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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突遭意外行动不便，家中还有身体不好的婆婆和正在上学的孩子

困境中她无怨无悔独自撑起一个家

本报讯 （记者 李潇 通讯
员 孙国武）“多谢社会各界的帮
助，虽然现在生活困难，但等我
还清债务、熬过这段困境后，我
也要像这些好心人一样去帮助别
人。”张梅激动地说。23 日上

午，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爱心人
士来到珥陵镇云林眭巷棚村，带
去慰问品和慰问金，对困难家庭
张梅家庭进行了第五次慰问。

据了解，张梅是安徽人，十多
年前嫁给眭巷棚村憨厚老实的王

根宝，生有一个儿子，虽然生活不
是很宽裕，但却将平淡的日子经
营得有声有色，一家人很是幸
福。然而，2016年11月的一场意
外使得这个本来幸福的家庭发生
了巨大转变。

“2016年 11月 12日，我老公
下班骑车回家，不知怎么回事自
己撞到树上导致昏迷，然后就被
送到了医院重症监护室。”张梅告
诉记者，当时王根宝在重症监护
室昏迷了半个月，虽然医生认为
病情很难好转，但是张梅却没有
放弃，四处筹措住院费。后来出
院时，王根宝大小便失禁，无法行
走，脑子也不清醒，医院建议找专
门的康复中心做训练，但因为囊
中羞涩，张梅只能自己四处学习
康复知识，并且辞掉工作24小时
照顾丈夫。一年多过去了，王根
宝的情况好了很多，如今脑子已
经清醒，右手和右脚也可以动了。

23日上午9点半，记者和爱
心人士来到张梅家里时，都感叹
张梅家中虽然简陋，但却打理得

一尘不染。“以前我和老公共同
撑起这个家，现在，我要把老公
的那一半也撑起来，家里打扫干
净点，这也是为了告诉孩子，虽
然家里穷，但是一样可以活得很
精神。”张梅告诉爱心人士，她
现在照顾王根宝不能上班，家里
还有一位身体不好的婆婆，她自
己身体也不是很好，需要经常服
用药物。自从王根宝住进重症监
护室后，张梅的娘家人就曾试着
去探她的口风，然而张梅直接拒
绝了。“以前，我老公对我很
好，现在他发生意外，我不能做
一个没良心的人。”张梅说，“就
算他成了一个植物人，我也会一
直照顾他。”

说起张梅，村民们个个竖起
大拇指，大家都说张梅“有骨气”，
不仅挑起了家庭的担子，而且王
根宝住院期间花了20多万元，很
多都是向亲朋好友借的，这两年
间，张梅一边照顾老公和婆婆，供
孩子上学，一边省吃俭用、勤俭持
家，还了一些债务。“其实我心里

还是很着急的，因为借钱给我的
都是我的亲人，现在家里这个情
况，虽然他们不催我还钱，但我还
是希望能早点还上。”张梅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该村村
委会得知张梅家的情况后，帮她
交了农保、办理了低保，村民们平
时见到张梅有需要帮助的地方也
会搭把手，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的爱心人士史剑俊、眭花琴、眭红
艳、刘妍等在去年 9 月得知张梅
的家庭情况后，送去了升降床、电
视机、生活用品等，还帮其安装了
有线电视。“我们被张梅的坚强感
动了，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来
看看，希望能帮她解决一些实际
问题，更希望张梅的老公能早日
康复。”史剑俊说。临走前，爱心
人士眭花琴和眭红艳又捐出了
1000元爱心款。

张梅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同时也是一个自强的女人。“大家
放心，我会好好照顾我老公，希望
在我的照顾下，他能早日康复。”
最后，张梅这样说道。

记者 李潇 摄

本报讯（记者 李潇）近段
时间，家住大南门村的左女士，
每天上午都会拿着铲子在门前
的一片空地铲狗屎。“很多市民
喜欢在这里遛狗，所以这里的狗
屎特别多，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左女士说。

左女士家门前的一片空地
紧靠内城河，位于大南门桥的西
侧，属于绿化带区域。22日上午
10 时左右，记者来到了大南门
村，看到桥的西侧、内城河北侧
的一块空地上有不少狗屎。站
在这片空地北侧的民房旁，记者
不时能闻到风吹过来的臭味。
附近村民朱先生告诉记者，现在
养狗的人越来越多，环境问题就

愈发明显了。“很多人早晚都在
这片区域遛狗，你看，这里有多
少狗屎，真的很臭。”朱先生对记
者说。

左女士告诉记者，她家的厨
房正对着这里，被风一吹，家里
一股臭味，她都不敢开窗户。因
为不堪忍受，左女士及朱先生曾
多次劝说遛狗的市民，不要让狗
在这里拉屎撒尿，但却没有什么
效果，有的人甚至还会回一句：

“它是狗又不是人，我怎么控制
它拉屎撒尿？”

左女士无奈，只好自己拿
起铲子，将狗屎铲到一些隐蔽的
地方，或者铲到一些树下。“如
果遛狗的人不纠正这种习惯，我

这样每天铲也只能是治标不治
本。”左女士说，这里基本上每
天早上都会有很多狗屎，“现在
天气还不是很热，已经有一股臭
味了，要是到了夏天，那简直就
没法忍受了。”说着，左女士又
拿起铲子继续清理，好几次因为
恶臭而干呕。

“其实我们并不反对养狗，
只是公共环境卫生需要大家共
同维护，文明养狗很重要，不能
给他人的生活带来不便。”左女
士说，因为狗屎成“灾”，散步的
市民到这里都会绕道而行。

当天上午 11 时，记者在大
南门桥附近遇到了一名环卫工
人，他告诉记者，虽然这片地方
属于园林部门管辖，但有时候他
实在看不过去，也经常帮着扫一
扫。“那股臭味，实在没办法忍
受。”这位环卫工人说。

这段时间，左女士的义务清
扫让附近居民纷纷点赞，还有一
些居民主动加入到了清扫行列，
大家都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行动
来影响遛狗的市民，同时也希望
相关部门能加强管理。“我们知
道，保洁工人都很辛苦，园林部
门也不可能专门安排一个人天
天盯着这里清扫，只是希望大家
能文明遛狗，一起维护公共环
境。”左女士说。

一些市民遛狗不文明，门前狗屎满地臭气熏天

村民无奈自己动手清理

记者 李潇 摄

本报讯 （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眭志祥）近日，丹凤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前往云
阳街道阜阳新村社区，为 50余
名居民讲解了春季呼吸道传染
病防治方面的健康知识。

据介绍，冬春交替之时是
极易发生传染病流行的季节，
特别是呼吸道传染病如流感、
流脑、麻疹、水痘、结核病等
发病增多。讲座针对上述疾病
的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

群和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向居民
做了详细的介绍，同时，提醒
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个人卫
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春季防病知识讲解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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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环卫部门对
城区主次干道路面、路
牙以及马路隔离护栏加
强精细化管理，特别是
对一些窨井、下水道、雨
水井存在的堵塞问题进
行解决，及时疏通。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徐志海 摄）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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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0:6，这是中国男足
在2018年中国杯国际足球锦标赛
首战对阵威尔士队的比赛中交出
的答卷。国足主帅里皮对球队表
现表达了不满，直言自己犯了两个
错误。

里皮说：“其实在比赛之前我
对比赛的各种结果都有心理准备，
只是这场比赛出乎我意料的是球
员的表现不能让我满意。抛开对
手实力的客观因素外，我觉得球队
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我作为主教
练应该承担所有责任。我犯了一
些错误，首先错误体现在对本次集
训球员的选择上面，第二个错误在
于对今天首发球员的选择上面。”

在今天的比赛中，里皮首发派

上多名锋线球员，但是进球一直是
国足的大问题，对于今天国足的进
攻里皮有何评价？

“今天不想单独谈进攻或防
守，我更看重的是球队对这场比赛
的事前准备，还有球员在这场比赛
中展现出的态度和拼劲。”里皮说。

里皮对球员表现出的态度继
续表达了不满，“再过一个月我就
将年满70岁，在如此高龄我依然
活跃在替补席上，是因为我对于足
球事业的热爱，这也是支撑我工作
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我征召的
球员在入选国家队之后没有表现
出对这份工作和事业的热爱，那我
的工作就会变得很困难”。

由萨基特·乔杜里执导，
伊尔凡·可汗、萨巴·卡玛尔
等主演的印度电影《起跑线》
将于 4 月 4 日在全国上映。
印度电影在中国风头正劲，
《起跑线》又将向中国观众讲
述印度的教育。

在近日发布的剧情版预
告中，简陋的公立学校无人问
津，手握优质教育资源的私立
名校则拥有堪比五星级酒店
的校园和培育无数社会精英
的校史，这让拉吉和米塔夫妇
心动不已。印度政府规定每
家私立名校必须拿出四分之
一的招生名额给贫困学生，但
这项规定其实早已经成为有
钱人“窃取”名额的游戏。拉
吉一家也参与其中，不惜搬进

贫民区假扮穷人。虽然拉吉
不齿这样的行为，但为了女儿
的未来又不得不去尝试，于是
陷入纠结。

伊尔凡·可汗饰演的拉吉
指出，“教育失去了其本质，现
在的教育是门生意”，揭露了
印度教育资源分配和教育系
统腐败的问题。择校的困局
中，到底是要“起跑线”，还是
守住做人“底线”，这是导演萨
基特·乔杜里希望让每个观众
都能思考的问题。

据悉，《起跑线》在印度上
映时引发观影热潮和社会讨
论，不仅票房力压《神秘巨
星》，更囊括包括 Filmfare 奖
最佳影片和最佳男主角在内
的多个奖项。（综合）

3月22日，去年大热的电
视剧《人民的名义》编剧周梅
森接受采访称，新作《人民的
财产》正在创作中，投资额高
达4亿。

据周梅森透露，《人民的
财产》仍然是一部大家所熟识
的反腐题材，不过这次将重点
放在民众关注的金融领域反
腐和国企腐败。故事依然以

“大风厂”为线索，讲述了京州

市某国企在改革开放后的转
型中陷入巨大困境，通过调查
发现问题既来自于市场环境
的变化，也来自于企业内部的
问题，最终通过各方调解实现
脱困。

广电总局 2月发布的电
视剧备案公示显示，《人民的
财产》预计于今年10月开拍，
明年 10 月制作完成，共 60
集。（小黄人）

北京时间3月23日消息，克里
斯·埃文斯将卸任美队！

埃文斯表示在拍完了《复仇者
联盟3/4》后，自己目前没有打算重
回这个系列了，“你想要在别人推
你之前就下车”。

《复联 4》的补拍将在秋天进
行，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穿上制服扮
演美国队长。

埃文斯与漫威的合约在《复仇
者联盟4》后正式结束，漫威影业主
席凯文·费吉和多名演员在采访中
透露，接下来的两部《复联》将会

“非常惨烈”，真正会有人告别。
除了埃文斯，小罗伯特·唐尼、

克里斯·海姆斯沃斯等初代复仇者
的演员们的合同也正式履行完毕
了。费吉已经强调过《复联4》将会
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之后将开启新
篇章，漫威电影宇宙正式进入第四
阶段。

《复仇者联盟3》北美4月27日
上映，《复仇者联盟4》北美2019年
5月3日上映。（孟卿）

3月22日，乐基儿出席某品牌
的活动时，在活动现场有人问及对
于前夫黎明突然当爸爸，她当时是
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乐基儿表示她
是接到记者的电话才得知黎明要
当爸爸的消息，希望他的BB会很
健康。而被问到自己何时要宝宝
的问题，乐基儿表示，自己一直都
有做瑜伽，调理身体，同时夫妻两
人也经常尝试这方面的活动，但由
于乐基儿的老公工作比较忙，所以
这种事情只能顺其自然，不过计划
会在两年内做妈妈。（综合）

3 月 23 日，杨幂就某媒体对
其相关的报道，回应未完成捐赠
承诺质疑，称一直以为公益推广
人李某已经完成了捐赠工作，直
到22日，才得知李某没有按照之
前的承诺完成捐赠工作，且直到
目前无法联系到本人，工作室已
于当天联系成都市特殊教育学
校，完成捐赠工作。（综合）

捐赠承诺未兑现？
杨幂称公益推广人出现问题

由陈思诚担任总监制，董
萌担任总制片人，谢泽、陈熙泰
执导，陈思诚、袁弘、佟丽娅、郭
采洁领衔主演的《远大前程》正
式宣布定档，将于 4 月 1 日起，
每晚19:30登陆湖南卫视金鹰独
播剧场，并在腾讯视频、优酷、
爱奇艺、芒果 TV、乐视视频同
步播出。同时，该剧还发布了
一款“黄金时代”版海报，四大
主演掩映于金黄的色调之下，
表情玩味各怀心事，不仅暗喻
了剧中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命
运，也预示着一场上海奋斗热
血的逐梦之旅开启。

《远大前程》开播之际恰逢
生机盎然的春天，“青春”、“励
志”、“活力”是当季的关键词。
在“黄金时代”版海报中，金色
的基调不仅彰显了海报品质，
更是暗示着真正黄金时代的到
来。剧中所呈现的上海，正是
一个充满机遇的“镀金时代”，
以陈思诚饰演的洪三元为首的
一众青年以“远大前程”为目
标，在人生最宝贵的黄金时期
勇敢无畏逐梦前行，彰显出一

种蓬勃向上的积极力量。
海报中，陈思诚目光如炬，

蹙眉思考。剧中他所饰演的洪
三元，从无足轻重的小人物逆
袭成长为有担当肩负大义的主
心骨，华丽的蜕变历程折射出
他为梦前行的勇气与坚定。袁
弘手扶礼帽，颌首低眉，呈现出
一股上流社会的名人气质。剧
中他所饰演的齐林与洪三元一
起闯荡上海滩追求梦想，从粗
布麻衣被动挨打，到西装革履
游刃有余，他追梦路上究竟发
生了怎样的故事也让观众充满
好奇。佟丽娅饰演的林依依一
改之前曝光的短发男装扮相，
此番女装柔美惊艳，与英姿飒
爽的“一爷”形成了鲜明对比。
郭采洁饰演的名门之女于梦
竹，俏皮优雅，其知性干练的海
归形象是先进思想的代表者。
以佟丽娅、郭采洁为首的女性
力量自成一派，她们为了追求
梦想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十
分令人期待。这种积极热血为
梦前行的青年力，不仅迎合了
两会“青年精神”、“幸福是奋斗

出来的”等主题内核，还势将成
为年轻人追梦路上的风向标，
引领逐梦风潮。此外，国家危
亡之际，剧中人物对个人利益
和家国大义的抉择也将成为本
剧的一大看点。

不仅有陈思诚、袁弘、佟丽
娅、郭采洁等实力青年演员热
血追梦，《远大前程》还汇聚了
半个娱乐圈的老戏骨，于纵横
捭阖之际，拼演技飚气场。陆
昱晟的扮演者，赵立新，学院派
中生代戏骨代表，不仅参演了
《芳华》、《芈月传》等多部作品，
最近在《声临其境》节目中也大
显身手，演技实力超然；霍天洪
的扮演者倪大红，无数经典角色
历历在目，戏骨级段位为本剧演
技值加持；张万霖的扮演者刘奕
君，从《琅琊榜》到《外科风云》更
是吸粉无数。除此之外，还有果
靖霖（果静林）、谭凯、富大龙、
成泰燊、连奕名等众多实力演
员霸气撑场，更有张俪、李念等
女演员添砖加瓦。既拼颜值又
拼演技，实力派演员之间的精
彩碰撞，相信《远大前程》会让

观众体验一把酣畅淋漓的飙戏
快感。

《远大前程》从主题的选取、
剧本的创作再到拍摄制作完成，
筹备了五年之久。该剧坚持内容
原创的原则，通过对多方势力大
格局的构建，以及对五十多位角
色群像关系的展现，彰显了该剧
的大气品质。同时，该剧还秉承
了高水准的制作，叙事节奏张
弛有度，干净利落，镜头运用媲
美电影水准。在强调内容为
王、原创红利的时代，《远大前
程》也将为中国原创力量注入
一针“强心剂”。

《远大前程》不仅是一部难
能可贵的原创年代大戏，其独
树一帜的喜剧元素，也是本剧
的一大看点。此前曝光的片花
就曾令不少网友感慨，“一般剧
众星云集的，没有这么多老戏
骨；戏骨多的，又没有这么搞
笑；搞笑的呢，又没有这么有品
质”。如此看来，《远大前程》将
有望成为引爆开春欢乐励志气
氛的观剧首选，值得期待。

（综合）

《远大前程》
定档4.1

新华社电 英超豪门曼联俱乐
部 22日在其官网宣布，同意与瑞
典前锋伊布拉希莫维奇解除合同，
立即生效，并感谢他对曼联的贡
献，祝福他一切顺利。

伊布在上述这则消息公布后
不久，在社交网站上发表贴文说：

“美好的事情也总会有结束的时
候。在曼联度过两个美好的赛季
之后，我们是时候向前走了。感谢
俱乐部、球迷、球队、教练、工作人

员和每一个与我一起分享过这段
经历的人。”

36岁的伊布在2016年夏天从
巴黎圣日耳曼加盟曼联，上赛季为
球队各项赛事出战46场，打进28
球。随后他在2017年4月份的一
场欧罗巴联赛的比赛中膝盖遭受
重伤，一直到 2017 年 11 月才复
出。本赛季他出场6次打进1球。

据法新社报道，他已经与美国
大联盟球队洛杉矶银河队签约。

中国杯中国男足0:6完败威尔士队

里皮直言犯了两个错误

曼联官方宣布与伊布解约

《人民的名义》续集今年开拍
聚焦金融反腐国企改革

印度电影《起跑线》碰撞“教育底线”

卸任美队！
克里斯·埃文斯证实
《复联4》为最后一部

受黎明当爸刺激？
乐基儿要在两年内当妈妈

众星云集逐梦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