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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2日早上，邹市明工作
室官方微博分享了一组邹市明
在医院检查的照片并配文称邹
市明已出院休养，等待下一步治
疗方案。上午邹市明转发微博：

“好久不见，我还是我。”
网友们纷纷心疼拳王的身

体：“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再硬撑
了”“永远的英雄，祝你早日康
复”“好好保重身体，永远支持
你”。

记者从邹市明团队和上海
长征医院方面求证获悉，著名拳
手邹市明的眼疾经过一段时间
的治疗，病情比较稳定且有所好
转，目前已出院回家静养。之后
院方还将会诊评估邹市明的眼
疾恢复情况，并确定下一阶段的
治疗方式。

上海长征医院眼科主任魏
锐利记者专访时表示，经过这段
时间的治疗，邹市明眼疾的病情
相对比较稳定，左眼视力也有所
恢复，因此建议他回家静养。过
段时间后，院方将慎重评估他眼
疾的恢复情况，通过专家的再次
会诊来确定邹市明的眼疾是否
需要手术治疗，以及如果手术治

疗应制定怎样的手术方案。
“现在对邹市明眼睛影响最

大的两个问题，一是双眼复视，
就是双眼视物有重影，而且相对
比较严重；另一个是左眼视力虽
然较之前入院时只有0.1已经有
所恢复，现在左眼视力大约是
0.3至 0.4左右，但是相比正常视

力依然属于严重受损。”魏锐利
表示，“这一阶段的治疗我们医
患双方都还是比较满意的，一方
面是邹市明来治疗的时间非常
及时；另一方面，我们的眼科在
眼眶、运动伤害方面也是比较有
经验的，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治
疗。”

谈到治疗过程，魏锐利对邹
市明给予了肯定。“邹市明一方
面尊重和信任医生，非常遵守医
嘱，很配合我们的治疗方案；另
一方面，他自我身心的调节也做
得很好，使得第一阶段的恢复情
况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

谈到未来的治疗，魏锐利表
示，邹市明的眼疾伤情很复杂。

“双眼眼眶的骨折，有旧伤有新
伤；双侧视神经潜伏期延长，表
明视路受损；还有轻度白内障
等。”魏锐利说，“等他静养恢复
一段时间后，我们再进行下一阶
段的治疗，我们医院对他的病患
情况非常慎重，因为眼睛的情况
关系到他的运动生涯。比如眼
眶骨折引起的眼部肌肉嵌顿，就
需要辨别是旧伤还是新伤，治疗
的方法就不一样。因此我们之
后还会对他的伤情进行专家会
诊和评估，来确定下一阶段的治
疗方案。”

邹市明团队方面对记者表
示，感谢院方的积极治疗，同时
感谢大家的关心，邹市明会继续
积极配合康复。 （新华）

邹市明已出院静养，左眼视力严重受损，未来还需会诊评估。出院后首次公开发声——

“好久不见 我还是我”

邹市明检查视力。

随着热播谍战剧《风筝》落
幕，各家卫视的 2018 年开年大
戏正式登场。北京卫视将古装
巨制《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周播
转日播”，昨晚起在黄金档从头
播出。

《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去年
12 月 18 日在北京卫视、东方卫
视周播剧场播出后，引发了剧迷
们“好剧不上黄金档太浪费”的
呼声，经过上级机关批准同意，
北京卫视黄金档品质剧场于昨
晚以日播两集的形式，从头播出
这部作品。此次北京卫视将《风
起长林》调入黄金档播出，在不
赶超周播剧集的情况下，日播周
播齐头并进。

备受瞩目的《风起长林》在

2017年岁末登陆北京卫视周播
剧场后，播出表现不负众望，此
次“周播转日播”的排播方式前
所未有，也使得好剧不被埋没。
与第一部相同，《风起长林》依旧
是架空题材，但剧作所传递的

“家国情怀”与“血性风骨”却是
严肃的“正剧精神”，北京卫视选
择该剧作为 2018 年的开年大
戏，正是看中了该剧所展现出的
家国情怀、深情大爱与理想追
求。

与《琅琊榜 2》同档竞争的
《恋爱先生》。这部由靳东、江疏
影主演的都市情感力作也于昨
晚在东方卫视与江苏卫视开
播。两部大戏让新年荧屏看点
十足。（新娱）

《琅琊榜2》调黄金档从头播
与《恋爱先生》同档竞争

1月 11日，第 12届亚洲电
影大奖公布入围名单，正在热
映中的《妖猫传》获最佳导演、
最佳女配角、最佳摄影、最佳美
术指导、最佳造型设计、最佳视
觉效果 6 大奖项提名，领跑本
届亚洲电影大奖。消息一经公
布，即刻获得大批网友叫好称
赞“好电影会发光”，为《妖猫
传》送上祝福并加油打气。

此次《妖猫传》入围 6项大
奖，其中陈凯歌提名最佳导演，
张雨绮提名最佳女配，陈同勋
提名最佳造型设计，屠楠、陆苇
提名最佳美术指导，曹郁提名
最佳摄影，来自日本的石井教
雄则提名最佳视觉效果。

截至到昨日，电影《妖猫
传》上映22天，不仅收获5亿票
房，也获得了观众的超高口
碑。此次电影提名第 12 届亚
洲电影大奖 6 个奖项，届时陈
凯歌或将带领《妖猫传》主创亮
相3月17日在澳门举行的颁奖
典礼。 （新娱）

获6大提名

《妖猫传》领跑
亚洲电影大奖

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夜
宿门”事件仍在继续发酵，出面
为好友李小璐作证的马苏也卷
入空前纷争。昨天下午，马苏
亲赴北京海淀法院，向近期不
断开炮的黄毅清提起上诉，控
诉状中认为，黄毅清所发布的

一系列网络传闻纯属诽谤，应
负刑事责任。随后在接受媒体
采访中，马苏代理律师张起准
表示，他们对黄毅清发起的是
诽谤罪，一旦罪名成立，黄毅清
或将最高面临三年有期徒刑。

进入法院前，马苏代理律
师在庭外接受了媒体访问，律
师表示，此次诉讼主要针对黄
毅清发布的一系列不实信息，

“我们对黄毅清发起的是诽谤
罪的刑事诉讼，不是一般的名
誉诉讼。”律师表示，马苏在此
事件中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对
此次维权的态度很坚决。

自从在“夜宿门”中为好友
李小璐作证之后，马苏就卷入了
一场空前的舆论风波：与前任孔
令辉的八卦旧事被网友扒出，与
PGone等演艺圈各路人马的桃
色绯闻也层出不穷，近期扛起娱
乐圈“纪检委主任”的黄毅清更
是直接点名马苏和国乒队成员
张继科之间也有亲密关系，但不
久后，张继科工作室便发布律师
声明辟谣愤怒反击，称两人仅是
正常的朋友关系，无任何超越朋
友的关系及交往。

（新娱）

马苏赴法院状告黄毅清诽谤

在进入海淀法院之前，马
苏在法院对面的一家咖啡厅
签署了委托诉讼的各项材料，
此间马苏带着口罩一言不发，
律师称马苏近期受到网络传
言困扰，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中国足协 11日官方宣布，
曾带领中国男足国家队征战
2002 年韩日世界杯赛的教练
博拉·米卢蒂诺维奇受聘成为
中国足协青训顾问。

米卢表示，因为在中国执
教的美妙经历，中国在他心里
拥有特殊的情感和地位，他非
常愿意再为中国足球的青训体
系建设、青训人才的发掘和培
养尽一份力。

米卢 1983 年开始其执教
生涯，2001 年 10 月 7 日，米卢
率领中国国家队圆了 44 年的
世界杯之梦，首次进军世界杯
正赛阶段的比赛。（新体）

米卢出任
中国足协青训顾问
助力中国足球青训体系建设

欧足联公布2017年度最佳
阵容：

C罗第12次入选
欧足联 11 日公布了 2017

年年度最佳阵容，皇家马德里
成为最大赢家，共有包括克·罗
纳尔多（C罗）在内的 5名球员
入选。另外四人分别是巴塞罗
那的梅西，曼城的德布劳内、切
尔西的阿扎尔与巴黎圣日耳曼
的阿尔维斯。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 2017年的金球奖得主，这
是 C 罗第 12 次入选欧足联年
度最佳阵容。（新体）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本报讯 （记者 尹媛）根据
镇江市委统一部署和要求，昨日
上午，镇江市副市长、我市市委
书记陈可可主持召开全市领导
干部大会，开展县处级领导班子
及成员述责述廉述职述法、年度
考核、干部选拔任用“一报告两
评议”，迎接镇江市委对我市
2017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情况进行检查考核。黄春
年、赵志强、李忠法、沈岳方等市
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了大会。

陈可可代表市委领导班子
在会上作述责述廉述职述法报
告。2017 年以来，在镇江市委
的正确领导下，我市以迎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为主线，以抓好
党建为核心，统筹抓好各项工
作，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
展。主要体现在：强化全面从严
治党，提升党的建设质量。市委
坚持以上率下担起管党治党政
治责任，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保持反
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查纠“四风”
问题，严格标准选用“好干部”，

做好巡视问题整改工作，严格廉
洁自律，持之以恒讲纪律、守规
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强化新的发展理念，提升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市委带领全
市上下，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推
动发展再升温、聚焦富民再发
力，不断提升发展站位和发展热
度，注重经济质量和效益，预计
全年实现 GDP1260 亿元，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61 亿元；注重城
乡品质和内涵，坚持创建为民、
创建惠民，以优异成绩创成全国
文明城市；推进精美城市行动，
城市形态不断优化，做好“绿水
活水亲水”三篇文章，推进“263”
专项行动，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考核断面水质持续改善；注
重改革活力和实效，深化审批制
度改革，80%以上的政务服务事
项实现“不见面”审批，发出全国
第一份建设施工许可电子证书，
商事登记证照发放实现全自助
终端服务，不动产登记实行“一
窗受理、集成审批”；深化农村综
合改革，实施农村产权交易市场

规范化建设；注重民生满意度和
获得感，坚持以人为本，让发展
惠及更多群众，群众满意度不断
提升。强化意识形态工作，提升
领导权和主动权。市委始终围
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
权”的要求，完善责任体系、加强
舆论引导、抓好阵地建设，发挥
好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统领和
政治主导作用。强化全面依法
治市，提升法治思维和水平。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各项要求，充分发挥
党委在推进法治建设中的领导
核心作用，主动运用法治思维推
动经济发展、化解社会矛盾，严
格按照法定程序开展各项工作，
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法治意识
明显提升，普法宣传推进有力，
依法行政成效明显。积极支持
市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市政协广
泛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加强行政权力的监督
制约，推进政府依法行政。大力
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开展
工作。

陈可可指出，在认真总结成
绩的同时，我市还存在着发展质
量和效益不高等不足，下一步，
我市将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主线，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高标准定位、高质量发
展，做好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答卷，迈出新时代实现新崛起
的坚实步伐。

会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仇洋代表
市纪委领导班子作述责述廉述
职述法报告。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杜官军代表市委作 2017年
度选人用人工作报告。

镇江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主
任徐冀锋对丹阳市委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表示充分
肯定，并就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提出具体要求。

大会还开展了民主评议和
测评。

做好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答卷
我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

本报讯 （记者 云莹）根据
省市委部署，昨天下午，镇江市
副市长、我市市委书记陈可可主
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各镇（区、
街道）党（工）委和部分直属党
（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和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述职。
陈可可在讲话中强调，要提高政
治站位，严格落实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突出强基固本，切实提升
基层党建工作质量；聚焦管党治
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市领导黄春年、赵志强、任
剑平、赵立群、金夕龙、杜官军、
仇洋、周东明、孙沪兵、袁国军、
黄俊杰参加会议。

会上，各镇（区、街道）党

（工）委，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市
委教育工委分别就 2017年度抓
基层党建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作述职。陈可可逐一
作了针对性、指导性的点评，
既充分肯定取得的成绩，也实
事求是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明确的整改要求和努力方向。

陈可可说，党的十九大报
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
发，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
总要求，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作出了新部署。各
级党组织书记要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以坚强的政治保证推动高质量

发展，以更强的政治觉悟引领
和推进党建工作，切实把全面
从严治党要求延伸到每个基层
党组织、落实到每名党员。

陈可可要求，要把抓基层
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
策，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
织力。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
最大政绩”的理念，压实主体
责任，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
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考核，
做到抓发展与抓党建“两手
硬”；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
严管厚爱相结合，突出抓好带
头人队伍，继续提高党员队伍
质量，建强骨干队伍；抓好党
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

不断优化党组织设置，持续深
化“四有”民情服务处理机
制，突出党建强村富民、助推
发展作用。

陈可可说，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的大背景之下，
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
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
力。全市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上
率下、当好表率；坚持正风肃
纪，打好作风建设持久战；坚持
真抓实改，全面落实巡视、巡察
问题整改工作，实现全市行使公
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
通过不懈努力换来干部清正、政
治清明。

会议还进行了民主评议。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我市召开2017年度基层党建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述职会

为确保冬季建筑工地施工
安全生产，连日来，市建管处组
织开展了冬季建筑工地安全督
查行动，检查建筑施工单位冬
季安全生产制度及高处作业防
冻、防滑措施落实情况，对发现
的隐患督促及时整改。

(记者 萧也平 通讯员
葛雅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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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建筑工地检查
确保寒冬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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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到多云，偏南风 3~4
级，-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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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炭取暖中毒
民警救援脱险

3版

10日清晨，吕城镇虎墅村一

对老夫妇因烧木炭取暖，导致双

双中毒。所幸老太中毒之际仍艰

难地拨通了电话，后在吕城派出

所民警的火速救援下，才避免了

一场悲剧。

双休日好天气
近期都很暖和

6版

气象部门表示，短期暂时没

有强冷空气影响我市，近期气温

呈上升趋势。1４～15日，我市

最低气温不再零下，最高气温也

回升到10℃以上。

马苏亲赴法院
告黄毅清诽谤

8版

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夜宿

门”事件仍在继续发酵，出面为好

友李小璐作证的马苏也卷入空前

纷争。昨天下午，马苏亲赴北京

海淀法院，向近期不断开炮的黄

毅清提起上诉，控诉状中认为，黄

毅清所发布的一系列网络传闻纯

属诽谤，应负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