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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人都爱丹阳人都爱““盘盘””什么……什么……
熬过了又湿又冷的二月，丹阳人迎来了多

雨雾的三月。虽然太阳依旧“流浪”，但万物开
始复苏，冬眠的人们应该满血复活了吧！美好
的季节，该干些什么好呢？趁晴出游、趁早减
肥、趁节买买买……三月，生活游玩两不误的丹
阳人就爱“盘”这些。

太阳也能“盘”？是
的。连续多日的雨水，让丹
阳人几乎忘记了春天的模
样，但只要一转晴，人们便
愉快地“蹭”起了太阳的热
度，全城晒衣晒娃。阳台
上，洗衣服晒被子的，都忙
起来了；户外健身场所，大
爷大妈尽情舒展筋骨；城区
公园里，大人们悠闲散步，
孩子们满地撒欢……

太阳的短暂造访，让丹
阳人狠狠地“蹭”了一波热

度，也掀起了一轮朋友圈
“太阳肖像摄影大赛”高
潮。“终于看到阳光下自己
的影子啦”“喜提太阳一
枚 ”“ 太 阳 它 竟 然 还 活
着”……对于饱受阴雨折磨
的包邮区人民来说，见到太
阳堪比彩票中奖，纷纷配图
奔走相告。然而早早看过天
气预报的丹阳人都明白，未
来一个月我市仍将以阴雨天
气为主，所以，且晒且珍惜
吧。

“正月里不仅收获了满
满的祝福，还有那不知不觉
长在身上的赘肉。三月再不
减肥，夏季只有泪两行了。”
这段时间，微友“佩奇”正铆
足干劲准备把储藏了一冬的

脂肪赶在夏天来临之前
消灭掉。一瘦遮百

丑，一胖毁所有。
痛定思痛后，她

决 定 开 始 新

一轮的减肥计划。
三月，像微友“佩奇”这样

抓紧时间“甩膘”的人特别
多。朋友圈里，有人晒出健身
房挥汗如雨的照片，有人晒出
在夜色中奔跑的照片，有人晒
出每天少得可怜的代餐……
他们表示，减肥是眼下加紧要
办的事。“每次到了夏天，身材
好的人疯狂‘炫腹’，或者晒马
甲线，有些恨不得光着膀子在

大街上走。而我……真是‘万
人皆悦我独胖’的场景。所
以，加紧减肥吧。”

世上胖子千千万，减肥
方式各不同。但大家要注意
的是，减肥是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不要急于一时。专业
人士建议，坚持做有氧运动，
比如跑步、游泳、快走等，千
万不能通过节食来达到效
果。

前不久，一个叫“2019我
的新年flag”的H5游戏走红，
朋友圈、微博瞬间变成大型
定目标表决心现场。记者这
才发现，2019年的每一天，
原来丹阳人都在井井有条地
安排着自己的生活，朝着自
己的目标努力奋斗。有人准
备读一本好书，有人准备多
花些时间陪伴父母，有人想
学会用英语做简单的问候和
交流……

也有一些网友，他们立
的 flag显得格外清新脱俗。
比如：沉迷学习派的微友

“Distance”：“不做懒癌晚期
患者，多读书多学习，顺利毕
业。”远方派的微友“自由之
鸟”：“新的一年，来一场说走
就走的旅行。”生活派的微友

“净含量”：“努力争取今年升
职加薪的速度赶上掉头发的
速度。”

flag年年有，但很多都还

没开始就倒下了。为了不让
flag前赴后继地倒下，也有
些网友总结好了经验再出
发，这就来看看他们给出的
建议。“千万别相信‘再睡
五分钟’这句话，这是我们
经常用来骗自己的借口，很
多时间都是我们懒在床上被
荒废掉的。所以，想要 flag
不倒，请远离床铺。”“‘我要
脱单’‘我要暴富’‘我要瘦成
闪电’……拒绝一口吃成一
个胖子，这样虚无缥缈的目
标还是少立为好。我们可以
将大目标分割成容易达到的
小目标，比如每天跑步半小
时，每月买一套新衣服，这样
目标就会容易实现。”“想实
现flag，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
坚持、有毅力”……

你立下的 flag是什么？
欢迎来丹阳新闻网微友群和
我们聊一聊。说不定就能入
选“本周精彩留言”哦。

太阳出来喜洋洋，花式晒衣晒娃忙

三月不减肥，夏季泪两行

flag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不论何种天气都阻挡不
了丹阳人想出去浪的心，更
何况是在草长莺飞的三月。
踏青、赏花、郊游……在这个
出游的季节，和家人们一起
看桃红柳绿，莺歌燕舞，实在
是再美好不过的事情了。这
不，论坛、朋友圈里很多网友

“盘”起了攻略。
“丹阳有那么一个地方

叫灰库，因为在山坳里，地方
空旷，空气新鲜，吸引很多年
轻人结伴去野游、烧烤，还有

很多越野车爱好者去练车、
交流。”丹阳新闻网网友“人
淡如菊”早已开启了出游模
式，她选择去水晶山后山的
空旷地游玩，还拍下了美丽
的风景。“一直想去一睹芳
容，最近得空就去了，立马被
眼前的景色吸引，苍凉中带
着坚毅，孤独中带着豪迈与
粗旷，有大西北的荒凉，更有
江南的隽秀，赶紧掏出手机
按下了快门。”

除了郊区踏青，一场场

“花事”是春季出游攻略里
必不可少的。梅花、樱花、
桃花、迎春花……从 2月下
旬开始，将贯穿整个春季。
不少丹阳人追随着春天的脚
步赶去周边城市，来一场赏
花之旅。其中，南京梅花山
赏梅花、无锡鼋头渚看樱
花、婺源看油菜花……都已
经列入了不少人的出游清单
中。十里春光，万里花香。
与春天来一场浪漫的约会
吧。

草长莺飞三月天，正是踏春好时节

三月里三月里，，

西门大街
闹元宵活动拼
图一幅。在元
宵活动中有多
位民间老艺人
现 场 展 示 艺
术，引来围观
游人点赞！民
间艺术应继承
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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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中
国短道速滑队3日在出征世界锦
标赛的同时公布参赛名单，平昌
冬奥会冠军武大靖和老将范可
新成为领军人物，以老将为主的
中国队将全力出击本赛季的收
官之战。

2018-2019年度短道速滑世
锦赛将于3月8日至10日在保加
利亚首都索非亚举行，这也是新
的奥运周期开始后的首次世锦
赛。与本赛季世界杯四站比赛
中中国队新人频现不同的是，本
次中国队派出的运动员以老将
为主，多数具有参加世锦赛的经

历。
中国队派出 9 名运动员（5

男4女）参加索非亚世锦赛，男队
包括武大靖、任子威、徐宏志、孙
龙和杨帅，其中前三人均参加过
平昌冬奥会，孙龙和杨帅则是平
昌冬奥会后入选国家队的新
人。女队由老将范可新、平昌冬
奥会银牌得主李靳宇以及曲春
雨、臧一泽组成，她们四人成名
已早，除了臧一泽因伤无缘冬奥
会外，其余三人都是平昌冬奥会
的主力。男队的孙龙和杨帅是
本赛季表现抢眼的新星，两人均
在国内的精英联赛上有过多次

夺金表现，其中孙龙还是世青赛
男子接力夺金阵容的一员。

中国队本次备战世锦赛极
其低调，一直进行封闭训练，他
们 3日一早出发机场，并婉拒了
记者采访的要求。对全队而言，
这也是一份艰难出炉的参赛名
单，中国队主帅李琰在出发前一
天最后一次冰上训练结束后才
在全队会议上公布了这份名单。

在 2日的全队会议上，李琰
用她常说的一句话鼓励所有运
动员：“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
人。”她说，参赛的运动员肩负着
为国争光的任务，希望大家能好

好思考，抓住机会，在比赛中释
放自己的全部能量。

对于落选的队员，李琰鼓励
大家要以北京冬奥会为目标，不
要因落选而放弃努力。她说：

“现在距离2022年冬奥会只是第
一步，只有笑到最后才是真的强
者。大家要有信心，有定力，有
坚持。我们团队需要上下同心
同德，为2022年短道速滑项目全
面突破共同努力。”

在上届蒙特利尔世锦赛上，
中国队在武大靖缺席的情况下
以1银3铜的战绩位列奖牌榜第
三位。

武大靖领衔以老带新阵容

中国短道速滑队出征世锦赛

武磊西甲首球书写武磊西甲首球书写历史历史
获西班牙媒体赞扬

新华社马德里 3月 2日电
武磊改写历史！在2日举行的西
甲第 26轮西班牙人主场迎战巴
拉多利德的比赛中，武磊打入自
己登陆西甲以来的处子球，成为
首位在西甲赛场上获得进球的
中国球员。

西班牙人本轮在科尔内亚-
埃尔普拉特球场以 3:1击败巴拉
多利德，武磊连续第三场首发出
场，并在第65分钟接达德尔直传
单刀突入禁区，冷静推射球门左
下角破网。这一球填补了中国
球员在西甲赛场上进球记录的
空白，这也是时隔 3731天后，中
国球员再次在五大联赛中进球。

西班牙媒体赛后对武磊的

表现赞不绝口。《马卡报》以《武
磊创造历史：中国球员西甲进球
第一人》为题发文，肯定武磊是

“赛季下半程的惊喜之一”。文
中称：“一开始，由于他来自一个
竞争力较弱并拥有不同文化背
景的联赛，人们对他的能力产生
了不少疑问，但他的适应之快让
所有人感到惊讶。如今他已由
西甲出场时间最多的中国球员
成为第一个在西甲斩获进球的
中国球员，并进入西甲的历史。”

《先锋报》称：“这名球员在
场上展现出了技术、速度，以及
与达德尔之间的良好化学反
应。这个进球证明了这名在1月
转会市场上加盟的中国边锋来

到欧洲赛场后的成长及适应能
力。”

《世界体育报》则在标题中
将武磊与本场扑出一记点球的
西班牙人队门将迭戈-洛佩斯并
称为球队的英雄，还提到武磊在
比赛结束后将球衣送给现场观

战小球迷的举动，认为“他已经
是西班牙人大家庭中的一员
了”。

武磊在加盟西班牙人后已
经为球队出场五次，三次获得首
发。西班牙人在这五场比赛中
以2胜3平保持不败。

最近，新版《倚天屠龙记》
的播出引起了网友的一阵热
议。因为太多珠玉在前，新版
《倚天屠龙记》中慢到让人难以
忍受的打斗慢动作，演员奇怪
的妆发造型和演技以及拖沓至
极的剧情，都受到了网友毫不
留情的吐槽。与此同时，视频
网站还放出了高清复刻苏有朋
版本的《倚天屠龙记》，供网友
重温经典。

不对比还好，这一有了对
比，让新版《倚天屠龙记》的口
碑又在同行衬托下下降了不
少。有趣的是，有网友在重温
老版《倚天屠龙记》的过程中，
发现了不少当年演员拍戏时的
趣事。

看过苏有朋版本《倚天屠
龙记》的观众应该都有印象，徐
锦江演的金毛狮王谢逊因为是
个瞎了眼的武功高手，所以眼
睛是看不见的。

徐锦江的眼睛在剧中全程
都是白色的，没有露出过瞳仁，
所以观众看一眼就知道，这个
角色是个瞎子。只是以前我们
看电视剧时怎么也想不到，这
个白眼竟然是徐锦江自己翻出
来的！

要知道现在的电视剧，演
员如果要演瞎子，要么就是睁
着眼睛做无神状，要么就是借
助道具。比如新版《倚天屠龙

记》里，金毛狮王谢逊的眼睛就
被戴上了奇奇怪怪的美瞳。这
效果，一点也不像瞎了眼的人，
反而有几分滑稽。

很多人日常生活中都不会
翻白眼，会翻的网友自己试着
翻了一下，结果别说演戏了，连
坚持几秒钟都做不到。可想而
知徐锦江演这个角色是有多么
敬业。

苏有朋这个版本的《倚天
屠龙记》，一开始贾静雯进组的
时候，最想演的角色是周芷若，
但是导演说他第一眼看见她，
就想让她演赵敏。因为导演看
到了贾静雯身上那种鬼灵精怪
的机灵劲儿。至于扮演周芷若
的高圆圆，导演之所以从众多
女星中挑选出还是新人的她，
是因为他看中了高圆圆的清

纯。
原本周芷若这个角色苏有

朋是推荐自己的好朋友王艳来
演的，但是王艳当年想还琼瑶
一个人情，就选择去《还珠格格
3》出演了晴格格。据说当时
《倚天屠龙记》搭的景就在《还
珠格格》景阳宫的对面，王艳为
此都不敢见苏有朋。后来王艳
为了支持苏有朋，特意去友情
出演了他的《杨门虎将》。

不过，也正是因为王艳的
遗憾错过，才成就了今天的高
圆圆。因为这部电视剧，高圆
圆和贾静雯成为了非常好的闺
蜜，十几年来情比金坚。

苏有朋为出演张无忌，推
掉了《还珠格格》第三部，所以
后来五阿哥的扮演者才变成了
古巨基。 （综合）

老版倚天趣事多：

贾静雯本来想演周芷若
徐锦江翻白眼演金毛狮王

近日，电视剧《大秦帝国之
天下》以“宴请八方”为主题在
都匀秦汉影视城举办了探班活
动，主演张鲁一、段奕宏、李乃
文、朱珠、辛柏青、叶项明、刘冠
麟、周铁等身着戏装从拍摄现
场赶来秦宫大殿一起开启历史
的大门，一品秦风古韵。

作为时隔五年重返荧屏之
作，段奕宏饰演一代枭雄吕不
韦，在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段奕宏表示，“因为剧组话
剧演员较多，大家一致要求拍
摄中使用同期收音，力求更精
细的情绪表达。”同时，段奕宏
坦言：“同期声的挑战性是很大
的，短时间内背大量的台词加
大了表演的难度。”

吕不韦作为历史上备受争
议的人物，运筹帷幄，亦正亦
邪，和剧中每个角色都有着千
丝万缕的关系。面对层次如此
丰富的角色，段奕宏凭借出色
的演技还是给荧屏观众吃了一
颗定心丸。 （综合）

段奕宏时隔五年
重返荧屏

新华社迪拜 3 月 2 日电
在2日进行的迪拜网球赛男单
决赛中，“瑞士天王”费德勒以
总比分 2:0击败希腊小将西西
帕斯，获得职业生涯第 100个
冠军头衔。

决赛中，37岁的费德勒仅
用时 69分钟就击败了比自己
小17岁的西西帕斯，赢得了这
场“两代人间的较量”。面对
曾在今年澳网中击败过自己
的对手，费德勒完成了“复
仇”。

首盘费德勒一上来就完
成破发，以6:4取胜。第二盘双
方战成4:4后，西西帕斯在自己
的发球局出现低级失误，被费
德勒破发。“瑞士天王”乘胜追
击，最终以6:4拿下比赛。

此役后，费德勒成为继吉
米·康纳斯之后第二位加入

“百胜俱乐部”的男性网球选
手。“现在我的梦想终于实现
了。”费德勒赛后说。

在费德勒的职业生涯中
有太多“奇迹”，他赢得了20次
大满贯头衔，赢下了 6次ATP
总决赛冠军，并创造了 310周
排名世界第一的纪录，其中包
括连续 237周第一。如今，“奇
迹”还在继续。

新华社电 美职篮（NBA）
总裁萧华日前在麻省理工学
院举办的一个体育论坛上表
示，他考虑过缩短常规赛赛
程，同时添加一个平行赛事，
以取代目前的全明星赛，不过
这个方案目前只是个构想。

萧华坦言，全明星赛尽管
近几年进行了赛制改革，但是
成效甚微，有沦为鸡肋的可
能。在这个论坛上，萧华提出
了一个初步的设想，即取消全
明星，缩短常规赛赛程至大约
70场，同时在季前或者赛季中
另起炉灶举办一个平行赛事。

在萧华的这个构想中，这
个平行赛事应该有点类似欧
洲足球，例如联赛进行之余的
足总杯、国王杯或是欧洲冠军
联赛，也可以是几支美职篮队
伍在亚洲或是欧洲单独进行
一个迷你小联赛。

不过萧华自己表示这个
计划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全
方位论证，最大的问题就是，
这个平行赛事要有“实际的意
义”。

此外，虽然美职篮的球员
和教练们都乐于见到赛季变
短，但是缩短的赛程也意味着
俱乐部、教练和球员的收入减
少，这显然也需要多方论证。

近两年的全明星赛在萧
华的推动下开始改制，不再采
用传统的东部和西部对抗模
式，而是由东、西部联盟各自
获得球迷投票最多的球员担
任队长，两位队长再分别从剩
余入选球员中挑人组建战队，
挑选的队员不必来自同一联
盟，但貌似效果也不明显，比
赛依然缺乏对抗。

NBA总裁提出大胆设想：

缩短常规赛
取消全明星

费德勒成就
职业生涯100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