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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殷显春）元
宵佳节在即，京剧、越剧、锡剧等
八大剧种的戏曲界名家 18 日晚
将在我市文化城百姓剧场联袂登
台，为我市观众上演精彩的戏曲

“群英会”。

八大剧种登场热闹非凡

据了解，2019“贺新春闹元
宵”戏曲晚会共有八大剧种亮相，
包括京剧、越剧、锡剧、淮剧、丹
剧、花鼓戏、黄梅戏、评弹。各个
剧种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据市
戏剧曲艺家协会主席袁彩凤介
绍，元宵节戏曲晚会已经成功举
办了十多届，主题是“闹”，通过各
大剧种热热闹闹地演出，给观众
带来视听盛宴，增强节日喜庆氛
围，传播戏曲文化。

名家大咖助阵精彩纷呈

晚会质量如何，取决于演员
的实力。本台晚会邀请了许多全
国戏曲届名家，其中获得过中国
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大腕”就
有四位。最为大家熟悉的是上海
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唐元才，其
音域宽广，高亢厚实。有“锡剧王
子”雅称的周东亮也曾多次来我
市演出，这次将表演锡剧《沙家
浜》选段。当代淮剧领军人物陈
澄已逐步形成自己的“澄腔”特
色，被观众誉名为“淮剧公主”，她
将演唱《祥林嫂天问》。另外，杭

州越剧院国家一级演员谢群英首
次来丹阳演出，其师承著名越剧
表演艺术家金采风，有“金嗓子”
美誉，由于其出色的人物塑造能
力和精湛高超的演唱技巧，曾被
专家誉为“西子湖畔一颗耀眼的
明星”。

此外，与谢群英联袂演出的
廖琪瑛是浙江越剧团国家一级演
员，是影、视、戏三栖演员，曾多次
出访波兰、德国、澳大利亚、中国
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
流。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廖琪瑛
近期刚刚参加 2019 年央视大春
晚，表演了《十八相送》片段。

特色鲜明弘扬戏曲文化

在丹阳演出的元宵戏曲晚
会，自然少不了地方元素。据了
解，由市剧协秘书长史义原创的
《如诗如画美丹阳》将通过昆山剧
协千灯评弹团上演，展示日新月
异的丹阳风貌。我市剧协主席袁
彩凤将表演戏剧《穆桂英挂帅》。
市实验学校学生表演京剧《卖
水》，市剧协理事表演由花鼓戏、
越剧、京剧组合的戏曲联唱。市
戏剧总团表演丹剧串烧《选队
长》。刚获得 2019首届安徽卫视
《全国戏迷春节联欢晚会》“最佳
表演奖”的王彬彬和 2018江浙沪
锡剧票友大赛金奖获得者田霞这
两位票友将一起表演锡剧《庵堂
认母》。

贺新春戏曲晚会18日晚在百姓剧场上演

八大剧种名家来丹“闹元宵”

谢群英、廖琪瑛演出剧照

《中国诗词大会》决出总冠军 陈更终于捧杯 2019年央视春晚上，刘谦时
隔六年再次现身表演魔术《魔壶》，
却引发不少争议，有人曝光此魔术
之前在地方电视台播过，后来一个
现场视频又疑似曝光了刘谦在表
演过程中，与助手合作偷偷换壶的
过程。2月15日，刘谦发微博回应
春晚质疑，称本次节目确实是备
案。而且用“全家的性命发誓”没
有托儿，更没有串通全场观众。

刘谦微博上说：春晚过后到今
天，我没有出声，是因为各方面单
位都叫我不要回应，因为事情牵扯
复杂，也说不清楚，所有人劝我息
事宁人，不要自找麻烦，不要招
黑。但这么多天，看了这么多评
论。心里很难受，觉得该说的还
是要说，听我说完了，如果还想
骂，那就请继续骂。各位绝对有
权利觉得节目不好，或者不喜欢
我。我一定反省，改进。我在全
国的观众面前，说没有托，就是没
有托。所有参与的观众没有经过
排练、串通，我也没见过，不认识
他们。我现在可以再说一次。用
我全家的性命发誓。串通全场观
众云云，更是无稽之谈。现场观
众看到的，就跟电视机前观众看
到的魔术效果一样。至于流传的

“观众偷拍穿帮视频”其实并不是
“观众”“偷拍”“穿帮”视频。现场
观众没有看到魔术的秘密，那个
视频也不是观众偷拍的。详细情
形我无法解释太多，因为牵扯到
魔术行业的重要秘密。总之，在
春晚的舞台上，不可能做出串通
全场观众的疯狂举动。我曾经拿
过美国魔术艺术学院的年度魔术
师奖项，这是历史上全世界魔术
师的最高荣誉。大家可以批评我
的人格，但是请不要质疑我的业务
能力。本次的节目，确实是备案。
原本的节目导演组觉得私人情感
太重。不适合春晚的联欢气氛。
我个人也希望有朝一日，本来准备
的节目能与大家见面。

刘谦回应春晚质疑：

发誓没有托儿
节目确实是备案

新华社北京 2月 15日电 针
对近日发酵的翟天临“涉嫌学术不
端”事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
15日表示，教育部对这件事高度重
视，第一时间要求有关方面迅速进
行核查。对于学术不端行为，将坚
决发现一起、核实一起、查处一起，
绝不姑息。

连日来，演员翟天临涉嫌论文
抄袭、学位注水事件引起社会关
注。北京电影学院发布情况说明
表示，已成立调查组并按照相关程
序启动调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
北京市教委组成专项工作组进驻
学校督促指导开展工作，北京市纪
委市监委对相关问题的调查工作
进行督导。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发布说明指出，已正式启动对翟
天临“涉嫌学术不端”事件的调查，
已作出初步认定，将依法依规处
理。翟天临本人也向社会公开发
布了致歉信。

“教育部对于学术不端行为一
贯的鲜明态度，就是零容忍。”续梅
表示，绝对不能允许出现这种无视
学术规矩、破坏学术规范、损害教
育公平的行为。对于这些行为，坚
决发现一起、核实一起、查处一起，
绝不姑息。“我们相信有关方面会
非常认真严肃地进行后续的核查
工作，依法依规作出处理，也会第
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相关的处理情
况。”续梅说。

教育部回应翟天临事件：

对学术不端行为
绝不姑息

14 日晚，第四季《中国诗词
大会》总决赛，来自北京大学的
工科博士生陈更勇夺冠军。观
众对陈更并不陌生，《中国诗词
大会》连续四年举办，每一季赛
场上都有她的身影。尤其在去

年，另一位三季“元老”彭敏两度
徘徊在亚军之位，遗憾惜败后不
复归来，陈更仍敢于挑战第四
季，可见初心。陈更坦言，自己
是带着参加《吐槽大会》的勇气
来参赛的，“我只是在做我喜欢
的事情，不太关注输赢，但也不
能丢人。诗词大会在进步，我
也要进步，和诗词大会一起成
长。”

决赛无悬念夺冠

较之前三季《中国诗词大
会》决赛，昨晚的赛况并不算

激烈，参加决赛的有初
二小才女邓雅文、清
华航天工程师靳舒
馨、12岁少年陈滢、北
大博士陈更、中科院
在读博士孙晓婧，其
中夺冠呼声最高的是
邓雅文和陈更。邓雅
文曾连续稳坐 4 期擂
主，小小年纪台风甚
佳，直到离场都是一

派从容。然而，邓雅文却是决赛
上第一个被淘汰的，并非水平不
济，而是败在了运气上。第一轮
比赛中，邓雅文遇到的题目过于
简单，虽然她全部答对，但百人
团的正确率也很高，这样成绩对
比后她的得分仅有 77 分，排名
五位选手之末。

接下来的比赛仿佛有好运
一路给陈更开道。经过残酷而
激烈的第一轮后，陈更稳居第
一，靳舒馨次之，陈滢位居第三，
然而在第二轮“飞花令”环节，众
对手中实力最强的靳舒馨爆冷
淘汰，吟诵着“路漫漫其修远兮”
不舍离场。第二轮“超级飞花
令”小朋友陈滢离场，第三轮“超
级飞花令”百人团黑马胡艳琴警
官也未能击败陈更。最后，陈更
进入总冠军争夺赛对战孙晓婧，
孙晓婧只抢到一次答题机会，而
陈更则显示出横扫千军的气势，
以大比分战胜孙晓婧夺冠。主
持人董卿将“天道酬勤、水到渠
成”送给了她。

实力和运气都在她身边

陈更 1992 年生于陕西省咸
阳市，2013年毕业于同济大学自
动化专业，现为北京大学一般力
学与力学基础专业在读博士
生。作为参赛四季、上台 14 次
的中国诗词大会选手，她给观众
留下的印象是温柔、谦逊、好
学。获得总冠军后，陈更说：“很
多诗友因为看到我在诗词大会
的样子，也想要来诗词大会；很
多小朋友、青少年说因为看到我
念诗的样子，发现中国诗词的美
好，也开始念诗。我觉得，为了
传播中国古典诗词，所有的付出
都是值得的！”

工科博士，诗词达人，人们

称赞陈更是学霸和天才，但她却
不认可这些称谓，为自己正名：

“我的智商并不是很高，只是个
从小刻苦学习的孩子，文科理科
我都很努力，在读本科前，我从
来没有出现过偏科。”《中国诗词
大会》上不乏从小热爱诗词或是
在家中几代人言传身教的影响
下背诵诗词的选手，而陈更则是
从 21 岁后才开始看诗词，恐怕
是选手中起步最晚的诗词爱好
者。在陈更的心里，“诗词”带给
她的是灵魂的愉悦，“它给了我
一个很好的休憩场所，诗词是我
的避风港。”

陈更的现实生活都是在实
验室里忙碌，与她在诗词大会上
所展露的一袭民国范儿娴静打
扮截然不同，因此，“诗词”所带
来的悠闲、优雅的感觉她倍加珍
视。在整日埋头做实验的日子
里，遭遇失败是家常便饭，常常
会遇到做了大半年的工作却是
无用功的情况。这时候，最好的
舒缓压力的方法就是读诗词，感
知中国传统文化中宁静致远的
力量。而触发陈更一再来参加
节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诗词大
会》的嘉宾讲评。观众在节目中
看到的播出版已经剪辑很多，而
选手在现场听来仿佛课堂，令她
受益匪浅。

在陈更看来，《诗词大会》本
质是一个游戏，即使是那些把诗
词当严肃学问的人玩这个游戏
也乐在其中，“这不是比实打实
的学问，不管是攻擂守擂，都有
很大的游戏随机性在里面，我们
只是来开心玩一下。”正是抱着
这种认真游戏的心态，陈更才能
与诗词大会四季相守，念念不忘
终有回响，这一次，实力和运气
都站到了她身边。

（金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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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潇）努力
打造公共区域免费WiFi项目工
程，不仅能够让市民共享“智能
化城市”建设的成果，又能满足
当地居民日益增长的个性化上
网需求，还有助于提升我市区域
旅游、商务活动的客商体验。
2014 年初，我市迎来了共享
WiFi 时代，主干道路边都设置
了WiFi亭，可记者调查发现，共
享WiFi使用效果似乎不尽如人
意，大多数WiFi亭鲜有人问津，
似乎成了“摆设”。市民称，共享
WiFi 亭的网络信号有很多“毛
病”——网络不稳定、连接太麻
烦、使用有风险，甚至有市民直
呼“连了个假网”“不敢使用”“不
如用4G”……

“有的时候确实能连接上，
但是操作比较麻烦，或许年轻人
会使用，但是稍微上了年纪的人
就很难操作，或许他们还压根不
知道共享WiFi这个事。”市民小
周告诉记者，“连接共享WiFi需
要连续在四五个界面上进行操
作，很多人嫌麻烦索性就不愿意
去使用了。”

那么共享WiFi是否能连接
并能正常使用？随后，记者进行
了体验。

记者在东方路路段看到，道
路的两侧都有共享WiFi亭。首
先，记者打开手机设置里的无线
局域网，立即搜索出了名为

“awifi_danyang”的无线网络，但
是 WiFi 信号旁显示为感叹号。
随即，手机上跳出了“认证方式”
界面，随后，记者选择“微信登
录”，根据提示打开GPS，进入链
接 跳 转 界 面 ，使 用“ 微 信 连
Wi-Fi”，这时界面显示“Wi-Fi
连接成功”，但却又跳出“您连接
的 WLAN 没有加密，有一定风
险”的提示。

“有一定风险是什么意
思？现在很多人的手机号、微
信号都绑定了银行卡等，这个
连接有风险是不是就意味着钱
会被‘偷’？我还真不敢轻易使
用。”小周说道。

为了体验共享WiFi是否能
正常使用，记者忽略提醒，继续
连接，之后发现确实能够连接到
网络正常上网，但是大约到距离
共享WiFi亭200米的位置，网络
信号就变得很弱，手机网络也自
动切换为 4G 网络，如果需要继
续使用 WiFi，就必须走到下一
个共享WiFi亭之后继续按步骤
重新连接。

随后，记者在新民路等市区
主干道看到，WiFi 亭每隔几十
米就有一个。而在采访中，只有
极少数市民表示“用过”，大多数
市民则表示“用不着”“不好用”

“不敢用”之类的。此外，还有很
多市民甚至不知道免费WiFi覆
盖一事。

那 WiFi 亭投放四年多以
来，为何会出现这种“鲜有问津”
的情况呢？

“网络不稳定，一会连接上，
一会又没了，使用太麻烦。”“提
示使用有风险，可能大多数人都
不会选择使用。”“现在手机流量
都是无上限的，网速快还方便，
用不着。”“冬冷夏热，大家都是
匆匆而过，不会在道路上停留较
长时间，所以体验共享 WiFi 亭
的人很少，而且体验也比较
差。”……

既然共享WiFi亭设置在路
边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那么
WiFi 亭应该摆放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应该摆在小区内，
这样就能有固定的上网人群。”
市民杨敏说，“现在一些上了年
纪的人都学会使用微信等社交
软件了，但是他们舍不得用流量
套餐，没有流量，全靠‘蹭网’，如
果 WiFi 亭能给他们提供便利，
会更好。我的建议只是一个设
想，但即使真正将 WiFi 亭置于
小区内，使用过程中，仍避免不
了不稳定、有风险的弊端。”杨敏
坦言，“明明是惠民工程，却形同
鸡肋，事实上，公共区域免费
WiFi 市民使用体验差、知晓率
低的现状并非一日之寒，除了运
营商回应的存在网络系统升级
或外接电源问题以外，也难免令
人质疑运营商这种维护能力背
后，有担心个人数据流量减少致
营收减少的私心。”

群众利益无小事。既已下
决心推行，就应该建立有效的考
核监管机制，切实解决好运营商
建设积极性不高、维护不力等问
题，合理设置WiFi亭，让民生工
程真正落到实处。

共享WiFi亭缘何渐成“摆设”？

图为路边的共享WiFi亭。 记者 李潇 摄

图片新闻

15日上午11时许，机场路窦庄红绿灯处一辆红色轿车发
生自燃。事发后，消防官兵火速赶至现场处理。由于火势较
大，大火扑灭后汽车几乎只剩框架，所幸此次事故并未造成人
员伤亡。

（记者 王国禹 摄）

“定制”寒假作业，有“爱”有“自律”

本报讯（记者 马骏）在很多
人的记忆中，寒假作业就是一本
包含着各门学科内容的作业本。
对于学生而言，刚放假时，想着赶
紧把作业完成，先苦后甜，过个开
心年，但事与愿违，学生们往往得
面对假期最后时光赶作业的苦
闷。近日，记者调查发现，不同学
龄段的学生，其寒假作业都是老
师根据其特点“定制”的，不同阶
段重点各异，老师的做法也不
同。

幼儿寒假作业，实则是
希望家长陪伴

在开发区某幼儿园上学的小
朋友玲玲这次放寒假也带回了一
份寒假作业，是一张表格，主题
为“假如今天没有电……”，家
长需要花一天时间陪伴孩子，以
文字和图片甚至小视频的形式记
录下这愉快欢乐的一天。市民何
女士认为，孩子的这份寒假作业
很有爱。“这样的寒假作业，我

还是第一次看到。我也很明白学
校的良苦用心，希望我们做家长
的别只顾着自己，应该多花些时
间陪伴孩子，这对孩子的健康成
长是大有裨益的。”何女士告诉
记者，今年春节下了一场大雪，
由于出门不便，她索性带着孩子
好好玩了一把雪。“我们在楼下
的草坪上堆了个雪人，然后从家
里找到了一些物品给雪人着装，
孩子可高兴了，‘作品’完成
后，看着眼前丑丑的雪人，我和
孩子都乐得前俯后仰。”何女士
认为，孩子现在还小，就应该好
好去玩，不用过早地给孩子学习
上的压力。“对我来说，现阶
段，只要她健健康康的，每一天
都开开心心就好，有很多东西，
我都没有教，她自己在玩乐的过
程中就学会了，也算是意外收获
吧。”何女士笑着说道。

寒假作业还未交，老师
就公布了答案

下周就要开学了，在开发区
某学校上六年级的王子涵 （化
名）最近没有在赶作业，而是在
订正作业。王子涵的父亲告诉记
者，前两天，儿子的班主任将寒

假作业的答案发在了班级的QQ
群里，让家长监督孩子对寒假作
业进行批改订正。“孩子上学几
年了，我还是头一回遇到这样的
事。以往不论是寒假作业还是暑
假作业，都是开学的时候上交给
老师批改的，怎么今年不一样
了。”王子涵的父亲说道。

对于学校老师的做法，家长
们意见不一，有的家长认为，老
师的做法是将本职工作推给了家
长，增加了家长的负担，也有部
分家长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
果我的孩子还在低年级，那我对
老师这样的做法是不能理解的，
不过，马上我的孩子就要上小学
阶段最后一学期了，老师的这一
做法不能简单被否定。”王子涵
的父亲表示，在收到QQ群里的
答案后，自己并没有拿着孩子的
寒假作业去批改，而是让孩子对
照着自己进行订正，“眼看着就
要小升初了，在学习上也要学着
自律了。如果这时候，孩子还以
为自己是在为家长、为老师学
习，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应该明
白，学到的知识都是自己的，他
是在为自己而学习。”与王子涵
父亲有相似想法的家长不在少
数，他们认为，新学期就要开始

了，孩子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学
习新知识上，而寒假作业追求的
是温故，让孩子不会因为贪玩而
把之前学到的知识忘了。因此，
在对待寒假作业的态度上，学生
们应该自己主动去温习，认真订
正。记者了解到，更让家长们看
重的，是孩子良好学习习惯的培
养，在学习上做到自律。

在我市某中学念高三的小唐
告诉记者，自己已经上了几天学
了，他表示，自己的寒假作业和
作业答案是在放假前一同被老师
发到手上的。“毕竟高三了，学
习全靠自律，不会有人傻傻地去
抄答案的，根本没有意义，我估
计老师都没空去批改，如果这个
时候还糊弄，不过是在糊弄自己
罢了。”小唐说道，“现在学校里
的寒假作业布置的量都不算多，
正常情况下，各门功课的作业每
天写一点，到假期结束肯定能写
完，不需要去赶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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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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益团体“正明力公益服务社”组织成员分别在吾悦
广场、欧尚超市、八佰伴、金鹰等多个地方同时进行玫瑰花爱心
义卖，义卖款项将用于帮助残疾人。

（记者 李潇 通讯员 赵正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