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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人丹阳人 里的市区古意里的市区古意
本报记者 小汤

“丹阳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记忆里
的很多地方都不知不觉变了模样。”一位
网友这样感叹。其实，丹阳市区有许多保
留至今的老事物，它们像一位位无言的见
证者，无论是住在市区的丹阳人还是逢年
过节便喜欢“上街”的乡镇丹阳人，都可以
寻找到很多和它们有关的记忆。

两座石板桥，标记经典“上街之
路”

如今，无论是开发区还是各个乡镇都
有了属于自己的购物地点，但很多丹阳人
记忆中都有“上街买东西”的经历，这个概
念里的“街”，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从新市口
到贤桥头，也可以再延伸到南门。这条经
典商业线路上，有两座堪称地标的古石
桥：通泰桥（俗称麻巷门桥）和开泰桥（俗
称南门大桥、草堰桥）。

人来人往的通泰桥是市中心独特的
风景线，从明朝万历年间到近现代，丹阳
人都从这里过河。就算有些百姓不记得
它的大名“通泰桥”，也绝不可能不知道

“麻巷门桥”，若是约定见面地点，也会说
“在亭子那里见”。近日桥畔公路大修封
路，因缘际会，古桥又成了人们来往河两
边的首选道路之一。和煦的春日阳光里，
人们倚在亭子和桥沿的栏杆上观望着各
种大型机械忙碌地工作，城市的新与旧在
此时此地奇妙交汇。

整修后的南门大街与南门码头失去
了石板路附带的旧时气息，多了一些整洁
感与现代感。古朴雄伟的开泰桥还是在
原地守护着这一方水韵，让人很容易便联
想到往日人声鼎沸的码头与发达的漕
运。如今，这一带成为了丹阳老饕心中珍
藏的深夜食堂，各种地道的美食就藏在梧
桐掩映的巷子里。

丹阳的变化，这些树木记得

2012年，我们就在丹阳新闻网上向网
友们征集过丹阳的古树名木，那些树木大
多位于各个乡镇。其实市区也存在不少

见证了历史的树木。
市民广场的东北角有一棵三百多年

树龄的皂荚树，至今仍然生机勃勃，就像
天地石刻园内因为村民的建议而原地保
护的百年榉树一样，这棵高大的皂荚树也
在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中被悉心保留，成
为新市貌中的老元素。2008年，树畔的玻
璃幕墙反光严重，导致皂荚古树的部分枝
叶受伤，热心市民很快就联系到相关部
门，建筑改造后，古树的枝条重新焕发了
生机。对古树的珍爱，反映的是丹阳人对
自然和历史的敬畏与认同。

记忆中，丹阳城区的主干道两侧有很
多高大行道树，后来道路拓宽，很多路段
的树都被移走，但阜阳路原丹棉厂门前的
一排法国梧桐还在，最粗的一棵树围已接
近 3米。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这批几
乎和丹棉同时出现的树木可以说见证了
这条路、这个企业的兴衰。如今，改造一
新的河畔绿地与拔地而起的新楼盘隔着
道路对望。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脚步不会
停止，但总有一些事物，承载着我们的记
忆。

一座牌坊，一条老街，一种味道

老西门，新城楼，美观的建筑已经成
为新晋“网红打卡地”，但它身后的古路、
古桥、古牌坊还依稀留有旧时的痕迹。从
熙熙攘攘的新民西路拐进三思路，时间的
流逝仿佛慢了下来，在路口品尝一下丹阳
人心中最棒的臭豆腐，从三思桥坑洼的石
板桥面上俯观内城河，路过夹杂着西洋风
格的城西救火会遗址（警钟楼），再向西拐
入老西门大街，不久就可以见到正仪石牌
坊。在这片老城区，我们可以一瞥古丹阳

“小桥流水人家”的生活场景。
“先有丁巷村，后有丹阳城”，如今西

门丁巷村慢慢步入历史，随着西门城楼的
修建完成，西门大街的改造也是大势所
趋。身处这不断变化的时代，读者们不妨
和记者一样，选一个时间漫游这些老丹阳
人生活的地方，留下自己的一份记录吧。

市区的大街小巷，由
千万个丹阳人塑造，也给
了每个丹阳人记忆。现代
化建设是美好生活的保
障，而这些充满城市记忆
的事物若被科学地保护和
利用，则会成为丹阳人文
化血脉的一部分。

人们在通泰桥上观看改造情况

改造中的公路与通泰桥

开泰桥

三思路上的三思桥
在古代，这是去往县衙的必经之路

老西门大街上的正仪石牌坊

初春，市民广场东北角的古皂荚
树又萌发了新芽

阜阳路原丹棉厂前的法国梧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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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
杯抽签仪式 16日晚在深圳湾体
育中心举行。在现场观众的一
片惊呼与呐喊中，科特迪瓦落入
中国队所在的 A 组。中国男篮
在本土世界杯上的小组赛对手
也全部出炉，除了非洲球队科特
迪瓦，同组对手还有欧洲的波兰
队和美洲球队委内瑞拉。从现
场观众的反应就可以知道，对于
中国男篮来说，这是一组签位极
佳的落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
国男篮接下来就没有更多的挑
战。

连迎利好，
中国队抽得上上签

世界杯预选赛后，国际篮联
公布了 8支种子球队，其中除了
晋级队伍中排名靠前的 7 支球
队，东道主中国队也被列为第一
档，成为种子球队。这对中国男
篮来说是最大的利好，因为这就
意味着他们在小组赛中将避开
其他7支超级强队。

同时根据抽签规则，相同大
洲的球队在小组赛不会分在同
一小组，但拥有12个晋级名额的
欧洲区球队除外。因此理论上
讲，拥有两只欧洲球队的小组通
常有着较大的晋级压力。很明
显，中国男篮也摆脱了这样的压
力。

而从最终的分组对手来说，
中国男篮也几乎拿下了理论上
的最佳签位。分入A组的对手，
几乎都是各大洲排名最低的队
伍。

委内瑞拉队是美洲球队中
唯一一支没有 NBA 球员的队
伍，波兰队则是52年来首次晋级
国际大赛，科特迪瓦更是“中国
人民的老朋友”。2010年土耳其
世锦赛中，中国男篮唯一的一场
胜利就是以 83:73战胜了科特迪
瓦，而那也是 9年来中国男篮在
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世界大
赛上唯一一场胜利。

从对手的风格上看，虽然委
内瑞拉在美洲区的排名高于加
拿大和波多黎各，但是相比较有
着美国三队之称的加拿大和外
线火力凶猛的波多黎各，状态波

动较大、特点不够鲜明的委内瑞
拉显然是更理想的对手。

而从赛程安排上看，中国队
与三个对手的交手顺序依次为
科特迪瓦、波兰和委内瑞拉。由
易到难循序渐进，也有助于中国
队发挥最佳的状态。

因此从理论上说，中国队几
乎拿到了最理想的签位，也因此
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呐喊庆祝。
连本次抽签的东道主之一朱芳
雨都表示：“抽签结果是比较可
观的。”

仍存挑战，
世界杯中无弱旅

然而在抽签结束后庆祝的
不只是中国球迷。作为嘉宾出
席现场的波兰篮协主席也在波
兰队落入 A 组后掩藏不住脸上
的微笑。很明显，对世界杯有所
期待的不只是中国男篮。

而正如中国男篮主帅李楠
在赛后接受采访时所说：“进入
到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没有真
正意义的弱队，进入到决赛圈的
球队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水平。”
易建联也直截了当的表示：“没
有好签坏签，抽出来都是强队。”

所谓上上签，只是收到了一
个相较之下更容易解决的难题，
但难题仍是难题。在里约奥运会
上，中国男篮小组赛5场全败惨淡
出局，其中一场，就是面对委内瑞
拉。在与当时“小组赛最弱对手”
的较量中，中国以4分差距落败。

波兰队虽然远离世界赛场

多年，但他们的最大牌球星戈塔
特从前在NBA当中也是准全明
星水准。而波兰队的老熟人兰
佩在 CBA 也是大杀四方的存
在，还入围了本赛季 CBA 外援
MVP评选。波兰球员的实力可
见一斑。甚至从排名看，委内瑞
拉和波兰的世界排名都高于中
国男篮。

而中国男篮自身也有需要
克服的难题。揭幕战上，中国男
篮将面对小组中唯一排名低于
自己的科特迪瓦。小组首战、必
须拿下的对手、主场球迷的期
待，重压之下的中国男篮也将面
临心理的挑战。同时李楠也提
出，中国男篮正面对着伤病和磨
合两大难题。

在一个最长赛季CBA联赛
的争夺之后，中国男篮面临着严
峻的伤病考验。在接受采访时，
李楠提到，韩德君、方硕、赵睿等
国手都在联赛中遭遇了伤病，周
琦也在重回国家队比赛中受到
伤病影响。李楠说到：“希望队
员能够在联赛中出色完成任务
的同时，以一个健康的身体回到
国家队。”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从预选赛至今，从红蓝分队到合
并后 4场考察队员，中国男篮还
未集结过完整的国家队阵容。
在距离CBA联赛还有两个月左
右的时间才结束的情况下，留给
中国男篮磨合的时间并不多。

如姚明所说：“相比签位满
意，最终还是希望能够对 9月的
结果满意。”

目标东京，
力争直通名额

说到结果，小组出线是外界
对中国男篮最广泛的预期，而在
本土作战的他们，自然会向界前
八的历史最好成绩发起冲击。
但这并不容易。

根据规则，小组中排名前 2
的队伍将会晋级参加第二轮小
组赛。以中国队来说，如果他们
成功突围，A组前2将和B组前2
合并形成新的分组进行循环赛，
从而决出第二轮淘汰赛出现的
球队。

按照目前分组，B组的出线
球队将有很大概率是俄罗斯和
阿根廷，而这两支队伍对中国男
篮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而中国男篮追求更高的排
名的最终目标，当然是一年以后
的东京奥运会的参赛名额。按
照规则，2019男篮世界杯上最终
排名最高的亚洲球队会获得直
通东京奥运会的门票。因此，中
国男篮不仅要与同组对手竞争，
还要与韩国、伊朗、菲律宾、日本
和约旦争夺亚洲球队最高排名。

在这方面的争夺中，中国队
的签位优势再度显现。从分组
情况来说，中国男篮是出线形势
最好的球队：韩国所在的B组有
俄罗斯和阿根廷；亚洲排名第一
的伊朗队则有强敌西班牙和波
多黎各，突尼斯也不好对付；菲
律宾与意大利和塞尔维亚同组，
出线希望渺茫；约旦队本就是最
后时刻才搭上世界杯的末班车，
而日本队则与世界霸主美国队
和两支欧洲球队捷克、土耳其同
组，基本晋级无望。

然而话虽如此，这一切都要
以中国男篮顺利小组出线为前
提。就如李楠说的：“无论对手
是谁，自身做好准备才有可能面
对任何对手，你强了，对手自然
就弱了。”

距离世界杯还有半年时间，
抽到上签的中国队只是领先了
其他亚洲对手半个身位的优势，
而如何将这份优势转化为胜势，
未来的日子，中国男篮的担子并
不轻松。（综合）

男篮世界杯中国队签位上佳
想走得更远仍面临严峻考验

科比将世界杯冠军奖杯交给中国篮协主席姚明

近几日以来，潘长江不认
识蔡徐坤的事情受到广泛关
注，随着双方彼此在网上互相
回应之后，3月 17日，有网友发
现潘长江悄悄删掉了之前再次
就不识蔡徐坤而做出的回应，
这不免让大家猜测潘长江是否
是迫于压力才做出了这样的举
动。

此前，在潘长江两度回应
因为不认识蔡徐坤而被人攻击
时，事情反而愈演愈烈，他的回
应不但没有将事件平息，反而
引来更多人的攻击，潘长江回
应的博文评论人数甚至到了十
几万，堪比流量小生的阵仗，可
是这些评论并不是粉丝们的赞
美，而是很多打着是蔡徐坤粉
丝的名号对潘长江做出的攻击
和辱骂。

这些对潘长江网络施暴的
网友表示潘长江的这几番话，
明显就是看不起蔡徐坤这样的
流量艺人，潘长江作为德高望
重的前辈，没有丝毫对后辈的

扶持之心。可能是这样的评论
太多，潘长江不堪网络暴力，被
迫删掉了回应的状态。

至于是否是蔡徐坤的粉丝
这个无法判定，但无论是否是
粉丝，蔡徐坤本人都已对此事
做出了回应，不过在潘长江的
微博底下，还有很多“假蔡徐坤
粉丝”，他们混在蔡徐坤真正的
粉丝中间，想要制造热度，把事
件越闹越大，引起蔡徐坤和潘

长江之间再一次的战争。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潘长江

在《王牌对王牌》中因为说出不
认识蔡徐坤而被遭到攻击，随
后潘长江回应表示自己并没有
做过什么错事，蔡徐坤暖心回
应称不要被某些人趁乱带跑了
节奏，随后潘长江再度回应希
望大家好好回归生活，励志追
星。

（新娱）

潘长江不堪网络暴力删除回应蔡徐坤微博

中国男足国家集训队目前在
广西南宁集中，主教练卡纳瓦罗
16日带队展开首训，上下午冒雨
进行了两次强度不大的训练。首
次担任国足主帅的卡纳瓦罗向全
体国脚颁布了两条纪律：吃饭时
不能玩手机、不管是吃饭还是训
练都不能迟到。

众所周知，本次南宁集训是
国足在亚洲杯后的重组亮相，整
个教练组和管理团队大部分来自
广州恒大。虽然外界对这个“国
足集训队”的组建模式依然充满
争论，但中国杯毕竟是正式的国
际A级赛，也关乎中国队的国际
排名，因此卡纳瓦罗和全体国脚
十分重视。正在欧洲休假的里皮
虽然挂着“国足顾问”的头衔，但
他不会到南宁督战。

据悉，目前的 23人集训名单
是从一份 60 人的常备大名单中
挑选出来的，这份60人的大名单
是亚洲杯结束后里皮与卡纳瓦罗
一起研究圈定的。

第一场同泰国队的比赛对卡
纳瓦罗和中国队来说是个不小的
考验，目标肯定是取得胜利，否则
卡纳瓦罗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新体）

新国足开练

卡帅宣布两项纪
律：不玩手机不准
迟到

新华社北京 3月 17日电 中
国冰壶协会消息，2019年世界女
子冰壶锦标赛 16 日在丹麦锡尔
克堡拉开循环赛首轮战幕。由年
轻队员组成的中国队“爆冷”以
9:3 逼迫冬奥会冠军瑞典队提前
认输，取得开门红。

在世界女子冰壶锦标赛历史
上，中国队曾于 2009 年夺得冠
军，而首轮对手瑞典队是平昌冬
奥会冠军、上届世锦赛亚军，实力
要超出中国队。谈及战胜实力强
劲的瑞典队，中国队队长梅杰说：

“很高兴战胜瑞典队，但这并不意
味着我们更强，只是我们希望以
后有更多机会像今天这样比赛。
我们是一支比较年轻的队伍，但
是我们在进步。”

女子冰壶世锦赛开赛

中国队爆冷击败
冬奥冠军瑞典队

2019年世乒赛单项赛将于 4
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国乒
目前正在深圳展开为期一个月的
封闭集训。与往届世乒赛一样，
国乒在训练馆内张贴出主要对
手，随着这份名单的曝光，国际乒
联旋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转发。

中国男乒把主要对手分为三
个集团，第一集团一共4人，包括
日本队的水谷隼、张本智和和德
国队的波尔、奥恰洛夫；第二集团
多达10人，包括日本队的丹羽孝
希，韩国队的张宇镇、李尚洙、郑
荣植，白俄罗斯队的萨姆索诺夫，
巴西队的卡尔德拉诺·雨果，中国
香港队的黄镇廷，中国台北队的
庄智渊、林昀儒和英格兰队的皮
切福德。

中国女乒一共列出了 14 名
主要对手，其中日本队4人，包括
去年连克国乒3大主力的伊藤美
诚、2017年亚锦赛女单冠军平野
美宇、该队头号女单石川佳纯以
及20岁小将加藤美优。（新体）

国乒罗列世乒赛
对手名单

《我和我的经纪
人》开播

首档聚焦经纪公司的职
场真人秀《我和我的经纪人》
昨日登陆腾讯视频开播，之
前节目在北京举办看片会，
朱亚文、张雨绮、乔欣与各自
的经纪人悉数亮相。观看第
一期节目后，艺人与经纪人
在现场进行默契大考验，趣
味十足。

《我和我的经纪人》以艺
人与经纪人的职场日常为内
容，解密错综复杂的职场关
系，传递正向的职场价值观。

《我和我的经纪人》首次
在镜头前展示神秘且有趣的
经纪人行业，以艺人和经纪
人的搭档关系作为切入点，
记录他们在工作中发生的鲜
活有趣的故事。节目中，朱
亚文惨被吐槽“定位不准”，
而张雨绮的经纪人则纠结于
她“太过大胆”。

（新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