干净的饮用
水。

水在人体内起到运载营养
素的作用，脏水对营养素的运
载作用差，会影响身体健康，要
尽量做到安全饮水。

（综合）

“隔夜水不能喝？”
食品专家解惑五大白开水误区

因管道碰接，5 月 26 日 21：00
至次日凌晨 6：00，前艾岸北村、

三城桥村、陈沟村、后东亭村、东
亭村、蒋家湾村、徐巷村区域用
户停水（雨天顺延），请该片区用
户做好储水准备，敬请谅解！

明日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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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演员黄小蕾发
文，投诉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七
个小矮人》矿车项目的工作人
员，她称该工作人员“全程没有
笑容，工作态度冷漠无情，故意
刁难，不诚实！”反复刁难身高符
合标准的孩子，找理由称身高不
达标。

同日下午，一名自称是迪士
尼工作人员的网友“楚楚大神
啊”发微博称，黄小蕾“恶人先告
状”，并附上几张“被抓伤的照
片”。

另外据媒体报道，事发当
日，黄小蕾一家来上海迪士尼乐
园游玩，在“七个小矮人矿山车”
游乐项目前，因随行儿童身高不
足 97 厘米，不符合游玩的安全
标准，被现场的演职人员婉拒，

演职人员提议可陪同其去游玩
没有身高限制的“小熊维尼历险
记”等游乐项目，但她不听劝阻，
强行冲入游乐设施，且抓伤演职
人员，登上“七个小矮人矿山
车”，因不能启动这辆矿山车，导
致该游乐项目暂时停运了一段
时间。

对此，5 月 25 日凌晨，黄小
蕾再发文“八问”上海迪士尼，并
否认自己打人，“一个女人挣扎
的过程中抓红你的手臂，破了点
皮，就说我打人”，还称上海迪士
尼“对发生争执的游客（黄小蕾）
进行人身攻击”，并称“昨天上午
9：00发的官方投诉邮件一直没
被回复”，“关于上海迪士尼没有
投诉电话一事官方也不做任何
回应”。 （新娱）

“抓红你手臂就说我打人”

演员黄小蕾与上海迪士尼开撕

第一，我昨天上午9：00发
的官方投诉邮件一直没被回
复；

第二，关于上海迪士尼没
有投诉电话一事官方也不做
任何回应；

第三，当游客和工作人员
发生争执，要求找园区医生现
场测看孩子身高却被拒绝一
事，官方依旧不做答复！

第四，当我和孩子被十几
个男性工作人员围住，一群男
人用本该保护女人孩子的胸
膛给我们做了肉强（肉墙）强
行阻止，我为身高 98cm 的孩
子争取消费者权益错在哪里？

第五，上海迪士尼的两位
男性工作人员按着我，还有人
推我，从后面抱着我，一个女
人挣扎的过程中抓红你的手
臂，破了点皮，就说我打人，打
你哪儿啦？那我的腰在争执
的过程中扭伤了你们是不是
需要负责！

第六，票上的身高须达
97cm 规定是可以随意现场更
改的吗？那么强大的迪士尼
规定的身高标准不该是充分
考虑了器材尺寸后再留出富
余的安全区间吗？上面并没

注明“净身高”，可你们一会头
发一会儿鞋子刻意为难身高
98cm 的孩子直到把她折腾得
一听“七个小矮人”就哭还不
罢休吗？

第七，仗着上海迪士尼媒
体资源广，财力充沛，强大背
景支持就可以雇佣大量水军、
大号、自媒体、短视频播报开
始进行各种危机公关抹（抹
黑）、恶意制造舆论、用网络暴
力对发生争执的游客进行人
身攻击吗？

第八，医生说孩子睡着站
着没什么误差，我家孩子有图
为证 98cm 超过“身高须达到
97cm”的要求，如果有安全隐
患请你们调整娱乐项目身高
要求第九（条），据说我进入

“上海迪士尼黑名单”了，终身
不得入内，太棒了！来个邮件
回复如何？这应该是我“终身
最幸运的事”吧！上海迪士尼
本（原本）硬件软件都比国外
差很远，终于不用看你们的脸
色享受你们的“冷血服务”
了！来，看看上海迪士尼的危
机公关，大家一起学习一些大
公司如何店大欺客的！

黄小蕾再发文
“八问”上海迪士尼

黄小蕾和女儿

刚生完孩子不到 5个月，秦
海璐就进了《白鹿原》剧组，为了
演仙草，她进组前体重狂减 30
斤，从面庞身材丰润的哺乳期妈
妈变成了如今观众看到的那副
清瘦模样。接受采访时，秦海璐
感谢编剧申捷对《白鹿原》原著
如此高度的还原，更感谢他把小
说中简笔的仙草细致丰富出来，

“从一个笔墨不多的传统封建女
性变成了一个大家向往的妻子
的样子，任劳任怨，甘心付出，让
大家觉得有妻应如仙草。”

在《白鹿原》小说的芸芸众
生相中，仙草的面目太过清晰
了，作者给她的笔墨并不多，简
笔勾勒了一个传统中国妇女形
象，以至后来提起《白鹿原》中的
仙草，只会把她当作一个现代女
权的反面教材，讨论她隐含的可
悲。但秦海璐却不这么看，她理
解的仙草是圆满的，得到了丈夫
的尊重和爱，死在丈夫怀里，一
切都是美好的。

“刚生完孩子不到 3 个月，

张嘉译他们就让我来演戏。”电
视剧《白鹿原》宣传期间，这是秦
海璐多次提到的一句话，“他们
来找我，我先生王新军也在，当
时觉得做这样一件事非常好。
他们都是西北人，都有这种情
怀，觉得好的作品应该有影视上
的全面呈现，况且很难有人能将
名著这样高度还原，展现了历史
背景，也描写了当时人们的心
理。而且张嘉译说实在找不到
谁更适合演他媳妇了，我丈夫也
说《白鹿原》是个特别值得的戏，
下一次再拍可能就几十年以后
了，所以我就同意了。”最困难
的是刚生完孩子就要减肥，两个
多月，秦海璐减了 30 斤，“毕竟
那个时候基本没有吃饱过，我刚
生完孩子，身材那么圆润……我
一个人怎么活？”

生活中秦海璐为人妻的观
念也一如仙草，不认为女人时时
处处要凌驾于丈夫之上，“你要
永远相信坐在你对面的人，无论
是朋友、对手，还是敌人，都不会

比你傻，否则不会坐在你对面，
也不会比你聪明多少，要不然也
不会坐在你对面，所以两个人能
一起生活，基本就是对等的。你
对丈夫的宽容、纵容他是感觉得
到的，就像他能够感觉到你的愤
怒、积怨，只是说不说而已。吵
架的时候少说一句，选择包容，
至少我知道我先生是知道的，所
以我撒娇、无理取闹的时候他也
会纵容我，这就是相处之道。但
如果你一味地闹，对方就会有一
个饱和期，没有办法释放。过日
子是智慧的选择。”

起初，秦海璐也在想要不要
把仙草演出一些柔弱，可是后来
在拍摄过程中她否定了这个想
法，“我发现仙草并不柔弱，白嘉
轩做的事情她是看在眼里的，虽
然很多时候她只是笑一笑，但心
里是有主见的，表达得很含蓄而
已。”开篇两人结婚的洞房戏，仙
草摘掉身上六个小棒槌，摔在地
上，“我记得当时我的眼泪是汪
在眼眶里的，导演就一直等我的
眼泪下，因为剧本说她是哭的，
但是在拍到第三个景别的时候，
我就和导演说，千万别等我的眼
泪，因为仙草是十分坚定的，所
以她能把这个东西摔在地上。
我们后来加了戏，仙草把东西摔
在地上然后白嘉轩把它捡起来
放在她手上，说：‘带上吧，或许
你妈说的管用呢’，结果仙草又
把这个摔在了地上，她是很决绝
的。”秦海璐认为从仙草出场开
始，用眼睛偷偷看白嘉轩，到后
来追到原上去看，其实她是非常
有主心骨的人，她对丈夫的爱是
十分坚定的。

（综合）

秦海璐：有妻应如“仙草”“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

《欢乐颂》
获8项提名

第 23届上海电视节“白
玉兰奖”入围名单 24日正式
公布，12部曾在荧屏热播的
中国电视剧获“白玉兰奖”各
大奖项角逐资格。

其中，《欢乐颂》第一季
以包括最佳中国电视剧、最
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
角在内的 8个重量级奖项提
名，领跑提名名单，刘涛和蒋
欣、王子文和杨紫分别入围
最佳女主角与最佳女配角角
逐。

《人民的名义》和《中国
式关系》各获 6 个提名，《小
别离》与《鸡毛飞上天》同获
5个提名。

与去年“白玉兰奖”由
《芈月传》《琅琊榜》等古装作
品瓜分重磅奖项的情况不
同，本届“白玉兰奖”入围作
品绝大多数是现当代题材作
品。

据“白玉兰奖”独立监票
机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人士透露，从初评阶段百人
选片团的投票结果看，获得
最佳男、女主角提名的 10位
演员所获票数极为接近，竞
争相当激烈。这两个奖项最
终花落谁家，将成为本届上
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大的
悬念。

第 23 届上海电视节将
于 6 月 12 日至 16 日举行。
奖项最终结果将于6月16日
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行
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上
一一揭晓。

（新娱）

昨天，中国控制吸烟协会
在京公布“2016年度热播国产
影视剧烟草镜头监测结果”，电
影《我不是潘金莲》和电视剧
《胭脂》摘得“脏烟灰缸奖”，继
《老炮儿》之后，冯小刚作品再
得“脏烟灰缸奖”。

本次监测选择 2016 年度
热播前 30部电影和前 30部电
视剧进行监测，结果显示：2016
年度 30部国产电影中，无烟草
镜头的电影有13部，占43.3%；
有烟草镜头的电影 17 部，占
56.7%。2016年度 30部国产电
视剧中，无烟草镜头的电视剧
15部，有烟草镜头的电视剧 15
部，各占50%。

由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我
不是潘金莲》总时长为 138 分
钟，烟草镜头总时长为 287秒，
占影片总时长的 3.5%；出现烟
草镜头数量为 16 个，平均每
8.6分钟出现一次烟草镜头，最
长一次竟有 70秒。电视剧《胭
脂》总时长为 45集，共 1942分
钟，剧中烟草镜头的总时长为
1464 秒，占电视剧总时长的
1.2%。平均每集烟草镜头时长
为 2.5 秒，最长一次为 55 秒。
该剧烟草镜头总个数 122 个，
平均每集出现2.7个烟草镜头。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高级顾问、
著名控烟专家许桂华研究员呼
吁：“由于名人、明星吸烟易诱
惑青少年吸烟，希望名人要承
担起社会责任。”她还建议广电
总局进一步加大力度，对拒不
执行“控烟”要求的，应考虑取
消其作品参加各种评选评奖资
格。 （新娱）

《我不是潘金莲》
获“脏烟灰缸奖”

25日，目前等级分世界第
一的中国棋手柯洁与人工智
能“阿尔法围棋”(AlphaGo)三
番棋对决中的第二盘打响，

“阿尔法围棋”持黑先行，柯洁
执白。最终柯洁不敌阿尔法
围棋，第二盘告负。目前双方
比分0:2。 （新体）

柯洁再次告负
以大比分0:2 落后于阿尔
法围棋

西班牙最高法院 24 日驳
回了巴塞罗那球星梅西就其逃
税一案提起的上诉，维持对阿
根廷人入狱 21个月的判决，不
过梅西和同样被判刑的父亲不
用真正经历牢狱之灾。

这一判决是巴塞罗那当地
法院在去年七月做出的。法院
认为梅西在 2007 年到 2009 年
之间通过建立于乌拉圭等地的
空壳公司隐藏近 1010 万欧元
（1 欧元约合 7.7 元人民币）的
肖像权收入，在税务方面共犯
下三桩罪行，逃税额达到 410
万欧元。 （新体）

上诉遭驳回

梅西被判
21个月监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