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2月18日 星期一
编辑：岳春芳 组版：赵勤 校对：禾乃 05文体看台

据香港媒体报道，郭富城有
份投资的自家个人护发品牌 16
日举行发布会，郭富城自己更当
上“研创人”，向外界推荐这个天
然中药护发产品。郭富城提到
女儿被偷拍，他很难得的正面表
示不介意，而且透露女儿已经会
叫“妈”了。

对于获不少朋友羡慕他头
发亮丽浓密，郭富城笑称自己都
是花了不少时间去护理才有的结
果，因为过去拍戏的角色需要烫
发，最近一部戏更要烫卷头发，另
外去年演唱会的粉红色发型都是
经过多番漂染，这都很伤发质，所
以这次便研制了这个天然配方护
发品牌。郭富城高兴地表示：“很
开心在演艺工作以外，去到人生另
一阶段开始从商，希望好的开始就
是成功的一半！”

当问到会否研发婴儿系列
产品时，郭富城指这提议不错，
不过婴儿的皮肤容易敏感，所以
要更小心去研发。提到太太方
媛在家中露台抱着女儿被偷拍
曝光，见其女儿眼大好可爱，郭
富城并没生气，更罕有地开怀畅
谈：“对呀，眼大好可爱。现在女
儿三个多月大，开始跟爸妈、岳
父岳母说话，一切在学习中。我
还发现她还会说‘妈’！”

笑问会不会吃醋？郭富城
一副慈父模样：“不会，虽然说得
不纯正，但看到她牙牙学语，好
开心！现在我除了演艺工作，又
有自己的品牌，如果成功的话将
来就交给女儿了。所以现在爸
爸的身份要做得更好！”（苗菲）

第90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九强名单近日出炉，代表中国内
地报名的《战狼2》如之前所预计
的，未能入围，香港选送的《一念
无明》、中国台湾选送的《日常对
话》也出局。华语电影再与奥斯
卡外语片无缘。

今年有破纪录的92部影片
送选报名参加明年的奥斯卡最佳
外语片评选，创下奥斯卡史上参
评最佳外语片的数量新纪录。入
围初选提名的9部电影分别是智
利影片《普通女人》、德国影片《凭
空而来》、匈牙利影片《肉与灵》、

以色列影片《狐步舞》、黎巴嫩影
片《羞辱》、俄罗斯影片《无爱可
诉》、塞内加尔影片《菲丽希缇》、
南非影片《伤口》和瑞典影片《自
由广场》。其中，《普通女人》《凭
空而来》《无爱可诉》和《自由广
场》在日前都获得了第75届美国
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提
名。

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名单将于当地时间明年 1月 23
日公布，颁奖典礼将于明年3月
4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为奥

斯卡奖中颁发给年度最佳非英
语电影的奖项，提名电影应在
每年 10月至第二年 9月间于所
在地区连续公映 7 日以上。最
终奖项仅颁给电影导演，但也
被认为是电影出品国家的荣
誉。

与奥斯卡其他奖项由美国
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全体会员
投票选出不同，最佳外语片则
另成立专门的评选委员会选出
入围名单，再由参与过外语片
放映活动的会员选出得奖影
片。（综合）

好事还是坏事？

中国男乒近七年间首失头把交椅

郭富城从商经营护发产品
透露女儿已经会叫“妈”

今年荧屏上的何润东可谓
“冰火两重天”。《那年花开月正
圆》让他因吴聘一角“走红”；而
他和张馨予搭档的《花谢花飞
花满天》正在播出，但收视成绩
却不尽如人意，播出十几天连
网络评分都没有。近日，何润
东接受采访，回应争议。

新剧中，他饰演的“花满
天”讨喜程度远不如吴聘，加上
剧情套路严重，服化道也被评
粗制滥造，因此，他好不容易累
积的观众好感度，眼看就要被

耗尽。对于花满天一角，他表
示，这无疑是在挑战观众好感
度，“身为演员，我希望可以一
直演不一样的角色。如果真的
会掉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演
员必须要承受的后果吧，否则
只能一直演同一个角色”。在
表演上，他承认有些遗憾，拍摄
期间一度因打球崴脚受伤的
他，“可能有某些部分，演起戏
来没那么流畅”，“我会给自己
的表现打70分”。

除演员之外，何润东也在

积极从事幕后工作，未来他想
把更多精力放在导演岗位上。
据悉，他正在拍摄自己的处女
作《操场外》，题材与校园霸凌
有关。

《花谢花飞花满天》收视成绩不如人意

何润东给自己的表现打70分

郭富城亮丽浓密的头发也
成了“创业资本”。

德国名将奥恰洛夫在日前的国际乒
联年终总决赛男单首轮中，鏖战七局险胜
日本选手丹羽孝希，也提前宣告锁定明年
1月国际乒联排名男单第一。自2011年4
月王皓登上世界第一宝座后，在将近7年
的时间内，国乒还从未将世界第一的宝座
让与他国选手。此番奥恰洛夫登顶，对于
国乒来说到底是福是祸？

在垄断男乒世界第一长达 80 个月
后，国乒终于交出了这一宝座。上一次出
现外国运动员排名世界第一的情况，还是
在2011年3月份，当时奥恰洛夫的同胞波
尔曾登顶世界第一。此番再次丢掉世界
第一的宝座，究其缘由不难发现，国际乒
联新的排名规则和国乒队员今年的伤病
情况或许是主要原因。

国际乒联新的积分规则，是取选手一
年内成绩最好的8站赛事来计算积分，较
低级别赛事的分数有所增加。此外，奥运
会和世锦赛的积分分别可以保持4年和2
年，但是会逐年递减。简而言之，新的国
际排名规则鼓励运动员多打比赛，哪怕是
级别不高的比赛，只要取得好成绩，所获
的积分也绝不会少。而近年取得好成绩
的球员，需要不断参加新的赛事，否则就
会失去自己的积分优势。

国乒队员今年参加的比赛可以用“少
而精”来概括。由于今年是奥运会后的调
整年，国乒队员大都选择在今年选择调养
自己的伤病。当前排名世界第一的马龙
甚至因为参加的赛事不够，而失去了参加
年终总决赛的资格。“藏獒”张继科今年也
是打打停停，甚至在上一期的世界排名内
积分被隐藏。而国乒众将在参加的比赛
少，过往的冠军积分又因为新规不断衰减
的情况下，丢掉世界第一宝座也就不难理
解。

即将登顶的奥恰洛夫，在今年的表现
相当亮眼。这位德国名将本赛季斩获世
界杯男乒单打冠军，欧洲16强赛冠军，中
国公开赛、德国公开赛两站钻石赛的冠军
以及保加利亚、印度两站一般公开赛的冠

军，可谓是风光无限。年终总决赛之前，
奥恰洛夫仅需要闯过第一轮，就可锁定世
界第一。而这一现象，对于国乒来说，或
许并非是一件坏事。

有强劲的对手，比赛才会更加精彩，
乒乓球运动才会长盛不衰。出色的外籍
球员频频出现，不但会刺激国乒队员们
更加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以及状态，也
会让世界大赛的冠军竞争更加多元化。
这有利于世界范围内运动员技术水平
的提升，也会对乒乓球这项运动的长期
发展提供良性循环。因此，乒坛需要更
多“奥恰洛夫”的出现。

在新版世界排名体系中，不仅马
龙的世界第一排名被中断，樊振东、
许昕等国家队名将的排名也都降
低。此前中国队一向占据世界前四
的位置，从而能够保证在世锦赛等
大赛中每个四分之一半区都有中国
队员。如果排名不够理想，那么在国
际大赛的抽签中，国乒有可能会因为
种子席位的减少，而提前出现“内战”
的情况。

这无疑给国乒众将敲响了警钟。从
追求大赛成绩这一角度来说，过多的“内
耗”将会极大地缩减国乒的统治力，未来
他们或许将面临不小的挑战。而正在举
行的年终总决赛，就已经暴露出这一隐
患，中国队二号、三号主力樊振东、许昕因
为世界排名相对不高，只能出现提前相遇
的情况，早早开始内战。

因此在未来的赛季中，国乒需要开始
重新积累自己的积分优势。提高参赛数
量、科学地计算积分、合理地安排选手等
方面都是势在必行的。以国乒队员们过
硬的实力来看，想要重新夺回世界第一的
宝座，或许并非一件难事。但如果志在保
持在乒坛长期的霸主地位，则需要在更多
细节上追求精益求精，以此来面对更多强
敌的冲击。

(张一凡)

奥斯卡外语片九强出炉《战狼2》无缘入围

德国名将奥恰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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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骏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许建彪）13日上午 8时许，
在开发区北苑路与齐梁路交叉
路口发生一起车祸，一辆直行电
动车与一辆右拐的大卡车相撞，电
动车整个车子被卷入卡车车底，所
幸电动车车主逃过一劫。记者从
交警部门了解到，类似因大车盲区
引发的交通事故，我市每年都会发
生多起，其中不乏伤亡事故。为
此，交警部门提醒，行人、骑车人经
过十字路口时，一定要注意和大型
车辆保持距离。

右转弯区域事故频发

去年10月11日下午，司机邓
某驾驶一辆大货车从镇江到后
巷某轧石厂运载石子。当其驾
车行驶至 308省道丹界路路口右
拐时，由于大货车存在一个内盲
区，不慎将同方向骑行且也右拐
的电动车碰倒，导致骑车男子被
压身亡。

今年 1 月 14 日下午 1 时许，
新民路和水关路的十字路口发
生一起惨剧，一名60岁左右的男
子骑自行车在路口过马路时，不
幸被卷入一辆右拐的工程车车
轮下，事故导致该男子当场被碾
压致死。

2 月 28 日上午 9 时许，在金
陵西路和齐梁路的路口发生一
起车祸，一辆槽罐车沿着金陵西
路由东往西行驶到路口右转弯

时，不慎将一辆沿着金陵西路由
东往西正常行驶的电动车撞倒，
事故导致电动车车主不幸身
亡。

“视觉盲区”和“内轮差”
成诱因

一次次看似偶然的事故，夺
走的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破坏
的是一个个家庭的幸福。那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电动车与
大车事故频发？

交警表示，类似这样的事
故，均存在着一个共性，就是跟
内轮差有关。大货车、工程
车，由于车身高大，右转时容
易产生视觉盲点，现在一些大
型车辆后视镜的下方，大多加
装了一个凸面的盲点镜，有的
甚至还在车窗上方安装了专门
的反光镜，但即便如此，这个
盲点仍会出现。而这个盲点的
出现，其实跟前后车轮间存在内
轮差有关。

那么，什么是内轮差？交警
介绍，大型车辆往往车身较长，
转弯时，前内轮转弯半径与后内
轮转弯半径之间会存在差值，这
就是内轮差，而这个区域，是司
机视线的盲区，也是“死亡地
带”。

普通小型车，最大程度上会
产生接近1米的内轮差。车身越
长，方向盘打得越多，形成的“内

轮差”也越大。一般来说，大型
车会产生 2 米多的内轮差。卡
车、货车等大型车车头转过去
了，往往长车身还没有完全转过
来，“内轮差”的盲区就成为了

“死亡地带”。这一区域对大车
司机而言，是视线盲区，有可能
看不见，交警介绍说：“如果行人
或非机动车刚好在此区域里停
留，很容易被卷进去。”据不完全
统计，近年来，大型车辆发生的
恶性交通事故中，因盲区引发的
事故占 70%以上，伤亡率高达
80%以上。

非机动车、行人应远离
大车

那么，非机动车、行人如何
避免被盲区伤害呢？非机动车、
行人在路口又该注意什么？交
警提醒广大市民，在遇到卡车、
拖车、货车等大型车辆拐弯时，
一定要注意和车辆保持距离，在
通过马路时，也千万不要靠转弯
车辆太近。不要以为，自己让
过了车头就没事了，因为你如
果刚好在内轮视觉盲区内，就
很可能被后内轮撞倒、轧伤甚
至致死。同时，司机也不要只
注意前轮通过的条件，因为有
内轮差，先不说会撞到行人，车
子本身也可能会发生驶出路面
的事故。因此，非机动车、行人
在路口等候放行交通信号时，
要将车停靠在停车线内，没有
停车线的，至少确保自己停车
等候位置与通行大货车前轮的
距离不小于1.5米，如果是集装箱
运输车和轿车运输车等更大型
号的车辆，这一距离至少应放大
至 3 米，避免“内轮差”造成的伤
害。同时，大车驾驶人应时刻保
持警惕，要多注意观察，驾驶转
弯都要多加小心。

大车右转弯，为何屡屡引发交通事故？
“视觉盲区”和“内轮差”是诱因

小区围墙上架起“电
网”，合适吗？

本报讯（记者 马骏）昨天
上午，家住风雅尚都小区的李女
士致电本报民生热线 86983119
反映称，其所在小区后的一处别
墅区外的围墙上架起了“电网”，

“电网”上还挂着牌子，上面清楚
地写着“高压危险，禁止攀爬”。

“我和小区里的几位邻居几乎每
天吃了晚饭都到这围墙附近来
跳舞健身，最近突然注意到这些

‘电网’，感觉挺危险的。”李女士
不无担忧地表示，如果这些电线
通着高压电，一旦电到人那是非
常危险的事情，就算电到了小动
物也不好。

记者接到电话后即赶至李
女士所反映的地点，发现在该别
墅区临街的一面围墙上，拉起了
由6根电线组成的1米多高的围
栏，围栏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挂着
一张白色的牌子，上面用红色字
写着“高压危险，禁止攀爬”，并
附上了“小心有电”的图标。已
经入住该小区的一位业主说，她
不清楚铁丝网是不是真的通电，
但对有不良企图的人来说肯定
有震慑作用。家住附近小区的
王先生则表示：“这真的是电网

吗？我知道我们国家有规定，没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是不准私自
安装电网的。”

就此情况，记者采访了一家
为小区安装电子围栏的公司。
该公司工作人员说，在小区围墙
上安装的这个叫做电子围栏，虽
然外形上与军事禁地、看守所安
装的电网差异不大，但却有着实
质上的不同，“电网碰到是会死
人的，但电子围栏的作用跟电警
棍差不多，不会造成伤害。电网
有电流通过，但电子围栏只有电
压，没有电流，并且这个电压是
脉冲电压，每秒发出一个脉冲
点，虽然电压可高达 8000伏，但
对人体并无大的影响，只会麻一
下。由于这种电子围栏在设计
上有技巧，有小偷翻越时，报警
系统会发出警报，通知保安人员
并联动电视监控系统，从而遏制
偷盗行为。”工作人员还告诉记
者，这种民用的电子围栏只要在
技术上通过国家公安部门和国
家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
检测中心审核是安全的，即可推
广使用，不同于电网需要有关部
门批准才能使用。

2月28日，金陵西路和齐梁路的交界处车祸现场图。

活动时间：
即日起到2018年3月31日
拼团产品：稳添利3个月
未拼团收益
预期年化收益率4.45%
拼团1号
3人团可享收益+0.2%
拼团2号

5人团可享收益+0.4%
如何拼团：交行卡客户开团-邀请

好友参团-购买产品达标-团长点击成
团-享受拼团理财收益

团长奖励：成团后团长额外奖励贵
金属贴金券

3人成团赠300元贵金属贴金券
5人成团赠500元贵金属贴金券

交行亿元红包等你抢！拼团理财收益高！
——把花出去的钱赚回来——

一、亿元红包
全民抢红包 包包有礼

活动时间：即日起到2018年3月31日
活动对象：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客户
活动内容：活动期间，客户登录手机银行活动页面，

可以获得一次抢红包机会（整个活动期间仅一次）。如
使用开门红活动贴金券（包括券面带有开门红标识的理
财贴金券、基金贴金券和贵金属贴金券，不包括话费
券），可额外获得一次抢红包机会，多用多得。每人每天
可获得的抢红包次数上限是3次，抢红包百分百中奖。

理财非存款 投资须谨慎

二、拼团理财
理财拼着玩 好友一起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