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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感受激情、宾馆尽享氛围、家中休闲惬意

世界杯开战了，你会在哪儿看球？

本报讯（记者 马骏）第 21
届世界杯日前拉开了序幕。俄罗
斯队 5：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创
下了世界杯揭幕战史上最大的分
差纪录；摩洛哥队读秒的乌龙“绝
杀”功亏一篑；顽强的冰岛队 1:1
逼平强大的阿根廷队……一场场
精彩有趣的比赛让广大球迷直呼
过瘾。

记者近日走访了解到，球迷
们或怡然自得地在家中享受“个
人足球之夜”、或与球友们到宾馆
开房看直播图热闹、或在高校宿
舍用电脑手机看网络直播、或到
酒吧边饮酒边看球……尽情享受
着本届世界杯。

酒吧看直播感受世界杯激情
恰逢周末，我市不少球迷选

择到酒吧边饮酒欢聚边看球。“四
年一战，巅峰对决，激情世界杯！”

“世界杯期间本酒吧全程高清大

屏幕直播”“不定时送出世界杯限
量版品牌啤酒”……记者从市区
多家酒吧了解到，世界杯期间，店
家纷纷推出五花八门的活动，为
了让球迷们观看赛事，一些酒吧
的营业时间也做出了适当调整。

“好热闹，今晚来这里的人几
乎都是冲着世界杯直播而来的。
梅西罚点球的时候，整个酒吧都
安静了。罚失的那一瞬间，全场
爆发出了一阵叹息。”26岁的姜
小姐昨晚跟着一帮朋友来到位于
金鹰天地的“醉美”酒吧看球，她
兴奋地说，“揭幕战那晚我是被朋
友拉过来看球的，俄罗斯队进了
5个球，每一次进球，大家都会欢
呼一阵，实在是太有感觉了。我
充分感受到了世界第一运动的魅
力，感觉很好，以后还会再来。”记
者了解到，为了吸引更多球迷前
来看球消费，该酒吧加装了 8台

55寸 4K高清电视，并安装了 200
寸的激光投影，让酒吧里的消费
者都能清晰地观看世界杯赛事。
酒吧一位负责人表示，世界杯的
到来让酒吧里几乎每晚都爆满，
酒吧推出的一些优惠活动也都受
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球友宾馆尽享世界杯氛围
大堂里拉满了本届世界杯

32强的小彩旗，天花板上悬挂着
一个个黑白相间的小足球，打出
豪华大床房“世界杯激情夏日套
餐”等促销海报……随着世界杯
的到来，我市一些宾馆、酒店也抢
抓商机，贴上五彩缤纷的世界杯
宣传画以及世界杯球赛北京时间
的直播一览表等。

市民刘先生专门在市区一宾
馆开了间房和几位球友一起看
球。每场比赛开始前，大家互猜
比分，每当有进球，大家一起尽情
振臂欢呼，玩得很开心，“对于球
迷来说，世界杯是我们四年一度
的重要节日。之所以到外面宾馆
开房看直播，一是怕影响家人和
邻居休息，特别是有的球友有小
孩马上就要中考了；二是酒店环
境不错，有空调，有高清大彩电，
更重要的是能和几位球迷一起看
世界杯，边看边聊，有共同话题，
气氛更足！”

恰逢周末，90后的小高邀请
了大学时代的同学一起来丹阳看
球。“我们上大二那会儿刚好是南
非世界杯，我记得我们晚自习请
假回宿舍看球，大家围坐在一台

电脑前看球赛、吃西瓜，真是难忘
的回忆啊！如今同学们基本都有
孩子了，一年到头也难得聚一次，
现在因为世界杯，大家安排好时
间后一起来我这里聚聚，顺便一
起看球，实在是太激动了。”

大学生齐聚宿舍看比赛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同样吸引

着高校学子。来自我市南师大中
北学院的小陶告诉记者，自从本
届世界杯开始后，不仅是男生为
之疯狂，不少女生晚上也都在被
窝里拿着手机看直播，“我平时不
怎么关注足球比赛，连个‘伪球迷
’都算不上。”小陶说，自己如今晚
上看球也是因为被学校里的世界
杯氛围感染了，“现在同学间聊得
最多的话题就是前一晚的世界杯
赛事，如果不看看，连话都插不
上。”小陶表示，有的女生甚至还
会花几十块钱参与竞彩。“因为不
懂球，她们会向男生请教，看哪个
队有可能赢。有意思的是，直到
目前，那些咨询后购买竞彩的女
生基本上都输了，而一些乱猜的
却赢钱了。事后女生们向男生提
出质疑，结果男生们一句话就把
她们怼回去了——足球场上什么
事都可能发生，这就是足球的魅
力。”小陶哭笑不得地说道。

“一个多月前，我们就已经在
热盼世界杯了。人越多越好玩，
阿根廷队比赛那天，我们就和隔
壁几个宿舍加起来总共 12名男
生，聚在一起用笔记本电脑看的，
还提前准备了花生、瓜子、可乐

等。虽然梅西罚失点球后，大家
都挺郁闷的，但这样的经历却让
我觉得很过瘾，很难忘，比起平时
大家各做各的事，现在这种氛围
才是我理想中的大学生活。”来自
中北学院的小郑说道。

安坐家中和家人看球最惬意
“世界杯肯定是要看的，4年

才一次啊，我一场都不想错过！”
家住在开发区的球迷岳先生今年
30多岁，他说自己从小学开始就
看世界杯赛事的电视直播了，此
后每一届都没有错过，尤其是“一
头一尾”的揭幕战和决赛，更有特
殊意义。“我一般习惯在家里看
球。”岳先生说，“晚上先提前休
息，手机闹钟响了再起床，打开电
视看直播，饿了、渴了可以到冰箱
里找东西吃喝补充能量，中场休
息时还可以靠在沙发上打个盹，
既舒服又方便，尽量不影响白天
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41 岁的市民冷先生说：“我
也算一名资深球迷了，每届世界
杯都会关注。昨晚和家人一起在
家里看球，一边欣赏一边交流观
赛感受和心得，其乐融融。”冷先
生说，自己的儿子眼下正在上小
学，平时父子俩都很关注体育赛
事，遇到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自然
不想错过，“我在世界杯赛事开始
前就去超市买了啤酒，给儿子买
了饮料，晚上如果时间不是太晚，
我都会和儿子一起在客厅的沙发
上看完比赛，这种感觉真的挺幸
福的。”

众多球迷在酒吧内观看世界杯比赛。记者 马骏 摄

划设出租车通道 非机动车道变窄
市民疑惑：这究竟方便了谁？

本报讯（记者 茅猛科）“本
来好好的非机动车道，硬是被划
设的出租车通道压缩了一半的
宽度，而现在里侧的非机动车道
上却又停放了不少非机动车，使
得过往行人的通行变得很不方
便。”昨日中午，市民钱女士拨打
本报民生热线 86983119 反映，
吾悦广场 2 号门北侧的非机动
车道上最近突然划设了出租车
通道，使得那一段非机动车道突

然变窄，过往市民感觉很不习
惯。

接到电话后，记者随即赶到
吾悦广场 2号门附近。在现场，
记者看到原本宽阔的非机动车
道到了这里突然变窄，几辆出租
车正停靠在公交站台内侧新划
设出来的出租车通道内。而在
缩减了一半宽度的非机动车道
上，则停放了一排非机动车，还
有载客的三轮车停在此处待客，
使得本来不是很宽的通道变得
更为狭窄。一些市民骑着电瓶
车、三轮车从这里经过，只能小
心翼翼地缓缓通行。

“这里的非机动车道被划出
一半作为出租车通道已经有一
个星期了吧。好好的车道，到这
里突然变窄，又没有什么标志，
感觉很不习惯。”家住名都新贵
小区的钱女士告诉记者，她每天
中午和晚上下班回家都要从这

经过，人多的时候这里显得很是
拥挤。“吾悦广场这里的客流量
相当大，出租车的需求也就比较
多，可能是因为上下班高峰期间
出租车停车载客影响了机动车
道的通行，所以才在非机动车道
上划设了出租车通道吧。”一位
骑着电瓶车经过的市民说，以前
这里就天天有非机动车停在路
边，只是当时整个通道相对比较
宽，对过往行人影响还不是太
大。然而现在，如果路边再停放
非机动车的话，通行就很不方便
了。“尤其是晚上，路边停放的非
机动车更多，经常会把整个通道
堵塞。”该市民说，“在这里划设
出租车通道，方便了出租车，方
便了机动车，但却是影响了非机
动车道的通行，当初设置的时候
是否考虑到了这一点呢？起码
也应该对路边的非机动车停放
有所管理吧？”

记者 茅猛科 摄

图片新闻

近日，记者在吾悦东侧发现，名都新贵后面通道上停放着
一排汽车，其中最外面的一辆汽车几乎完全占据了善巷路一侧
的非机动车道，过往行人经过时不得不绕到机动车道上行驶。
附近一位居民告诉记者，这里经常有人将车子这样停放，希望
有关部门能加强管理，也希望车主们在自己方便的同时能与人
方便。（记者 茅猛科 摄）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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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荧屏满溢青春气息

虽然暑期档观众群以学生
哥为主，但电视台依然不会忽
视“妈妈观众”，因此，轻松欢
快的家庭剧同样有排播。

据悉，何赛飞等主演的
《老妈的桃花运》即将开播。该
剧讲述 50岁左右提前退休的老
妈丁香香，在帮大龄女儿相亲
时，自己却意外被相亲对象看

中，陷入一段“桃花运”的故
事。与现下不少都市情感系列
电视剧的关注点不同，《老妈的
桃花运》 另辟蹊径，关注起父
辈、母辈们的幸福指数，让 80
后、90后们在追求自己幸福生
活的同时，也能直面父母们对
爱情的追求。提起自己饰演的
丁香香，何赛飞表示：“丁香香

有着传统美德，爱家庭、爱子
女，但同时内心又是向往浪漫
的。她有句台词特别好：‘我虽
然是寡妇，可是寡妇也是人，
为什么不能追求自己的幸福
呢？’。”

此外，倪大红、凌潇肃、
王智领衔主演的《超级翁婿》
讲述了朱利（倪大红 饰）与准

女婿何欣（凌潇肃 饰）不打不
相识，一路斗智斗勇的故事。
《超级翁婿》改变了以往家庭剧
的矛盾重心，将婆媳之间的尖
锐斗争转移到了翁婿身上。作
为一部家庭伦理喜剧，《超级翁
婿》立足生活，以翁婿间的搞
笑经历引出观众对于亲情与爱
情的思考。

高考落下帷幕后，荧屏暑期档也悄然来临。这个档期收视之争主要看“学生哥”的喜好，赢
得年轻观众的关注和激发他们参与讨论至关重要。因此，从各大卫视和视频平台陆续公布的
剧目安排中不难发现，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全新翻拍的《流星花园》，迪丽热巴领衔的《一千
零一夜》，鹿晗、关晓彤主演的《甜蜜暴击》、鞠婧祎主演的《芸汐传》等将聚集暑期档。究竟哪
一部作品最能抓住“学生哥”的眼球？

去年，柴智屏宣布重拍《流
星花园》，自此围绕该剧的话题
就源源不断。多年前，大 S、F4
的《流星花园》曾掀起过收视狂
潮，今年该剧在网络重播也引起
众多讨论，如今新版《流星花园》
定档湖南卫视，不知能否再塑言
情偶像剧的辉煌。

今年，大S、言承旭等主演的
《流星花园》在网络重播，出人意
料地成为“新晋网红”。剧中的
造型、故事情节等，都让观众感
叹“一言难尽”。有网友表示：

“当年看《流星花园》，永远记得
的是道明寺那个大男孩，永远会
为之流眼泪的是道明寺和杉菜
跨越身份，最终相守在一起的纯
爱。”

而杉菜的左摇右摆，也被网

友批评“真的很心机”，“从前觉
得梦一样美，现在却觉得玛丽
苏”。连饰演杉菜的大 S本人也
在大家的吐槽声中忍不住发微
博回应：“是的，我承认，当初演
到杉菜举棋不定的时候，我跟蔡
导说‘我讨厌她，不会演’，导演
说服好久，说什么她还年轻不懂
感情的事，一个平凡的女孩突然
被两个大帅哥示爱，难免晕头转
向……总之，我演到一半就不喜
欢杉菜了！但还是尽量演到不
让观众太恨她。当年的观众都
很单纯，就这么放过杉菜了。哪
知上辈子的戏又重播了，这下漏
洞百出。我很努力地美化了
她。”

值得留意的是，《流星花园》
重播，一上线就在一周内突破

1.6亿观看人次，时隔 17年人气
依旧，这也让新版《流星花园》备
受期待。新版《流星花园》由沈
月、王鹤棣、官鸿、梁靖康、吴希
泽主演。从该剧海报和预告片
看，还原旧版意图明显。

在新《流星花园》的预告片
中，道明寺与杉菜的爱情成为预
告片主线，从冲突、反感、暗生情
愫到轰轰烈烈的爱情，看得观众
怦然心动。此外，预告片中几乎
囊括了旧版中大多数的经典情
节，比如“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
干嘛”“当你想哭的时候，就倒
立，这样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了”
等台词都让人回味。不过，不少
观众吐槽，该剧预告片中配音

“让人出戏”“光听声音还以为是
真人版动画”。

在这批待播剧作中，年轻
演员挑起大梁，他们将集体

“承包”这个档期的收视。相
对新版《流星花园》的新面孔
来说，《一千零一夜》《爱情进
化论》《甜蜜暴击》等都是观
众熟悉的“老面孔”。

其中，迪丽热巴、邓伦
《一千零一夜》将在本月底登
场。据悉，热巴饰演的凌凌七
是一个天真善良却生性自卑的
小姑娘。一场“意外”让她可
以进入心上人柏海的梦境，凌
凌七暂时放下了自卑懦弱的缺
点，努力帮助柏海克服童年时
候留下的心理阴影。在梦境和
现实的交错中，相互治愈的两
个年轻人，收获了美好的事业

和爱情。从该剧目前公布的
“路透”照片看，该剧清新治
愈，加上热巴的高人气，拿下
高收视应该问题不大。

由张若昀、张天爱主演的
《爱情进化论》也确定在暑期
档开播。该剧讲述了十年好友
鹿飞和艾若曼于青葱少年时相
识，在从校园步入社会的十年
间里，相互陪伴成长，各自寻
找对自我与爱情的故事。《爱
情进化论》中集结了新生代演
员张若昀、张天爱、许魏洲
等，又有许娣、谢园等戏骨加
持，清透简洁的造型也让观众
在不同人物身上找到契合点。

由鹿晗和关晓彤合作的
《甜蜜暴击》也有望于暑期在

湖南卫视播出。格斗是《甜蜜
暴击》不同于其他青春校园剧
的亮点设计，剧中的学校不是
常规的高校，而是人均武力值
都很高的体育学校，所以拥有
拳击、跆拳道、武术等花样繁
多的运动社团。剧中，有从菜
鸟小白成长为赛场王者的“进
行式高手”明天 （鹿晗 饰），
也有一开始就站在顶点的“女
王 型 高 手 ” 方 宇 （关 晓 彤
饰），还有大排档上练出的街
头霸王“炒面高手”孙澔（裴
子 添 饰） 等 ……《甜 蜜 暴
击》里既有人气演员，也有青
春热血的情节，很适合暑假这
个档期。

在众多青春偶像剧的“包
围”下，根据网络 IP改编的玄幻
剧能否在收视上有好的表现？

下周一起，杨幂、阮经天领
衔的《扶摇》将跟观众见面。该
剧讲述平凡少女扶摇，为解救同
伴踏上五洲历险征途，在此过程
中意外结识长孙无极，并与其相
知相爱并肩而立，历经磨难披荆
斩棘的故事。近日该剧曝光了

“霓裳篇”特辑，酡红、嫣红、黛
蓝、鹅黄、蔥青等颜色多彩生辉，
可见服化道之用心。

杨洋、张天爱、吴尊、王丽

坤领衔主演的《武动乾坤》也
有望在暑期档播出。《武动乾
坤》故事主要讲述了小镇家族
中 的 边 缘 弟 子 林 动 （杨 洋
饰），同一众出生入死的挚交搭
档，历经漫漫修炼征途最终扫
除异魔忧患的传奇热血故事。
该剧近日曝光“动情”版预
告，以细腻悲壮的叙事方式展
开了林动、应欢欢（张天爱饰）、
凌清竹（王丽坤 饰）三人在“情
动”中重塑的纠葛情感。

吴磊、林允等主演的《斗破
苍穹》同样是改编自同名网络小

说的玄幻作品。该剧讲述了天
才少年萧炎突然丧失了修炼能
力，种种打击接踵而至，但他毫
不气馁，经过艰苦修炼最终成就
辉煌。

有意思的是，《武动乾坤》
《斗破苍穹》原著小说作者都是
天蚕土豆，而且两部作品目前虽
然没有最终定档，但各播出平台
都已经透露了今年暑期档要播
出的消息。对于书迷来说，更喜
欢看这位作家哪部作品的影视
化改编？更期待书中哪个人物
走上荧屏？或许有点难选吧。

>>>相关阅读《老妈的桃花运》《超级翁婿》欢快温情

《动物世界》揭幕
上海国际电影节

新华社电 第 21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 16日晚揭幕。“一带一路”
成为本届电影节最耀眼的元素之
一。

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年首次在
主题板块设立“一带一路”电影
周，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展映
和圆桌论坛等。来自“一带一路”
近 50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0多部
电影报名参赛参展，其中 154部
影片脱颖而出，被列入电影节各
展映单元。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共收到
来自 108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名影
片 3447 部，比 2017 年的 2528 部
有较大增长。

中国著名导演、演员姜文出
任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
委会主席。由韩延导演，李易峰、
周冬雨等主演的中国国产故事片
《动物世界》为本届电影节开幕影
片。

诞生于 1993 年的上海国际
电影节，是中国唯一的国际A类
电影节。经过 20多年的历史积
淀，上海国际电影节已成长为亚
洲最具规模和品牌影响力的国际
电影活动之一。

本届电影节于6月16日至25
日举办。

新华社电 美国拳击手史彭
斯 16日在达拉斯与墨西哥挑战
者奥坎波的对决中，在第一回合
就将对手击倒，捍卫了国际拳联
次中量级拳王荣誉。

史彭斯过去 4年职业生涯保
持不败，曾 21次击倒对手，并取
得了 11连胜的成绩。他的挑战
者奥坎波同样不是等闲之辈，他
在此前的职业生涯中保持全胜战
绩。

不过比赛开始不久，史彭斯
就用一记右拳在一万两千名观众
面前将对手击倒。“我有点失望。
我希望让买票的人觉得比赛能值
回票价。这场胜利很棒，就是比
赛太短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描述
它。”史彭斯在赢得胜利后说。

奥坎波则在赛后难掩失望。
“我在第一回合快结束的时候有
点自信过头了。”奥坎波说

史彭斯一回合
击倒奥坎波
捍卫金腰带

全国U17女子自由式摔跤锦标赛

云阳学校陆祎凤
获65公斤级冠军

2018 年全国女子 U17 女子
自由式摔跤锦标赛日前在山东
博兴举办，丹阳云阳学校（体校）
运动员陆祎凤参加 65 公斤级的
比赛，本级别共有 28 人参赛，经
过激烈的拼搏，陆祎凤最终获得
本级别冠军，该校另一位队员赵
秦获得 61 公斤级第三名。本次
比赛共有37支代表队参赛，参赛
运 动 员 245 人 。 图 为 陆 祎 凤
（右）、赵秦(左)在比赛现场。

（记者 溢真 通讯员 周竹

生 摄）

新《流星花园》到底是纯爱还是玛丽苏？

《一千零一夜》《爱情进化论》后，还会有《甜蜜暴击》

《武动乾坤》《斗破苍穹》“天蚕土豆”左手打右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