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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9日上午，公园新村社区联合结对共建单位市地税局，组织
青年党员和团员志愿者来到云阳街道福利院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并清扫小区路面和楼道。

（记者 李潇 通讯员 薛贞莉 摄）

男子驾驶摩托闯红灯
与轿车相撞不幸身亡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王坤）7日上午10时左右，
在沪宁高速我市附近路段发生
一起车辆追尾的交通事故，镇江
高速公路一大队指挥室接到报
警后，立即指派附近警力前往处
置。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追尾
车辆已移至应急车道，一辆车的
车头面目全非。当时，正下着大
雨，涉事人员躲在护栏外，全身
衣裳都已湿透。民警于是立即
勘查现场，收集证据。处理完毕
后，涉事驾驶员陈某跑到民警面
前，说自己车上的一位女乘客施

某受伤了，由于过分害怕和紧
张，报警时忘记和接警人员说
了。此时，受伤的施某全身湿透
蹲在护栏外，她告诉民警现在自
己的后背、肋骨处十分疼痛，已
经不能站立了。

考虑到此时再拨打 120 将
浪费太多时间，民警决定用警车
将伤者施某送往医院，在这期间
由于施某无法站立，民警将其背
上警车。高速公路民警提醒，发
生交通事故后，一定要沉着冷
静，报警时要说清楚有无人员受
伤等情况，便于警方及时采取应
对措施。

高速公路车辆追尾
警车护送伤者就医

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许建彪）“每一条交通法
规，都是用血的教训写成，只有
时刻警钟长鸣，遵守法律法
规，才能安全一路伴你行！”9
日，我市交警部门发布一则车
祸视频并就此警示。记者看
到，视频画面十分惨烈，一辆
闯红灯的摩托车与一辆轿车撞
击后腾空而起，摩托车驾驶员
最终不幸身亡。

警方介绍，2月 3日 6时 43
分，赵某驾驶一辆普通二轮摩
托车，沿 241 省道由南往北行
驶。当其行至该道路与122省道

路口处时，因违反交通信号灯指
示通行，与一辆由东向西按照信
号灯指示通行的小型轿车发生
猛烈撞击。事故造成车辆受损，
赵某受伤严重，当即被送往医院
抢救，但因为伤势太重，经医院
抢救无效于当日不幸身亡。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红灯

停，绿灯行”早已是众所周知
的规定，然而在该起事故中，
赵某无视交通信号灯的指示，
闯红灯通过路口，从而导致发
生交通事故。正是由于他的这
一无视交通规则的行为，给自
己和家庭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灾
难。

一个装着一些碎粉笔的小方
便袋，一块抹布，还有一本从丹
阳日报上剪下来或从公益广告牌
上抄下来的公益广告本，这是王

锁双老人的“三大件”。近日，
他又带着“三大件”来到小区的
黑板报前，擦掉了之前的开会通
知，写上了公益广告语：“车好

路好，安全开车最重要！”
王锁双老人家住凤美新村

社区人武部南侧小区，已经 88
岁高龄，是该社区第十三网格
的网格长，也是目前社区年龄
最大的网格长。精神矍铄，步
履稳健，脸上时常挂着笑容，
逢人便问好打招呼……退休已
经 27 年，但王锁双却一直没有
停止过忙碌。作为一名老党
员，王锁双说，他离岗不离
党、退休不褪色，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将文明传递到社区
的每一个角落。

在第十三网格区域内，有一
块小黑板。“我在这块黑板上一
般会写一些通知，另外还会写一
些公益广告语，每隔 10 天左右
换一次内容，从 2012 年开始做
这件事一晃已经 6 年过去了。”
王锁双说，他一直坚持订报，每
次丹阳日报上有公益广告，他都

会剪下来并保存好，此外，他还
利用空闲时间穿行在丹阳城的
大街小巷，抄录公益广告语，
公益广告本上记得满满的。

这 些 年 ， 居 民 们 下 楼 外
出，都会习惯性地从这块小黑
板前经过，看看上面的通知和
公益广告。“我经常会特意绕
道经过这里，就为了看看上面
的通知，社区有什么事，准不
会误，没有通知的时候，看看
一些公益广告语，对我们改变
一 些 生 活 坏 习 惯 也 很 有 帮
助。”小区居民王芳说道。

除了坚持 6 年义务出黑板
报外，王锁双老人还在家里竖
起了创建家庭环保公约的牌
子，家里来客人他都要讲一讲上
面的内容；多年来坚持做公益，
帮扶社区的困难家庭以及缴纳特
殊党费等，到目前为止，他已经
拿出数万元用于公益事业；平时

还培育盆景，从 1998 年开始，
他便开始给居民和社区送盆景，
至今已经送了百余盆；同时，他
还辅助社区居委会处理社区事务
……

“虽然晚年生活很忙碌，但
我感到很开心、很满足，因为我
的付出能帮他人解决困难，能为
他们带去快乐、健康和绿色的环
境。”王锁双说，尽管自己年事
已高，但是一颗红心和热心永不
老，他希望能一直为他人服务，
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记者 李潇 摄

一位耄耋老人的“三大件”
本报记者 李潇 本报通讯员 景霞霞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报料
费（可线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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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大惠残力度，减轻家庭负担，市残
联通过购买服务，对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以生活
照料为主的全日制托养服务。现将有关事项通告
如下：

一、托养时间：
2018年3月25日至2019年1月31日止。
二、托养地点：市老年公寓
三、对象及条件：
1、具有丹阳市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

16至60周岁无传染性疾病的肢体、智力残疾人。
2、生活能力、自理能力、生产劳动等能力弱，本

人和家庭有托养服务需求，并经机构评估认定适宜
托养。

3、残疾人家庭为我市低保户、我市扶贫部门建
档立卡的低收入帮扶对象或低保边缘户家庭（人均

收入在低保标准 2倍以内），且 2017年没有参加过
市残联组织的免费全日制托养。

四、报名时间：2018年3月20日前。
五、注意事项：
1、托养人员须自备各种生活用品，其中享有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残疾人，须每人每月缴纳其补
贴的一半。

2、全市名额共50名，报满为止。
3、有意愿参加本年度托养的残疾人朋友、相关

亲友，当地党委、政府及时与所在镇、街道残联、市
残联或市老年公寓联系。

市残联： 86700315 张女士
市老年公寓： 86878218 张女士
各镇、街道残联 工作人员

丹阳市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市级残疾人托养中心开展2018年全日制托养服务的通告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多一点爱心多一点爱心，，家庭温馨家庭温馨，，阖家欢欣阖家欢欣；；
多一点付出多一点付出，，家庭和睦家庭和睦，，阖家幸福阖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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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张杰在录制综艺节目
《王牌对王牌》第三季“玻璃管吹
乒乓球”环节时晕倒，有粉丝爆
料该环节存在安全漏洞，声讨节
目组“不顾嘉宾安危”。另有消
息称，事发时为凌晨三点，节目
已连续录制七小时，嘉宾身体已
十分疲劳，此时再玩这类游戏，
无疑是雪上加霜。

近两年来，国内综艺模式层
出不穷，花样翻新，此次事件暴
露了综艺发展的一大问题——
安全与健康。连基本保障都没
做好，又何谈创新呢？

张杰晕倒，节目组道歉

张杰3月6日参与录制《王牌
对王牌》第三季，在“玻璃管吹乒
乓球”环节时，因缺氧晕倒，头砸
在凳子上，造成面部擦伤。据现
场粉丝透露，张杰在游戏开始前，
已提醒该项目有危险，但节目组
认为安全措施到位，仍坚持录
制。晕倒后，张杰没多久就醒来，
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去了医院，没
有再参与录制，并在当日凌晨五
点发微博报平安：“刚检查了，没
有大碍，休息一下就好，放心！”

据现场粉丝透露，在张杰受
伤后，场面一度陷入混乱，一同
参与录制的大张伟曾质问现场
导演：“游戏安全有问题，你们还
照录，合着晕倒的不是你？”而现
场导演的回应是笑而不答。还
有粉丝爆料，在节目录制结束
后，有工作人员向粉丝们提出

“不要在网上传播”的要求；而粉
丝要求节目组道歉，却遭到现场
工作人员的驱赶，并扬言：“过马
路还有危险，难道就不过了吗？”

随后，《王牌对王牌》第三季
总导演吴彤站出来解释并道歉：

“当晚我焦急万分，陪着杰哥在
医院，未能第一时间跟现场观众
致歉，但确有现场导演代为报平
安和致歉。”对于驱赶粉丝的说
法，他回应：“当时还有其他艺人
在场等待补录，因为已经很晚
了，所以请大家尽快散场尽早回
家。至于有微博所指现场不当
言论的说法，如果哪位有这名现
场人员的信息可以提供给我，必
将追责。”

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最近几年，综艺节目的安全
问题层出不穷，艺人受伤成为常
有之事。《奔跑吧兄弟》第一季

时，李晨被金钟国摔出后撞伤左
眼眉骨，缝了二十多针；《真正男
子汉》第一季录制时，王宝强与
刘昊然在独木桥上对抗时受伤
导致右脚骨折，第二季录制时，
蒋劲夫在演练救护动作时发生
意外，手臂受伤；《极速前进》第
二季录制时，筷子兄弟的王太利
因躲避公牛擦伤手臂……甚至
还有致残、致命的例子：某节目

中，一位明星的助理溺亡；另一
节目中，有选手摔至八级伤残；
还有一节目中，一名女子在临时
看台拍照时不慎失足，从高处坠
落死亡。

目前，国内综艺节目的安全
保障措施相较十年前，已经有较
大改善：明星会安排贴身保镖；
消防器材的设置、摆放都有规
定，并接受严格检查；现场设置

有明确的标示和安全提示；会给
选手购买意外保险……但即便
如此，安全漏洞还是存在，比如，
搭景、看台等装置的安全隐患全
靠节目组把握，没有检测标准，
有些舞美搭建甚至会外包给没
有资质的小公司；现场管理松散
无序，观众管理不规范、无明细
要求，全靠现场导演喊话，交代
的事项多与节目录制相关，较少
涉及现场安全。

一旦出了事，大多当事明星
考虑个人形象，选择隐忍，甚至
借此宣传“坚强”人设。但也有
追究到底的人，吴镇宇之子费曼
在拍摄《爸爸去哪儿2》时眼角受
伤，被诊断受到永久性伤害，伤
口愈合也会留下疤痕，吴镇宇为
此曾公开向湖南卫视讨要说法。

录制经常疲劳作战

张杰受伤时，节目已连续录
制七小时，为什么录制时间如此
长？早在八年前，曾发生《天天
向上》录制时间长达8小时，录完
节目后主持人汪涵现场向观众
道歉一事。八年过去，“拖时间”
已成为国内综艺节目录制的常
态操作——明星、工作人员、现
场观众、媒体记者一起熬夜，甚
至有一次录制连续工作 48小时
的情况。最近，“综艺咖”杨迪也
爆料自己参加某节目时录制时
间过长，早上十一点化好妆，录
制到凌晨四点才收工，嘉宾们都
大呼顶不住。

当年《中国好声音》录制时，
盲选阶段录制通常从中午录制
到第二天凌晨，淘汰赛阶段通常
从下午五点录制到第二天凌晨
甚至凌晨三四点。刘欢曾公开
表示“吃不消”，那英也曾表示希
望录制时间不要超过八个小
时。据悉，节目单期录制时长在
《中国新歌声》时期已经缩减，有
传是因为有嘉宾明确要求不能
超时录制。

为了呈现较好的节目效果，
一些环节反复录制在所难免，比
如《最强大脑》一期录制七八个
小时是常态，选手完成题目所需
道具的设置、答题、评论都需要
耗费大量时间。相比之下，一些
控制录制时长的节目非常难得，
《快乐大本营》一般只用录制三
四个小时，《我是歌手》《天籁之
战》等节目的录制时常也在四小
时以内。

（综合）

张杰录制节目时晕倒

综艺节目录制要不要那么拼？

张杰

费曼录《爸爸去哪儿2》眼角受伤

林志玲过年前因免疫系统
失调病倒，休息两个月后，日前
现身活动显得圆脸肚凸，使先前
的有喜传闻又被热议，林志玲助
理代为出面澄清，称林志玲是因
打抗生素才长肉，并乐观表示先
前大家常说林志玲太瘦，今年终
于被说圆润，“新的一年被说胖

也是一个新的进步”。
请病假两个月的林志玲日

前大病初愈复出，却因肉肉脸引
发怀孕传闻，当时林志玲秀出自
己穿着高跟鞋的美腿间接否认
有喜，昨林志玲再站上舞台，粉
色纺纱飘逸礼服设计使林志玲
的凸肚更明显，引来粉丝兴奋
说：“第一感觉是怀孕了吗”、“这
么好的身材，被这衣服设计，像
是怀宝宝了”。

对此，林志玲助理回应上月
林志玲在医生建议下打了抗生
素治病，医生虽当时有警告打抗
生素会发肿，但为了赶快恢复健
康，林志玲仍点头接受疗程，年
后工作人员见到林志玲时，觉得
原本纤瘦的她多了点肉也很美，
解释林志玲是因为抗生素才变
成圆润。（新娱）

林志玲“凸肚”原来是打抗生素所致

因为一部《神雕侠侣》而被
众人熟知的李若彤，在剧中更是
凭借其绝美的外表而获得了很
多网友的喜爱。在那之后，李若
彤也是很少出现在荧屏上。

最近，李若彤接拍了一则广
告，从现场的照片中可以看出，
李若彤再次穿上了当年小龙女
的衣服。这也是李若彤时隔二
十多年后再次穿上小龙女的衣
服。照片中，李若彤的形象也是
和多年前没什么两样，即便那部
电视剧过去了很久，但却依旧回
忆满满。不得不说，即便时隔
22 年，但李若彤再次穿上这件
衣服时，依旧是那个不食人间烟
火的小龙女。

（新娱）

李若彤时隔22年再演“小龙女”
依旧美若天仙

新华社多哈 3月 10日电 国
际乒联世界巡回赛 2018 卡塔尔
公开赛 10 日结束了第三个比赛
日的争夺，樊振东闯入男单决
赛，将战巴西选手卡尔德拉诺，
两名中国队选手王曼昱和刘诗
雯将争夺女单冠军。

在第二个比赛日中，共有 4
名中国队选手晋级男单八强。
10 日的比赛结束了全部四分之
一决赛和半决赛的争夺。在一
场四分之一决赛“内战”中，许昕
4：3 战胜周雨，许昕随后在半决
赛中对阵樊振东，后者此前淘汰
了丹麦选手格罗特。半决赛中，
樊振东以 4:1取胜许昕。另一场
半决赛在中国选手林高远和卡
尔德拉诺之间展开，结果林高远
以0:4告负。

女单方面，刘诗雯先是在四
分之一决赛中 4:1 战胜了佐藤
瞳，随后又以同样的比分战胜另
一名日本选手石川佳纯。另外
一场半决赛，王曼昱 4:1 战胜队
友陈梦，因此中国女队提前获得
了本次赛事的女单冠军。

卡塔尔乒乓球公开赛：

樊振东将战“黑马”
女单金牌提前锁定

新华社柏林 3 月 10 日电
2018 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候选人
赛10日在德国柏林打响，中国棋
手丁立人在首轮比赛中与亚美
尼亚选手阿罗尼扬握手言和。

丁立人在2017年9月的国际
象棋男子世界杯个人赛上荣获
亚军，这是中国男子棋手在世界
个人大赛中取得的历史最佳战
绩。凭借这个亚军，丁立人也拿
到了本届世界冠军候选人赛的
入场券。他与另外七位选手将
展开双循环赛较量，争夺挑战现
任棋王卡尔森的资格。

国象世界冠军候选人赛：

丁立人首轮弈和
阿罗尼扬

新华社吉隆坡 3 月 10 日电
马来西亚羽毛球运动员李宗伟的
传记电影《李宗伟：败者为王》9
日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家体育
场举行首映式，超过 2 万名观众
出席仪式并观看电影。

这部电影选取了李宗伟少年
和青年两个人生阶段，主要讲述
了他在家庭反对的情况下艰难走
上羽毛球运动员的历程，以及在
国家队不断成长并帮助马来西亚
取得辉煌的故事。

电影基于李宗伟的自传《败
者为王》，多位真实人物均有出
场，包括李宗伟的妻子黄妙珠、马
来西亚前羽毛球名将黄综翰等，
电影也着重刻画了他先后师从启
蒙教练郑炳发、国家队教练米斯
本和中国教练李茅的过程。海选
出来的两名神似李宗伟的小演员
分别饰演少年和青年版李宗伟，
李宗伟本人也客串出场。

李宗伟“一生的对手”林丹被
处理成了“凌丹”，虽然这个角色
一句台词都没有，但他与李宗伟
在几场关键赛事的缠斗成为电影
后半段的焦点。

电影将于3月15日在马来西
亚全国上映，制片人詹贤恩表示，
除了在马来西亚上映外，公司也
在和中国的片方商谈引入中国的
事宜。

李宗伟个人传记
电影首映
林丹被虚名为“凌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