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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魏郡

玉） 16日下午，市总工会举办了
手机摄影技术培训课的结课颁
奖仪式，老师从60余位摄影爱好
者近百幅作品中挑选出了 10 幅
获奖作品，并给10位摄影爱好者
颁发了奖品。

此次培训是今年“工会服务
贴心送”培训系列之一，课程共

计10个课时，旨在提高职工摄影
水平，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在职工们取景万善公园的摄影
图片中，《家有小女初长成》等图
片受到了老师的大力赞赏。同
时，老师深入浅出地从构图、调
光、选景等角度进行点评，指导
职工如何更好地、更具艺术化地
拍出优秀的照片。

17日下午，市体育舞蹈运动协会组织几十名会员，来到丹凤温馨
园进行中秋慰问演出，为老人们送来了欢乐。

（记者 李潇 通讯员 司马玉良 摄）

本报讯 （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蒋春葆） 15 日傍晚，位于市
郊大运河西北侧的城北码头传
来阵阵掌声。我市十余名民间
文艺志愿者来到船民中间，以一
场器乐戏曲歌舞表演，为他们送
去中秋佳节的问候。

据悉，随着中秋及国庆的临
近，考虑到船民长期处于快节奏、
高压力的水上工作状态，精神生活
较为匮乏，同时也为排遣船民的思
乡情绪，营造喜庆浓厚的节日气
氛，市交通运输局航道管理处联合
市摄影艺术协会，特意邀请了我市
十余名活跃的文艺志愿者带来了
此次“迎中秋 民乐进船家”小型露
天文艺表演。

当天的演出精彩纷呈，文艺
志愿者先后展示了葫芦丝、笛
子、双管巴乌、古筝合奏、戏曲歌
舞等才艺，吸引了50余人到场观
看。不少船民表示，他们长期远
离家乡，在外漂泊，这是第一次

“零距离”欣赏如此美妙的露天
文艺表演，演员们的表演使他们
开拓了艺术视野，提升了审美情
趣，也让他们深深地感受到改革
开放 40 年来丹阳交通航道的发
展变化。“通过‘民乐进船家’演
出活动，不仅拉近了我们与广大
船民的距离，还能充分展示丹阳
航道‘和谐领航 服务有道’的文
化形象。”市航道管理处负责人
如是说。

“迎中秋 民乐进船家”文艺晚会精彩上演

市总工会举办的手机摄影技术培训结课

记者 丽娜 通讯员 蒋春葆 摄

曾经有过《铁梨花》《打狗棍》
等多部传奇剧代表作的导演郭靖
宇，近两年的传奇剧创作并不
多。而正在北京卫视热播的新
作《娘道》一反他熟悉的民国传
奇路数，塑造起带有悲剧色彩的
传统苦情女性角色。

《娘道》以民国时期为背景，
讲述了女主角柳瑛娘（岳丽娜
饰）和五个孩子聚散离合的颠沛
一生，她从一位原本柔弱的普通
女性，成长为一位执着坚定、不
断与命运抗争的英雄母亲。和

过去《铁梨花》等剧中塑造的传
奇女性不同，主角瑛娘是一个普
通的母亲，虽然剧中她“河姑”的
身份依然带有传奇色彩，但整个
故事的走向都比较接地气，和以
前郭靖宇惯常的传奇剧写法大
相径庭。郭靖宇直言写这个戏
的初衷就是为了纪念自己的母
亲，“我的母亲已去世多年，她走
后的前十年我每年都会写信给
她。一直以来，我就想写一个关
于母亲的戏献给她。”

《娘道》自开播以来，随着瑛

娘祠堂下跪自揭苦命身世、瑛娘
生女被疑灾星等情节的相继播
出，这位民国“大女主”能否“逆
袭翻盘”，成为观众关注的热
点。在苦情“大女主剧”不再吃
香的今天，《娘道》中逆来顺受、
忍气吞声的瑛娘也显得有些格
格不入，郭靖宇表示瑛娘就是个
悲剧人物，“我没有写喜剧的天
赋，我就是比较擅长写悲剧。”

剧中饰演瑛娘的演员其实
是郭靖宇的妻子岳丽娜，对于采
用“自家人班底”来演戏，郭靖宇

透露其实并不是“徇私”，更多是
为了创作需要，“演我的戏必须
给全程档期，没有的话我就换
人。拍完后如果觉得不满意，也
必须重拍或补拍。”在这样严苛
的选拔条件下，郭靖宇形成了一
套相对固定的合作班底。

也有网友指出，瑛娘“河姑”的
身份封建观念太重，女儿取名“招
娣”“念娣”则透露着些许重男轻女
的思想。对这一评价，郭靖宇显得
有些无辜，“这个作品就是批评封
建糟粕的，说我重男轻女就更不能

忍，如果那样的话我根本就不会写
《娘道》这部剧！”

面对来自观众的热烈讨论，
郭靖宇表示很荣幸，“我是个年
轻的老导演，从事艺术工作28年
了，从第一天起讲的就是为人民
服务，人民包括很多坐在电视机
前的中老年观众，他们不会上
网、不会付费买视频网站会员，
如果都去为年轻观众拍戏，他们
在电视上看什么呢？我不反对
为收视率服务，但我觉得为人民
服务更高级。”（综合）

导演郭靖宇：

都为年轻观众拍戏，中老年人看啥？

近日，马伊琍做客某访谈
节目，坦言家庭事业很难平衡，
她自曝从做妈妈起，晚上从不
出来应酬，哪怕有很重要的饭
局，八点半前也必须回家。晚
上要比孩子睡得更晚，等孩子
睡着后，自己还要摸黑打开手
机看剧本。

节目中，马伊琍表示所谓

的成功的妈妈身材好的不得
了，自己养了5、6个孩子还过得
多么多么好，她家里一定有很
多帮手。她透露每天先和大孩
子聊天哄她睡觉，然后再抱小
宝宝睡，选择为孩子牺牲自己
的时间。自曝当妈妈后晚上从
来不出来，没有应酬，“如果找
我谈工作，就只谈工作，不要找

我出来吃饭，如果说找个地方
喝个酒聊下工作，对不起我没
有空，就直接聊工作，不要聊别
的。”随后又补充到“如果有很
重要的饭局要去参加，8点半一
定要回来。等孩子们睡着以
后，摸着黑打开手机看剧本、回
工作短信”。

（综合）

日前，崔永元和黄毅清在
微博开撕，黄毅清自曝崔永元
派人向自己下毒。崔永元称已
起诉对方，但他拒收法院传票。

昨天，两人再次开撕，黄毅
清曝崔永元包养情妇，崔永元
直斥对方是“上海黄大娘”，是
想出名的垃圾，还痛批对方公
布自己女儿的私人信息。全文
如下：

这个世界上最怕垃圾还想
出名。上海黄大娘便是。为蹭
红，常年以前夫的名义示众，没
事就撕前妻。无耻谎言张嘴就
来，拉了删删了拉……我可以
告诉大家，黄大娘编我的故事
没有一条是真的。那我为什么
不反驳？因为我报案了，也起
诉了。黄大娘要为它的故事负
法律责任。如果有一天，公检

法不管（现在就有点消极），那
么我会让黄大娘痛哭流涕告诉
你们真相。现在传票已经寄了
四次，都被黄大娘拒收，它一直
这么垃圾。最不能容忍的是，
黄大娘把我女儿的私人信息放
到网上让她置身于危险之中。
所以，法律和女儿的父亲都会
和你谈一谈，准备好吧，那一定
是不同的谈法。（综合）

马伊琍自曝晚上从来不应酬
八点半前必须要回家

崔永元斥黄毅清是“上海黄大娘”

新华社电 为什么重用于德
豪？中国男篮蓝队主帅杜锋在
17日球队逆转约旦队后，用数据
和事实解释了自己的用人之道，
也期望外界能给中国男篮年轻
队员更多包容和支持。

在蓝队的组建过程中，于德
豪身上集中了最多的质疑声，而
在比赛中不断给于德豪机会的
杜锋也因此备受质疑。当晚战
胜约旦的比赛中，于德豪因为一
次匪夷所思的上空篮不进，遭到
了现场球迷的嘘声。然而，杜锋
还是选择继续信任爱将。

“观众嘘他，下场后我跟他
说没事，打球肯定是这样，还是相
信自己。我相信你，要对自己有
信心。”杜锋说，“于德豪在防守上
给球队贡献很多，我们看的球员
的表现不光是投篮得分，而且今
天涨士气的时候他也命中了关
键的三分，大家还是从更多的角

度去关注年轻球员的成长，给予
更多的包容和支持。”

从数据角度，杜锋解释了自
己为何信任于德豪。“去年的亚洲
杯，于德豪是所有球员中防守干
扰球排名第一的，这是数据统计
说的，不是我说的。比如上一场
和黎巴嫩，对方的5号在世预赛
场均22分，于德豪上半场限制他
得了0分，今天比赛对方0号主力
后卫投手，于德豪限制他得了4
分。”

由于上场输给黎巴嫩队，杜
锋和球员们身上承受着不小的
压力。除了成绩上的压力外，当
晚还是08奥运中国篮球功勋球
员和教练再聚首，如果输球蓝队
无疑将面临外界新一轮更猛烈
的指责。

“年轻队员们在这场比赛中
证明自己的渴望、在场上的态度
和拼劲，大家也看到了。上半场

很多空位没有投进，我们才得了
28分，中场休息我告诉大家投不
进是我的责任，有机会你们还是
放开投，输球了我来担责任。大
家及时调整了自己，下半场打出
了应有的水平，整个下半场得了
60分，能拿下不容易。”杜锋说。

中国男篮在2008年北京奥
运会上平历史纪录打入前八，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荣耀时刻，
杜锋也是其中一员。回忆往
昔，杜锋感慨道：“很难用几句
话表达，十年前在这里以队员
的身份战斗，今天以另一种身
份同样在战斗。姚明十年前是
球队的精神领袖和核心，十年
后是中国篮球的领袖，我还记
得当时他说，让我们把手放在
一起，把彼此交给对方，把球队
扛在肩上，彼此多一些信任，更
多一份责任，这就是最好的传
承。”

杜锋用数据力挺爱将于德豪
盼外界给年轻人更多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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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店推荐内容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全面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将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实践
和制度创新成果，以党规党纪形式固定下来，着力
提高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严明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坚决维护习近平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和集中统一
领导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党章和《关于新形势
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的要求细
化具体化。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管党治党存在的突
出问题扎紧笼子，实现制度的与时俱进，使全面从
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

2018年新修订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有需求的单位可与丹阳书城总台咨询联系：0511-86911116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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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消费记忆 年年

商家热衷“掼蛋式”营销推广
“不会掼蛋的开发商不是好厨师”。近段时候，许多商家以“掼

蛋”为载体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组合营销推广活动，这也引发更多经营
单位对多元化综合营销的关注和兴趣。9月17日，市餐饮协会在宣
酒和毛铺酒的参与下组织餐企在丹亚大酒店举办了2018“迎中秋·
庆国庆”掼蛋邀请赛,以加强行业内交流，提示餐企做好餐饮业组合
营销。今后大家看到酒店在做好早中夜市的同时，上下午还举办一
些展会等活动，不要觉得好奇哟。图为掼蛋活动现场。

（记者 溢真 通讯员 陈苏成 摄）

往事：中秋时节，情系万家
的月饼在城乡幽幽飘香。因为
中秋节是一个象征团圆吉祥，敬
老爱幼，增进情谊，充满幸福美
满的日子。圆圆鼓鼓的月饼是
中秋的美好使者，为人间传递着
深厚情谊。那时丹阳的大小城
镇，有点规模的食品店，农历八
月半之际都生产月饼。当年清
一色的苏式月饼，品种有五仁、
豆沙、什锦、椒盐、火腿等。色泽
油黄，香味诱人。上面加盖表明
月饼品种的朱砂印章，满满的中
国风。食用时酥软，咸甜鲜各
异。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为表
达对长辈的孝心，对幼小的关
爱，对友情的倾注，人们自己省
吃俭用，都要买一些月饼敬人和
给孩子品尝。实在清贫的人家，
为了过好这喜庆团圆的佳节，那
些慈祥的妈妈，自己动手做月
饼。用面粉加水捏成团，以自己
种植的芝麻炒熟捣碎拌以食糖
做馅，做成像月饼的样儿，正反
面撒上芝麻，在锅中加油烤熟后
香气弥漫，口感虽不及店家的，
可它充满了温馨。往往中秋那
段时候，小孩子叫起长辈来声音
也特别的响亮，因为孩子们懂得
让长辈们开心了，就会把小辈们
送来的月饼掰下一只角放到孩
子们嘴里，那种香甜和美味留下
的是几十年都难以抹去的美好

记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丹阳
“补代”、准女婿给丈母娘和对象
家送中秋包，月饼是绝对主角，
如果是到“大楼”、贤桥商店或沪
耀买“包”，会被认为是对女方的
高度重视。

近闻：岁岁年年月饼香。现
今，“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
百姓家。”不仅自制农家月饼已
成历史，各式月饼每家每户都可
随意购买品尝。原有的苏式月
饼从制作到包装都锦上添花，广
式、滇式、潮式、台式、碳烧、桃山
皮月饼及各种软心流心月饼新
品种各商超都应有尽有。食品
安全质量把关上，在月饼外包装

“服役”多年的QS标志已更新为
SC标志。30多年前就开始批量
生产月饼的江苏沪耀食品公司
如今已成为沪宁线上最大的月
饼代加工中心、江苏烘焙糖制品
龙头企业,沪耀董事长、上海市

糖制食品协会副理事长朱尧生
介绍说，如今丹阳生产的月饼早
已不是仅仅满足本地消费，已销
往全国各地。现在月饼产销厂
商都在个性化上下功夫，除了打
好“花色牌”“流行牌”“网红牌”

“情感牌”，那些浸透着乡愁、乡
情的传统月饼又受青睐,回应大
众对“乡味、家味”的看重、追
寻。对中秋节的重视、喜爱是人
们对家庭、文化的敬畏，是近几
年保护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明
的重大收获。小小的月饼承载
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对亲
友的祝福。月饼情结唤醒了目
标顾客的乡情、乡愁，是对奢华、
过度消费的一种矫正，也契合了
尊重文化、回归传统、凝聚亲情
的中秋文化。

那年仲秋月饼圆那年仲秋月饼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溢真溢真 通讯员通讯员 国武国武 邓丽邓丽

图为以前生产月饼的模子和如今沪耀图为以前生产月饼的模子和如今沪耀··可瑞滋门店月饼销售现场可瑞滋门店月饼销售现场。。记者记者 溢真溢真 摄摄

本报讯（记者 眭志辉）丹阳
首届“孕婴童产品展销会”9月22
日~24 日将在丹阳吾悦广场举
行。素有本土母婴风向标之称的
丑丑母婴，作为本次展销会的唯
一主办方，凭借自身的影响力，为
丹阳母婴行业的发展，树立典范
和标杆。丑丑母婴是一家丹阳地
区连锁的综合型的母婴产品卖
场，主要针对婴幼童和孕产妇，销
售类别涵盖婴幼童食品、洗护、喂
养、服饰、车床、玩具、孕产妇营养
和护理产品等。“关爱新生，爱护

天使”是企业文化的核心理念。
丑丑的目标是成为本地区婴幼产
业的第一品牌，真正的“婴幼护理
专家”。2009年5月18日第一家
门店欧尚店成立，现有欧尚店、华
南店、新民店、华南大统华超市
店、精品店、后巷大德福店、开发
区店、司徒店共 8 家连锁门店。
本次参展商多达60余家，囊括了
从 0岁~7岁每个年龄段宝宝的
吃、穿、用、行等多方面。完美实
现了一站式采购全品类孕婴童产
品的计划。

首届孕婴童产品展销会22日开幕

东方玫瑰厅东方玫瑰厅

婚礼，是一生中最美的记
忆。怎样才能让婚礼呈现完美个
性？怎样让婚礼不留任何遗憾？
给市民提供了个性化婚礼完美解
决方案的丹阳市凤凰宴会中心·
天禄人家与爱家婚庆联手,在中秋
节当天即 9月 24日下午 1点到 4
点举办凤凰“嫁”宴 2018，天禄人
家·凤凰厅·现场品鉴发布秀。天
禄人家和此次活动联办商：尚臣
演艺、堂皇家纺、时尚巴黎、艺慕
美妆嫁衣馆、丹阳金店、鼎盛商
贸、朵朵婚车、一家亲喜糖、杰跃
影视传媒、华之旅等盛情邀请准
新郎新娘和家人大“嫁”光临，让

准新人们免费进行一次婚礼热
身、观摩、彩排，在一幕幕的模拟
婚礼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
款。热情欢迎准新人们踊跃报名
参与。凡当天到场参加活动均有
伴手礼一份，定婚宴、定婚庆抽奖
产生大奖。报名咨询：86680777，
86660777,15952835088。

丹阳市凤凰宴会中心·天禄
人家致力于提供更好的菜肴和更
好的场地服务于丹阳人民，尤其
是宴会厅的设计、设备的配置更
是同业酒店中的佼佼者,已成为丹
阳百姓人家举办家宴和婚庆宴会
的标志性场所。酒店拥有8种时

尚主题的宴会大厅，可同时承办
各种宴席380余桌，天禄皇朝厅、
东方玫瑰厅、巴黎之星厅、维也娜
厅、巴黎河畔厅、圣保罗厅、凤凰
厅、天禄厅等 20、30、40、50、60桌
不同桌数的8个无柱大厅能满足
您不同宴请的各种需求，还拥有
教堂和室外婚礼场所，同时酒店
拥有 480多个专享停车位。宴会
厅拥有360度场景灯光，炫彩LED
动感显示屏，绽放夺目舞美效
果。专属VIP服务与宽敞优美的
环境。只为您在凤凰宴会中心拥
有一个美好的感动。每个宴会厅
也拥有许多人性化的设施设备，

包括新郎新娘专用
化妆间、贵重物品
保险箱、宾客休息
区、母婴休息室、顾
客烟酒饮料专用储
存间等多项人性化
服务。

天禄人家宴会
厅最近再次升级，
全新规划出一个豪华无柱婚礼大
厅，投入巨资于婚庆场景的设计
中，圆新人一个梦幻的婚礼场
景。新人在这里不仅可以获得最
好的婚宴场地和菜肴，还能享受
专业人士最贴心的一站式的婚礼

管家服务。婚礼策划、司仪主持、
嘉宾演艺、摄影摄像、新娘礼服、
化妆、蛋糕糖果、定制请柬、汽车
租赁、花饰、新房布置等。天禄人
会用心服务好每一位客人。

溢真 丁婷婷

维也纳厅维也纳厅

凤凰凤凰““嫁嫁””宴秀恭候准新人宴秀恭候准新人““大嫁大嫁””光临光临

天禄皇朝厅天禄皇朝厅 巴黎河畔厅巴黎河畔厅

新凤凰厅新凤凰厅

家电专业商超五星电器经营：视听、冰洗、空调、厨
卫、白小生活家电、数码等多个品类。书城新店尽显数码
电脑体验消费优势!9月21日~21日开业优惠活动多多！

五星电器书城店
9月21日盛大开业

城河路大卖场：86910315 新民东路书城旗舰店：86553861广
告

沪耀月饼情满中秋沪耀月饼情满中秋

月饼团购月饼团购：：1390529163313905291633

沪耀沪耀··可瑞滋门店可瑞滋门店：：
华阳路店华阳路店、、中山路店中山路店、、东门丹金路店东门丹金路店、、

华南店华南店、、陵口店陵口店、、新桥店新桥店、、新民路店新民路店、、公司公司
直销部直销部、、金陵西路店金陵西路店、、府前星座店府前星座店

广
告

广
告

聚源美容美发连锁：专业美
发、美容、纹绣、保健养生、新郎新
娘跟妆、新娘发型设计、微整、面部
补水、皮肤护理等多项美业服务。

皇塘镇直营店皇塘镇直营店、、金坛金坛44家直营店热线家直营店热线：：1845193141318451931413

聚源连锁聚源连锁
美容美发美容美发

地址：万善西路999号（江南人家南侧） 电话：88069377

奥都浴城奥都浴城为答谢广为答谢广
大消费者大消费者，，现推出特价现推出特价
套餐套餐：：沐浴沐浴++足道足道++休闲汗休闲汗
蒸蒸++游泳游泳++健身健身==108108元元

广
告

地址地址：：丹阳城北农贸市场斜对面丹阳城北农贸市场斜对面 电话电话1380610583513806105835微信同号微信同号

丹阳
鳖府
甲鱼养生宴
鳖有好滋味

中国第三家规模化鳖府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