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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威超级英雄巨制《惊奇
队长》将于 3月 8日全国上映。
影片近日发布全新片段，展现
了惊奇队长的各项能力,惊艳
全场。在荡气回肠的《复仇者

联盟3：无限战争》之后，复联半
数英雄已化为灰烬，要在《复仇
者联盟 4：终局之战》中重整旗
鼓，“漫威最强战力”惊奇队长是
不可或缺的关键。作为漫威电
影宇宙十周年后第一个推出的
新超级英雄角色，惊奇队长的能
力巨大，被标榜为“最强漫威英
雄”。如今随着她的首秀逐渐临
近，外界对惊奇队长的能力更加
期待。

惊奇队长是一名克里族
精英武装“星际战队”的战士,
力量与耐力远超普通人类，又
精通近身格斗。《惊奇队长》的
剧情发生在复联成立之前，在
讲述全新英雄的起源故事的

同时，还编织了一场悬念丛
生、惊心动魄的宇宙解密——
当卡罗尔随着克里族和斯克鲁
族的星际战争降临地球，她发现
自己身陷这场混乱的中心，与年
轻的尼克·弗瑞并肩作战，让复
仇者联盟有了开始的可能。

在《复仇者联盟 3:无限战
争》的片尾彩蛋中，弗瑞通过
改装BP机向惊奇队长发送了
求救短信。惊奇队长到底有
多强，她的入局能否逆转无限
战争的结果？作为《复仇者联
盟 4：终局之战》的终极前导，
《惊奇队长》将把这些线索串
联起来，让很多备受影迷关心
的谜题得到解答。

因为要拆身上钢板的缘故，
张云雷在新一期 《欢乐喜剧
人》 节目录制时表示将会退
赛，无缘接下来喜剧人之旅。

两年前的 8 月份，张云雷
在南京的最后一场演出后，在
南站二楼送客平台意外坠落，
住进了重症监护室。经过众人
的努力，他最终康复重返舞
台，还成为德云社最红的演员。

不过因为当初的伤太重
了，他身上多处至今仍打着钢
板。一次演出中，张云雷曾透
露了取钢板的时间。他说，计
划过完年初五或初六就回到南
京，因为当时也是在南京医院
做的手术。“只拆一半，先拆出
来 40多块。然后其他的再转年
吧。因为都取出来这个手术太
大了。得开这么多刀，医生也
不敢给我做，不然我连手术台
都下不来（笑）。”在一次采访
中，他还表示将利用拆钢板的
时间好好规划一下，和团队好
好沟通一下，“现在有很多领域
都有涉足的机会，但是也希望
慎重选择一下吧，毕竟还是会
有一些喜欢我的人在期待着。”
他说。

18 日晚，张云雷通过微博
证实退赛消息属实，并回应

“暂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
（综合）

2月19日，北京电影学院发
布关于“翟天临[微博]涉嫌学术
不端”等问题的调查进展情况说
明，表示已对翟天临博士研究生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进行了鉴

定，认定文中的一些论述是基于
翟天临个人表演艺术创作体验
而进行的阐发，文中关键表述使
用了其他专家的观点，但未做引
用注释说明，存在较为突出的学

术不规范、不严谨现象，存在学
术不端情况。

导师陈浥未能认真履行学
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论文指
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经学校

学术委员会学术道德与学术仲
裁委员会建议、学位评定委员会
投票决定、校长办公会研究同
意：撤销 2018届博士研究生翟天
临博士学位，取消陈浥的博士研

究生导师资格。翟天临、陈浥对
此均表示接受。其他相关问题
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北电宣布撤销翟天临博士学位
取消陈浥博导资格

2 月 19 日，由姚晨、倪大
红、郭京飞、杨祐宁等人主演的
都市情感剧《都挺好》宣布将于
3月1日起在浙江卫视、江苏卫
视播出，并公布了最新预告
片。预告片中展现了苏家一家
老小的人生百态 ——“小的小
的不靠谱，老的老的不着调”。
据悉，该剧是姚晨继《离婚律
师》后时隔四年再度回归电视
荧屏，也是正午阳光继《欢乐
颂》《大江大河》后，第三次将阿
耐的小说影视化。

《都挺好》讲述了表面风光
的苏家，随着苏母的突然离世
瞬间分崩离析，如何安置毫无
主见又自私小气的苏父（倪大
红 饰），打破了孩子们的平静
的生活。在美国工作的老大苏
明哲（高鑫 饰）回到国内，一心
要挑起家庭重担，却不堪重负；

啃老的老二苏明成（郭京飞
饰）贪慕虚荣，导致事业和家庭
的双惨败。十八岁就和家里断
绝经济往来的小妹苏明玉（姚

晨 饰），却因亲情牵绊，在苏家
一次次危机中出手相助。最终
苏家人终于明白家人沟通的重
要性，实现了亲情的回归。

19日下午，国际篮联官方
宣布，在国际篮联执行委员会
对奥运会团体项目进行调研
后，决定在篮球世界杯分组抽
签时为东道主分配一个种子队
名额。

据了解，这项规则适用于
即将在今年举行的三项世界篮
球大赛上，除了在中国举办的
2019年篮球世界杯，还包括在
希腊举办的U19男篮世界杯以
及在泰国举办的U19女篮世界
杯。2019年篮球世界杯抽签仪
式将于 3 月 16 日在深圳举行，
届时中国男篮将成为种子球
队。

按照原有的抽签规则，国
际篮联一直致力于维持各个赛
区球队之间的平衡，并非严格
按照球队实力、世界排名等分
档，亚洲球队几乎不会分到一
个小组，中国男篮往往在小组
赛便与欧洲球队相遇。例如
2010年土耳其世锦赛，中国男
篮便与希腊、土耳其等劲敌同
组。

2019年篮球世界杯的32支
参赛球队将被依次抽进 8个小
组，每个小组有4支球队。第一
阶段为小组赛，每个小组前两名
的球队直接晋级16强，后两名的
球队将进行17至32名排位赛。
晋级第二阶段的16支球队，将重
新分成4个小组，第一阶段的成
绩带入第二阶段，排名该阶段小
组前两名的球队可以晋级8强；
随后依次进行四分之一决赛、半
决赛和决赛。

如今规则有所微调，中国
男篮成为种子球队，最直接的
影响是，中国男篮将在小组赛
避开美国、西班牙等一档球队，
小组出线机会大为增加。

由于 2019 年篮球世界杯
与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名额挂
钩，届时将有 7 支球队直接获
得 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参赛
资格，这 7 支球队必须是世界
杯上各大洲成绩排名最靠前的
队伍，中国男篮要想直接晋级
东京奥运会，成绩必须排在所
有亚洲球队之首。成为种子球
队后，中国男篮直通东京的可
能性大增。

姚晨回归荧屏 主演正午阳光新剧《都挺好》

《惊奇队长》带来“漫威最强战力”

抽签规则有变动

篮球世界杯中国
男篮成种子球队

张云雷暂别
《欢乐喜剧人》

新华书店推荐内容 广告

1.新学期助学读物（文教图书）展销
时间：2019年2月20日——2019年3月3日
地点：书城四楼图书区域
2.中小学生必读图书展销
时间：2019年2月20日——2019年3月3日
地点：书城三、四楼图书区域
3.“送你经典、伴你阅读”买二赠一
时间：2019年2月20日——2019年3月3日

地点：书城三楼图书区域
4.林清玄作品散文集展销
时间：2019年2月20日——2019年3月3日
地点：书城三楼图书区域
5.新学期文化用品展销
时间：2019年2月20日——2019年3月3日
地点：书城三楼文化用品区域

新学期 新气象 新装备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萧也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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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明实践新时代文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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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溢真）顺着供
需两旺的春节消费热潮，今年正
月十五元宵节的市场也格外红
火，汤圆、鲜花、灯笼饰品等时令
商品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小节”消
费热潮。

汤圆成消费主角

元宵节最受宠的商品非汤圆
莫属，小小汤圆在“元宵经济”热
潮中迎来了一年里的销售高峰，
各大超市冰柜里的汤圆都以主角
之势登场。

记者昨在市民广场负一层的
利群时代丹阳店了解到，三全、思
念、湾仔码头等品牌汤圆早已纷

纷登场。商家在“馅”上做足了功
夫，传统的汤圆不仅有黑芝麻、红
豆、五仁、八宝口味，也有黄桃、草
莓、紫薯、抹茶等口味，还有黑芝
麻榛子、黑芝麻核桃、黑芝麻腰
果等双拼口味。“水晶”“炫彩”
的汤圆皮，双拼、三合一、四合
一的包装给汤圆披上了花式“外
衣”，大小不一的“身材”，让小
汤圆不仅美味，更有颜值。除了
速冻袋装汤圆外，黑芝麻、花
生、五仁、红豆口味的糯米皮和
小黄米皮散称汤圆也吸引了不少
顾客前来选购。水中仙、新世纪
国际、天禄人家·凤凰宴、金陵
（丹阳）饭店、李家大院、坤泉
老味道饭店、丹亚大酒店、东进
大酒店、顺峰柒号酒店等众多餐
企都推出了元宵节套餐、元宵汤
圆等。记者看到，不少品牌的汤
圆都在进行促销，连煮汤圆用的

“配角”醪糟也纷纷推出促销活
动。除了超市，不少蛋糕店、售
楼中心的元宵活动也搭载上汤
圆。某蛋糕店李先生介绍说：“节
前近一个月店里开始销售汤圆，
有玫瑰、花生、巧克力、黑芝麻四
种口味，会员日还推出了回馈老

客户赠送汤圆的活动。”

鲜花市场再升温

记者走访了解到，元宵节期
间，鲜花市场悄然升温，迎来了继
春节之后的又一个活跃期。我市
某花卉市场里，不同颜色、品种的
鲜花摆放在店铺的显眼位置，经
营者们有的忙着打理鲜花，有的
在帮顾客选花。“最近很多市民来
逛花市，有来买花的，也有来赏花
的，销量比平时要好。节前几天
我开始备货，进了一些绿植，还有
长寿花、月季花等。”鲜花经营者
金女士说。鲜花花束不同于盆栽
鲜花，保鲜时间较短。记者走访
了市区部分花店，经营者纷纷表
示早已开始元宵节销售。某鲜花
店店主介绍：“往年元宵节来店的
顾客一般都是买花束走亲访友或
者装扮家里环境，百合、玫瑰、康
乃馨比较受欢迎。”

元宵凸显“小节经济”商机

“元宵经济”也是“小节经济”
的重要商机，让餐饮、节日装饰

品、商超等迎来新一波销售小高
峰。为了图个喜庆，不少市民赶
在元宵节前买灯笼回家。2月17
日，记者在西门大街发现，造型
各异的红灯笼、中国结、五福猪
串挂件等节日饰品营造出浓浓的
节日氛围。除了传统的大红灯
笼、宫灯，还有各式各样的拼装
灯笼，每个灯笼上面还设计有

“大吉大利”“欢度佳节”“恭喜
发财”“吉祥如意”等吉祥话
语。正在和丈夫一起挑选灯笼的
市民芳芳说：“准备买个可以通
电的红灯笼回家挂在阳台上，红
彤彤的看着喜庆。”“不少人年前
就买好灯笼挂在家里了，虽说销
量与年前不能相比，但这几天来
买灯笼的人也不算少，像宫灯这
类价位比较高的买的人相对少一
些，十几块钱的红色小灯笼比较
受欢迎，有的顾客一买就是好几
个。”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市
商务局人士认为，随着情人节、元
宵节、清明节等这些大节之间的

“小节”对商家销售贡献的稳步增
加，商家也越来越重视各种“小
节”中蕴含的商机。

元宵经济再掀消费热潮

图为丹阳市民在利群时代丹阳店选购元宵。记者 溢真 摄

本报讯（记者 溢真 通讯
员 朱彤 苏成）中国消费者协
会公布 2019 年消费维权年的
主 题 为“ 信 用 让 消 费 更 放
心”。意在切实履行消协组织
法定公益性职责，着力推动
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营
造放心消费环境。市消委会
负责人认为，近年来，消费
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最强劲的
推动力，基础性作用日渐突
出。与此同时，消费领域假
冒伪劣、虚假宣传、支付风
险、信息泄露、霸王条款等
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仍时
有发生，经营者信用缺失的
现状依然不容乐观，消费者
的安全权、知情权、公平交
易权、监督权等还得不到充
分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消费者满意度和消费信心，制
约着消费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市消委会负责人蒋素芳
介绍，“信用让消费更放心”有
四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呼吁加
快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通
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行业
自律，尽快形成公正、科学、公
开的信用评价体系，发挥信用
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作用，从
而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二是倡导经营者依法诚信经
营，自觉完善诚信经营行为，
虚心接受消费者评价意见，尊
重和保护消费者的监督权，用
诚实守信打造品牌形象，赢得
消费者的信赖和认可。三是
鼓励引导消费者依法主张自

身权益，积极行使监督权，主
动参与消费后评价，主动投
诉、举报失信经营行为，同时
呼吁形成重视、鼓励、保护消
费者监督权的社会氛围，让消
费者敢监督、愿监督、能监督，
为实现消费市场良币驱逐劣
币尽一份努力。四是发挥各
级消协组织商品和服务监督
职责作用，推动调查体验、比
较试验等评价信息及消费者
投诉信息与经营者信用评价
机制的对接，助力建立消费领
域信用体系。

据了解，围绕“信用让消
费更放心”这一主题，包括我
市消协在内的各级相关消协
组织将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围
绕年主题大力开展宣传活动，
动员联合重点行业企业，结合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及
年主题专项活动，倡导强化企
业信用监督，营造诚信经营的
消费市场氛围。二是以预付
式消费、个人信息保护、惩罚
性赔偿公益诉讼为重点，加强
消费维权理论研究。加强对
住房装修、健康旅游、网络订
餐、教育培训等重点行业企业
信用缺失情况的监督，从严
格法规标准和强化监管的角
度，呼吁完善强化企业信用
监管的制度体系。三是大力
开展消费教育活动，尤其是
针对农村消费、老年消费、
网络消费等重点领域，持续
开展多种形式的消费教育系
列活动，提高消费者识假辨
假等自我保护能力。四是充
分发挥全国消协组织消费维
权志愿者作用，针对中高端
和智能产品、儿童青少年消
费产品等，结合 《电子商务
法》贯彻落实情况，开展体
验式调查和比较试验，为消
费者选择信用评价高的产品
和服务提供参考，为政府强
化信用监管提供意见建议。
五是提升投诉便利化程度，
加快推广电商消费维权绿色
通道和网上直通车平台，更
好地化解消费矛盾和纠纷。
探索开展投诉公示制度和建

立失信企业黄黑榜，加快向
政府有关部门推送企业失信
信息，为推动信用体系建设发
挥积极作用。

市餐饮协会秘书长杨志
荣指出：信用，对一个行业、一
个企业不可或缺，因为只有
讲信用，才能树立一个良好
的行业企业形象，而这个良
好形象是行业企业的生命之
魂。信用是一个企业最珍贵
的资源、最核心的竞争力，
是吸引顾客、赢得市场最有
用的法宝之一。信用是消费
选择最有效的催化剂，是消
费信心最有力的助推器。以

“信用让消费更放心”为主
题，在全社会营造重视企业
信用、打造企业信用、提升
企业信用的良好风尚，督促包
括餐饮企业在内的各类商贸
企业更加注重产品和服务质
量，更加注重保护消费者权
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没
有信用，不讲信用，不仅导致
社会治理成本和市场交易成
本长期居高不下，也蚕食着人
们对社会的信心、对交易的信
心、对消费的信心。

市商务局商贸流通科人
士认为，加快推进信用建设，
建立信用约束机制，不仅是社
会治理方式变革的需要，也是
改善消费环境、提升消费信
心，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发
展基础性作用的需要。今年
把“信用让消费更放心”定为
消费维权年主题，旨在更好地
倡导恪守信用，推进众多商家
有效地塑造品牌形象,打造企
业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让
消费者更好地了解品牌，从而
建立消费者对企业的信心，增
加企业的信心度。广大企业
以及消费者共同参与到诚信
宣言中来，相互监督，共同打
造“信用让消费更放心”的 315
诚信宣言，传播正能量，让我
们一起发现、标榜诚信企业，
共同提升各行业的道德素质、
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为
广大消费者提供放心的消费
导向。

信用优化环境，让消费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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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我市商贸活动现场。
记者 溢真 摄

冷风吹，气温降，倒春寒。2月19日元宵节当天，我市众多商家纷
纷瞄准“元宵经济”吸引客源，前来购买的市民络绎不绝。在市民广场
的花灯市场上，“小猪佩奇”花灯、莲花灯、宫灯和艺术烟花等多类商品
热销。图为花灯销售现场。 （记者 溢真 摄）

冒寒买花灯 用心迎元宵

随着市场需求的进一步活跃，线上线下加速融合，商业实体零售
和制造业呈现出恢复增长态势。春节过后，沪耀、金陵（丹阳）饭店、利
群时代商贸等招兵买马的商贸企业明显增多。江苏沪耀粮油制品公
司今年因为开发了多种新款中西糕点、粽子等食品，春节后，有技术、
生产、管理多个岗位招聘人员。图为沪耀食品招聘现场。

（记者 溢真 通讯员 瑞莲 摄）

商企招兵买马适应市场回暖

为回馈新老客户，天禄人家酒店
特别推出品天禄美味，送河豚、刀鱼活
动，凡3月1日至4月28日至酒店用餐
的顾客，消费满 800元赠送河豚 3条，
消费满 1200元赠送河豚 5条，消费满
2000元赠送刀鱼 3条（双休日除外）。
天禄人家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陪
伴！订餐热线：86660777、86680777。

天禄人家品美味送河豚、刀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