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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东方卫视全新代际
相亲交友节目《中国新相亲》播
出了第十一期。在这期节目中，

“月老”张国立和“红娘”陈辰联
手促成两对嘉宾牵手，同时还引
爆了“剩女是否该将就”、“婚后
分房睡”等情感话题。女嘉宾肖
文静在节目中勇敢道出“剩女”
心声，对待爱情不将就的态度获
网友们点赞;独立自主的杨妍彦
提及婚后相处方式，“有需要可
以分房睡”的观点引发网友热烈
讨论。另外，还有男嘉宾杨剑雄
小姨在关键时刻献教科书级发
言，被赞“全场最佳助攻”。

女强人泪洒现场道“剩
女”心声

近日，34岁未婚女硕士在相
亲角被称为“郊区房”，再次让

“剩女”这个敏感族群成为大众
焦点。在上周《中国新相亲》节
目中，同样 34 岁的女嘉宾肖文
静也是人们眼中被事业耽误的

“剩女”。肖文静来自湖南怀化，
大学毕业后毅然辞去三甲医院
正式编制的工作，只身前往上海
奋斗，奉献出了十年青春，也交
出了一份令自己满意的答卷。

然而一心专注于事业，肖文
静在感情上却还没有找到归
属。相亲次数不下 50 次，但她
仍然期待那个值得依靠的他出
现。美丽、上进、有事业心，肖文
静获得了现场家长和男嘉宾的
一致好评。梁非凡和蔡程勇更
是频频来电，表示不介意年龄差

距，争取跟她牵手。不过，在理
智分析后，肖文静还是出于对地
域和成熟度的考虑，放弃选择。
在肖文静看来，大龄单身女性并
非就是“被剩下的”，没有该结婚
的年龄，只有该结婚的爱情。节
目播出后，迅速在网上引起了广
泛共鸣。有网友对肖文静的选
择表示支持和理解，“两个人在
一起并不是简单地搭伙过日子，
婚姻不该因年龄而将就。”也有
网友大赞“节目很真实，不强行
牵线”，“男女嘉宾都很优秀，希
望他们能早点遇到对的人”。

女嘉宾要求“婚后分房
睡”引热议

不只是肖文静，上周的另两
位女嘉宾也都很独立自主。来
自军人家庭的聂耳今从小就十
分有主见，其母亲也透露了自己
的教育理念，“任何事情都是她

自己做主，我从来不给她做主”。
而外表娇俏可爱的女嘉宾

杨妍彦，也是个连灯泡都自己换
的独立女生，习惯保留独处空
间。所以她甚至提出“婚后有需
要可以分房睡”的想法，希望在
需要保证睡眠质量或伴侣生病
感冒的时候，可以短暂分开。这
一观点瞬间引发众人的惊讶与
讨论，男嘉宾魏权汉果断表示介
意，而杨剑雄和沈充则认为可以
理解。节目播出后，这一话题也
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表示感觉奇
怪;也有人认为这一要求很正
常，在很多家庭都很常见。

虽然众说纷纭，但节目中最
令杨妍彦认同的，要数杨剑雄小
姨的见解。在小姨看来，只要是
合乎情理且短期的分房而居，都
不会影响感情，甚至还有“小别胜
新婚”的效果，直接给杨妍彦留下
了开明的印象。在做最后争取
时，杨剑雄小姨又一次献上“神助
攻”，“不应该用物质去衡量很多
东西，可是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到
他人生经验的积累”、“他还保有
一颗童心”、“你是‘动物园园长’，
我真诚希望你今天收了我们这个
动物园的‘饲养员’吧”，条理清
晰、情真意切的一番话既包含了
对杨妍彦个人喜好的尊重，又展
现男方的物质条件和性格优点，
助攻杨剑雄顺利牵手。“红娘”陈
辰惊艳大赞，“教科书级别的总结
陈词啊!”网友们也被这位模范小
姨征服，纷纷表示羡慕，“这样的
家长太加分了”、“小姨，下次我相
亲可以来助攻吗？”

第 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
奖典礼 15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
剧院举行，古天乐凭借在动作片
《杀破狼·贪狼》中出色饰演警察
李忠志一角，力压刘德华，首度
获得最佳男主角。

古天乐此前已在亚洲电影
大奖及香港电影导演会年度大
奖中获得最佳男主角。他在颁
奖典礼后说，“做这一行最重要

的就是坚持”，称自己坚持多年，
不懈努力，一直不放弃。

毛舜筠在电影《黄金花》中
饰演来自草根家庭、照顾自闭症
儿子的母亲，她以突破性的表演
获得金像奖最佳女主角。这是
她首度获此奖项。在台上发表
感言时，她用颤抖的声音说觉得
自己在做梦。她又感谢丈夫的
支持，承诺他及所有观众，以后

会做得更好。
在同一部影片中饰演自闭

症儿子的凌文龙获得最佳新演
员奖，他此前一直在舞台剧中活
跃，磨练十多年后终于在 32 岁
以“新演员”获得电影界关注。

同样苦尽甘来的还有姜皓
文，入行 33年来，他首次获得最
佳男配角奖，此前曾获得三次金
像奖提名。姜皓文还获得了最
佳衣着奖。

《明月几时有》当晚夺得最
佳电影在内的 5项大奖，成为最
大赢家，其中许鞍华第六度夺得
金像奖最佳导演，叶德娴获得最
佳女配角奖。

颁出专业精神奖是此次金
像奖特别暖心的一个环节，在电
影行业工作了 30年的茶水阿姐
杨容莲获得此奖，成龙笑说，在
片场没有见到她就会叫“救命”，
此番是特意回港为她颁奖。杨
容莲接过奖座后，全场电影工作
者都起身为她鼓掌喝彩，场面令
人动容。（舟晓）

4月16日，导演陈嘉上突然发
微博称，他被某知名女星指控曾
性侵郑爽，从朋友处听到此传闻
非常生气，他愤怒否认传闻，并称
愿与该女星对质，还请女星停止
传播谣言，否则将公开此女星，并
追究到底。

据悉，导演陈嘉上曾与郑爽
合作电影《画壁》，当年郑爽还凭借
此片获得了香港金像奖最佳新人

奖的提名。拍摄期间，导演陈嘉
上和演员们关系都不错，他和郑
爽也曾拍到一起出行。

陈嘉上微博全文：闻最近一
位知名女星在朋友谈话中，指我
当年曾威胁郑爽且性侵等等。一
位朋友找上我友求证。我原对此
等八卦胡编并不重视，但话出自
一位尊贵的女星之口我不得不重
视。不知这女士从何处得到这消

息，我很愿意和她对质。若不敢
站出来的话就请立即停止这等不
负责任的言论，否则我将再公开
追究。 （综合）

由潘越执导，李小冉、于和
伟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喜剧《下
一站，别离》于16日晚正式登陆
浙江卫视、江苏卫视黄金档，该
剧以时下最常见的情感问题为
蓝本，讲述了新时代都市男女在

对爱情心灰意冷后，重新领悟人
生与爱情真谛的故事。李小冉
在剧中饰演盛夏，此次她重回

“毒舌”模式，与于和伟饰演的秋
阳上演爆笑契约婚姻。

《下一站，别离》中，聚集了
诸多患有情感“疾病”的精英，李
小冉饰演的盛夏便是其中一
个。她是一名男科女医生，但看
似一帆风顺、人生赢家的她却在
情感上一波三折、几经波澜。在
盛夏看来，结婚是她一生中最重
要的事：“要找一个彼此相爱，能
给我幸福的男人。”但这点却久
久未能实现。剧中，盛夏是一个
成功的事业型女性，言辞犀利，
和秋阳开始了契约婚姻。但李
小冉表示，虽然盛夏的性格强
势，内心却是十分柔软的，并称
其与自己的性格十分相似。而
为了演绎好盛夏“早更”的状况，
李小冉还查阅了相关资料，可谓
准备充分。

“剩女”是否该将就？
《中国新相亲》女嘉宾态度获赞

“月老”张国立

古天乐首度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古天乐与毛舜筠

《下一站，别离》
李小冉开启“毒舌”模式

女星曝导演陈嘉上曾性侵郑爽
陈嘉上否认：来对质，或者停止传谣

新华社电 尤文图斯门将布
冯因在客场与皇马的欧冠比赛
中咆哮裁判而被红牌罚下。近
日，他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
表示，裁判既年轻又固执，不该
来执法事关重大的关键比赛。

尤文 11日客场在与皇马的
欧冠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较
量中，比分一度以3:0领先（总比
分3:3平），但在补时阶段主裁判
奥利弗判给皇马一个点球。布
冯为此怒不可遏，对着裁判咆
哮，被红牌直接罚下。随后，C
罗命中点球，淘汰尤文。

回到意大利后，布冯近日第

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谈及当时发
生的一切。他说：“我认为，他们
派了一个太稚嫩的裁判来执法
这样一场重要的比赛。他既年
轻又固执……他这样一个年轻
人被置于那样一个极端复杂、极
端混乱又极端重要的境地，确实
也很难为他。”

布冯认为，裁判扼杀了一场
史诗级的比赛。他说：“这是一
场无法复制的比赛。我们本来
可以书写彪炳尤文、意大利足球
史册的光辉一页。我们的胜利
可以与罗马的相提并论，那将是
多么的难以置信、多么的疯狂！”

4 月 16 日，白百何在个人
有声电台《何她说》节目中回应
自己发福：不好意思，去年胖了
一整年，我觉得可能是压力肥
吧。

有网友吐槽《南方有乔木》
中白百何胖了不少，浑圆的下
巴和略显粗壮的手臂让人感叹
是不是剧组伙食太好。对此，
白百何也在其个人有声电台
《何她说》中大方回应是压力
肥，并直言自己在拍戏之余会
想办法把身边工作人员喂胖，
结果大家同归于尽，调侃“如果
不演戏，可能会成为最红的美

食博主。”“减肥真的太难了，尝
试了各种方法，最近终于有了
一些成效，我还是想说，美应该
是多样的，接受并喜欢每一个
当下的自己。”（综合）

白百何减肥有成效
坦承去年因压力胖了一整年

16 日，跑男团在山西太原
录制《奔跑吧》新一期时突发状
况，在抛学士帽环节，李晨被高
空落下的学士帽磕伤了额头，
顿时血流不止，只能紧急中断
录制，在邓超的陪同下坐上救
护车被送往就医。

包扎完毕后李晨立刻回到
现场继续工作，惹得粉丝心疼
不已。事后，李晨本人在微博
上晒出了额头的受伤情况(如
图），被学士帽一角砸出一个不
小的伤口，还需要去医院再次
缝合，同时不忘告诫大家要吸
取他的教训，“之前不知道，以
后大家也要注意哟，人多的时
候抛学士帽一定要小心”，并对
节目组的急救措施表示感谢。

高空抛学士帽具有很大的
危险性，曾有人专门拿不同重

量的帽子去测试，结果表明最
轻的学士帽一角都能造成不小
的伤害。范冰冰随后也转发了

“学士帽伤人”的消息，表示毕
业季的同学们要注意安全，细
心叮嘱的行为十分暖心了。

学士帽伤人！

李晨录制节目被磕伤额头

布冯：皇马-尤文之战裁判太年轻太固执

陈嘉上与孙俪、郑爽等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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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大洋一号”4月 16
日电 16 日，我国最先进的自
主无人潜水器“潜龙三号”搭乘

“大洋一号”科考船抵达南海海
域。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它将完成
海上试验与验收，并进行试验性
应用。

“新华视点”记者带您独家揭
秘此次“潜龙三号”首次亮相的海
试和试验性应用任务。

首次亮相将完成哪些
任务？

据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副主
任李波介绍，为满足大洋矿产资
源勘查和大洋科学考察需求，
2016 年 9 月，大洋协会与中科院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国家海洋局
第二海洋研究所签订了“潜龙三
号”4500米级自主潜水器建造合
同。

“大洋一号”船综合海试B航
段首席科学家蔡巍说，本航段将
通过使用“大洋一号”在南海开展
相关设备试验，完成重大装备海
上验收，推动“潜龙”系列潜水器
的发展。“潜龙三号”将进行海试，
对其主要技术指标和功能进行验
证，并根据需求，在天然气水合物
试采区和多金属结核试采区进行
试验性应用。

在“大洋一号”船后甲板，记
者看到了“潜龙三号”。其长 3.5
米、高 1.5米、重 1.5吨，外形像一
条橘黄色的鱼。

“潜龙三号”总设计师刘健
说，别看它长得像条萌萌的“小黄
鱼”，但能量不小。在深海复杂地
形进行资源环境勘查时，具备微
地貌成图、温盐深探测、甲烷探
测、浊度探测、氧化还原电位探
测、海底照相，以及磁力探测等热
液异常探测功能。

“这种非回转体立扁鱼形设
计，依据的是水动力优化计算的
结果，有利于它在复杂海底地形
中垂直面爬升，同时具备水面航
行能力。”刘健说。

刘健说，“小黄鱼”的 4 个
“鳍”是 4 个可旋转舵推进器，靠
操控推进器灵活前进后退、上浮
下沉；“尾巴”上安装的是磁力探
测仪；“嘴巴”是前视声呐，可以将
潜水器采集的声学数据转化为图
像，用以识别障碍物和周边环境，
随后在主控计算机的控制下通过
自主转动和躲避，保障自身安全
和正常作业。

进行了哪些技术改进？

据了解，“潜龙”系列潜水
器目前共研制了“潜龙一号”

“潜龙二号”“潜龙三号”。“潜龙
一号”自去年太平洋作业后，回
到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做“保
养”。“潜龙二号”于数天前在印
度洋完成第50次下潜。

“‘潜龙三兄弟’在调查作
业方面各有特点，在应用领域各
有所长。”刘健说，6000米级无
人无缆潜水器“潜龙一号”，是

个长4.6米、直径0.8米的桔红色
圆柱体，可通过使命规划实现水
下自由行动，最大续航能力可达
到30小时。

刘健说，“潜龙一号”的设
计，是以多金属结核资源调查为
主要任务，一般在海底五六千米
地势较平坦的深海中作业。而

“潜龙二号”“潜龙三号”主要是
以探测深海热液多金属硫化物等
为主要任务，可以在地形起伏上
千米的地方完成约 30 平方公里
的探测作业。

记者看到，“潜龙二号”和
“潜龙三号”如一对双胞胎，外
形和体重几乎都一样。刘健说，
两者均可在复杂的地形下运行，

“潜龙三号”是在“潜龙二号”
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

比如，针对原来一些电子设
备能耗较高的问题，新的潜水器
进行了改进；国产化程度更高，
惯性导航系统等核心部件由进口
改为国产；推进系统噪声降低、
抗流能力得到加强；声学成像质
量得到相应提高。此外，“潜龙
二号”最长可工作 30 多个小
时，“潜龙三号”预计将有显著
提高。

“大洋一号”船综合海试 B
航段领队韩喜球，曾在印度洋海
域从事深海热液多金属硫化物资
源调查和研究多年。她表示，

“潜龙三号”的研制，将使海底
资源探测能力如虎添翼，将显著
推进我国海底资源探测进程。

多种潜水器协同探索
深海奥秘时代即将来临

“潜龙二号”“潜龙三号”都是
中国自主研发的 4500 米级深海
资源自主勘查系统，也是目前国
内最先进的自主水下机器人。既
然有了“潜龙二号”，为何还要研
制“潜龙三号”？李波说，深海大洋
蕴藏着无穷的宝藏和科学奥秘，
进入深海大洋，离不开深海装备。

“潜龙”家族的主要目标，是对深
海资源进行大范围精细探测，更
好地为大洋资源勘查和深海科学
调查服务。未来，“潜龙”家族规模
将更大，工作模式将是多台协同
水下作业。

“它们可以开展集群作业、协
同作业。一船带多个潜水器出海，
可以节省成本、更有效率。”刘健
说，“潜龙兄弟”同时下海作业，可
以通过规划路径让它们之间互不
干扰。

除此以外，“潜龙兄弟”不仅
可以相互抱团，还可以与“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海龙”系列无人
有缆潜水器等其他“龙家族”合
作。“蛟龙”号、“海龙”系列适合定
点或小区域精细作业，“潜龙”系
列的活动范围更大，其相互配合，
能提升作业效率和水平。

据悉，今后，一船同时带“潜
龙”“海龙”出海的航次安排会经
常出现。人们可以期待，在不久的
将来，服务于深海探测的“蛟龙”
号新母船建成后，将同时搭载“蛟
龙”“海龙”和“潜龙”出海。

地 址 ：丹 阳 市 开 发 区 东 方 路 报 业 大 厦 咨 询 、订 版 热 线 ：86983022

今日送稿明天见报今日送稿明天见报
（（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个标点和数字算半个字）

◆遗失类广告：每件100元
◆分类广告：一行16个字50元收费标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市场

方便快捷 价格便宜 天天都有 欢迎预订

信息
★★

★★

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商业信息
2●承接健身设施塑胶场地、各类塑胶球场及健
身房的方案、营造 、维修、翻新。18605241188景

出售信息
●普善厂房5300m2，两层，证齐全18605252727
●大泊天工工业园厂房4446m2,土地7.6
亩，两证齐全，电话：13706105119芮

出租信息
●开发区葛丹路400m2厂房出租，13615262667
●练湖厂房1000m2出租，17768773779

遗失信息
●郭庆齐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正本，证号：321181311130，声
明作废。
●江苏轩扬光学仪器有限公司原
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物资回收利用公司窦庄
收购门市部税务登记证副本遗
失，税号：32118114241302X，声明
作废。
●丹阳市物资回收利用公司金灿
收购站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编号：
321181000201606060325，声明作
废。
●丹阳市物资回收利用公司金灿
收购站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物资回收利用公司如仙
收购站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编号：

321181000201606030222，声明作
废。
●丹阳市皇塘镇彤辉机械配厂原
公章和法人“荆秀芳”私章遗失，
声明作废。
●丹阳市大众旅行社银行开户许
可 证 遗 失 ， 核 准 号 ：
J3141000231302，声明作废。
●王金军遗失就业证，证号：
3211812017000407，声明作废。
●丹阳市司徒镇光辉煤矿钻探工
具厂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
号：J3141003402101，声明作废。
●苏子龙遗失就业创业证，证号：
3211813017008823，声明作废。
●丹阳市泰龙电器有限公司机电
分公司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编号：
321181000201406130103，声明作
废。
●丹阳市胜元模具有限公司原财
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 马 钰 遗 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L320118171，声明作废。
●孙晖遗失丹阳市云阳镇一爪天
下小吃店营业执照正本，编号：
321181000201707050013，声明作
废。
●贡丹斌遗失丹阳碧桂园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销售不动产统一发
票（自开）贰份，号码：00035939、
00516593，声明作废。
●丹阳市响声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604150108，声明作
废。
●丹阳菲菲兆阳健康服务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正本编号：
321181000201508180043，副 本 ：

321181000201508180082，声明作
废。
●丹阳市陵口镇景莱皮鞋厂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正本编号：
321181000201401160088，副 本 ：
321181000201401160089，声明作
废。
●丹阳市开发区花生花房花店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509240133，声明作
废。
●丹阳市开发区新感觉内衣店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税号：
32010319661010213216，声 明 作
废。
●丹阳市徐佩如服饰有限公司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208020019S，声 明
作废。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袁竞芬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新世纪花园 4 幢 1 单元 401 及
车 库 、丹 房 权 证 云 阳 字 第
01020074 号 房 产 证 、丹 国 用
（2005）字第 10474 号土地证遗失
（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申请补发，现声明该房产证和土
地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4月16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陈伟因保管不善，将坐落于
凤翔花园 99-83、丹房权证开发
区字第 02006320 号房产证遗失
（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申请补发，现声明该房产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4月16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冷锡钟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全福花园 6 幢 1 单元 202 室、
8100100800308030290006 分割证
遗失（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
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分割证
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4月16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吴梅玲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凤美新村 15 幢 402 室、丹国用
（1999）字第 1532 号土地证遗失

（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申请补发，现声明该土地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4月16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赵和生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跳板宏图桥、丹房权证皇字第
157214号房产证遗失（灭失），根
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
现声明该房产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4月16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郭双进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埤城镇镇中路、不动产所有权
人韦国兴的不动产证明他项权证
号为20119769号的不动产证明遗
失（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
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不动产证
明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4月16日

我国最先进自主潜水器首次亮相！

“潜龙三号”将完成哪些海试和应用任务？

这是4月15日拍摄的停靠在厦门现代码头的“大洋一号”科考船。当
日，搭载“潜龙三号”无人无缆潜水器和70名科考队员的“大洋一号”科考
船从厦门起航，奔赴南海执行“大洋一号”综合海试B航段科考任务。
这也是目前我国最先进的自主无人潜水器“潜龙三号”首次出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