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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即将来临，“五一”、端午接踵而至——

小长假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经过漫长的上班
时间，2019 年第二个
小长假——清明假期
即将来临，工作了那么
久，是时候出去溜达溜
达了，是不是很开心
啊？更让人欢呼雀跃
的是，原定1天的“五
一”假期，转瞬变为 4
天小长假，引爆大家出
游热情。再加上六月
的端午假期，可以好好
规划下了。那么，如何
利用这些假期，请最合
理的假，玩出最精彩的
旅行？如果还没有计
划，请收下网友为大家
准备的这份攻略，一定
用得上！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在
仲春与暮春之交，是中国传
统节日之一，也是最重要的
祭祀节日之一。在经历了没
有法定节假日的 3 月，清明
小长假显得弥足珍贵。你是
打算回去扫墓？还是抓紧为
数不多的假期，开启一场旅
行呢？什么？3天假期太短！
别担心，已有网友给出了

“请 4 休 9”的拼假攻略。如
果你今天还没来得及请假，
也没关系！有网友建议，可
以在 4 月 8 日至 12 日请假 5
天，拼出 10天的假。这么长
的假期，来一趟出国游都不
成问题。

高速免费吗？
根据国家交通运输部相

关文件，清明节期间，全国收费
公路将继续实施免收小型客车
通行费政策。免费时间：4月5
日 0:00 至 4 月 7 日 24:00，共 3
天。免费车型：7座以下(含 7
座)载客车辆，以及允许在普通
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

出游推荐
按照规定，清明只有 3天

的休假时间，由于很多人会选
择祭祖、扫墓，所以，网友为大
家计划了一些行程较短的周
边游。你可以选择扬州瘦西
湖、杭州西湖、吴江同里等山
水线路。自古诗云，烟花三月

下扬州，扬州第一胜景就是瘦
西湖。而杭州西湖则是一处
以秀丽的湖光山色为主的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清明这样的
烟花时节，自然要去走走。你
也可以选择句容后白、无锡鼋
头渚、江西婺源等赏花线路。
眼下，全国进入“赏花时间”，
许多地方的油菜花、樱花、郁
金香等进入最佳观赏季，这可
不能错过。值得注意的是，有
些热门景点会发出“限客令”，
大家要提早做好准备。当然，

“拼假族”就不必受天数的约
束，可以选择去更远的地方，
比如去日本赏樱，去泰国参加
泼水节，都是不错的选择。

上个月，“五一”放假 4
天的消息一下子引爆了朋友
圈和各种网络媒体，大家欢
呼叫好，拍手称赞：“好嗨
哦！终于可以放心出门旅游
了。”更有网友拼出 8 天长
假，“搞个年假凑一凑，能出
趟远门，再也不用担心时间
不够用了。”不过，也有网友
表示，虽然连休 4天，但是 4
天假期之前的一个星期和之
后的一个星期，就要连续上6
天班，“如果硬拼凑一个长
假，划算吗？”

高速免费吗？
根据相关规定，“五一”期

间，全国收费公路对 7座以下
(含 7 座)载客车辆免收通行
费，包括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
行驶的摩托车。免费时间：5
月 1日 0:00至 5月 4日 24:00，
共4天。

出游推荐
尽管假期延长，但实际休

假天数也仅有 4天，网友们认
为短暂的假期出国旅游显然
有些仓促，倒不如让自己少些
压力，选择国内游，游览大好

河山。如果你是海岛控，可以
选择去厦门、海南、涠洲岛等
海滨城市，沙滩上悠闲散步，
沐浴傍晚温和阳光，帮你消除
工作、生活上的烦恼。如果你
热爱运动，可以选择张家界、
黄山、莫干山等地，用自己的
脚步，丈量祖国的山河。如果
你有古镇梦，可以选择去周
庄、西塘等，体验小桥流水，呼
吸清新空气。拼假的小伙伴
们，可以选择出境游，毗邻我
国的东南亚和日韩都是不错
的选择。

端午假期是上半年最后
一个小长假，是为了纪念爱
国诗人屈原而规定的法定节
假日，它与周末连休共 3
天。因为不需要调休，所以
网友们认为这个假日拼假似
乎并不划算。不过，想要出
远门的小伙伴们，可以选择

“请4休9”哦。
高速免费吗？
根据国家交通运输部相

关文件，端午节并不在高速
公路免费通行的节假日内。
所以，准备自驾出行的小伙

伴们要多一笔支出了。
出游推荐
端午，按照规定只有 3

天的休假时间，网友们建
议，如果你在外工作或是求
学的话，不妨回到父母身
边，过一个温馨的小长假。
如果你想要出游，端午假期
可以选择传统民俗游，赛龙
舟、包粽子、做香囊……体
验不一样的乐趣。
你也可以在这个假
期 和 孩 子 爱
人，亦或

好友三五成群，享受在路上
的感觉，来一次休闲的乡村
自驾之旅。浙江、安徽有不
少不错的度假村，逃离城市
的纷扰，在高山流水间放空
一下身心，静静享受三天的
惬意生活真的是极好的。

清明放假：4月5日至7日，共3天。

拼假攻略：4月1日至4日请假4天，加上双休日，可以得到9天假期。

清明节

“五一”放假：5月1日至4日放假调休，共4天。4月28日、5月5日上班。

拼假攻略：4月28至30日请假3天，又一个8天长假。

劳动节

端午放假：6月7日至9日，共3天。

拼假攻略：6月3日至6日请假4天，加上双休日，可拼得9天假期。

端午节

本报记者 周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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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都挺好》的高关注度影
响，当代都市题材成为荧屏主流，
目前《推手》《青春斗》《只为遇见
你》等都市题材剧还在热播，而记
者了解到，在 4月的待播“剧单”
里，当代都市剧仍是主流，除了
《面具背后》《燕阳春》等传奇剧、
《新白娘子传奇》《封神演义》等古
装剧瞄准部分受众外，当代不同
题材的剧特别受关注，比如刘诗
诗、佟大为合作的《如果可以这样
爱》，李幼斌、张丰毅主演的《因法
之名》，陈晓和景甜携手的《一场
遇见爱情的旅行》等，都在关注当
代生活的同时，注入新鲜的元素。

都市剧“青春”过后，融
入悬疑元素

在 3月荧屏上，对家庭关系
描摹细致的《都挺好》吸引了大批
观众目光，随后播出的《青春斗》
《推手》《夜空中最闪亮的星》《只
为遇见你》等都市题材作品，则不
约而同融入了“青春”元素。进入
4月后，荧屏新作也都以现代都
市题材为主打，但“青春”元素即
将退场，“悬疑”元素接踵登场
——即将开播的几部作品，将用
悬疑“抓住”观众。

由赵冬苓编剧、沈严、刘海波
执导，李幼斌、李小冉、张丰毅等
主演的《因法之名》备受关注。该
剧剧情取材于真实案件，题材新
颖。剧中李幼斌、张丰毅饰演一
对肝胆相照的默契搭档，实力不
凡。编剧赵冬苓曾执笔《红高粱》
等，导演沈严和刘海波曾执导《中
国式关系》《辣妈正传》等，这样的
超强班底，不由得让观众对新剧
多了几分期待。

陈晓和景甜主演的《一场遇
见爱情的旅行》，从剧名上看似乎
是一部甜蜜都市爱情剧，但它其
实是一部公路悬疑剧。该剧主要
讲述了因一幅名画而牵扯出的一
桩跨国案件，李心月和金小天因

为与画有交集被卷入其中，一起
踏上“悬疑+爱情”的旅途，从而
引发了一系列故事。

网络剧方面，警匪剧《铁探》
即将上线。该剧讲述饱受枪伤后
遗症折磨的铁探尚垶，用最顽强
的意志上演一个撼动人心的故
事。这样的剧情加上袁伟豪、惠
英红、黄智贤等实力派组成的阵
容，堪称是一部“港味”纯正的
警匪剧。编剧朱镜祺、刘小群对
此次的剧本也很有信心，不但剧
情紧张刺激，更要“拿一部电视
剧当五部电影去拍，用生命去探
案”。

同样是当代都市剧，《如果
可以这样爱》则跟上述作品有点
不同，它不是一部悬疑剧，而是
虐心的情感故事。由于有刘诗
诗、佟大为领衔主演，这部作品
自带话题。《如果可以这样爱》
讲述了电台主持人白考儿（刘诗
诗饰）和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钢
琴家耿墨池（佟大为饰）因恨生爱
的故事。该剧 2016 年就已经拍
摄完成，一直没跟观众见面，如今
终于有了播出的消息，粉丝们十
分兴奋。

王千源主演的《猴票》则围绕
一套 1980 年发行的绝版生肖邮
票“庚申猴”展开，讲述了工人翦
卫国和北京大妞儿王美丽共同遭
遇世间百态的故事。跟《如果可
以这样爱》相似的是，该剧也是一
部拍摄于 2015年的旧剧，此前曾
在地方台播出。塑造过多个经典
人物形象的王千源此次出演男主
角翦卫国，一名普通工人，为人孝
顺仗义，寻求安逸生活。然而，平
静的生活却被翦卫国早年意外获
得的一张错版“猴票”打破。王千
源透露：“翦卫国拿到这张猴票，
可以说是误打误撞，小小的猴票
给翦卫国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
化，因为所有人都垂涎这张珍贵
的猴票，给翦卫国的生活带来很
多意想不到的状况。”

年代剧演绎传奇故事

年代剧方面，即将播出的
《面具背后》《燕阳春》等讲述的
都是传奇故事，想必能吸引一批
家庭观众。

由李东学、张俪、林源等主
演的年代剧《面具背后》将于4月
1日登陆央视八套黄金档。该剧
以上世纪 30年代的上海滩为背
景，围绕一段扑朔迷离的悬案展
开，李东学饰演的特警为探寻真
相深陷黑幕之中，他沉寂多年的
真实身份也被揭开。同时，他与
双胞胎弟弟的重逢让兄弟俩背
负的家族隐情更加扑朔迷离。
剧中，李东学分别饰演勇敢豪爽
的徐继发和城府颇深的林奕晨，
对演技是一大挑战。

《燕阳春》由曹振宇执导，徐
百慧、刘牧、姚刚等主演，该剧是
一部以女侠为故事主线的传奇
励志剧，讲述了命途多舛的燕阳
春，历经种种磨难，最终成长为
一名伟大母亲的故事。该剧女
主人公燕阳春的扮演者徐百慧，
曾在《中天悬剑》《代号十三钗》
等年代剧中扮演性格各异的人物
角色。这一次出演英姿飒爽、爱
恨分明的女侠燕阳春，徐百慧表
示，出演这样一个年龄跨度非常
大的角色是一次历练。

《密查》是一部年代谍战剧，
改编自 1938 年轰动一时的真实
历史事件“宣侠父失踪案”。剧
中，郑凯饰演的武仲明是一名睿
智的孤胆英雄。在调查宣侠父失
踪案的途中，他面对的不仅有对
手的质疑，还有同道的误解，但他
始终不忘的是肩上承担的使命。
邓莎饰演的蒋宝珍是武仲明世界
中的阳光，不过亦敌亦友的身份
让两人一度纠结。

古装剧以“新编”吸睛

即将在4月3日上线的《新白

娘子传奇》根据 1992年版本进行
改编，当时由叶童女扮男装饰演许
仙，而赵雅芝饰演白娘子。新版的
《新白娘子传奇》由于朦胧和鞠婧
祎主演。在该剧众多版本中，鞠婧
祎和于朦胧的组合是相对比较年
轻的，也是颜值相当高的。

据悉，《新白娘子传奇》不仅
邀请鞠婧祎献唱重新编曲的《千
年等一回》《青城山下白素贞》等
记忆中的经典歌曲，还特别聚齐
了 1992 版许仙和小青的扮演者
叶童、陈美琪，两位分别在新版中
饰演许仙母亲以及小青母亲。叶
童表示，出演许母这一个角色，希
望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剧情发展，
也增添了一种母亲爱护子女的情
怀。叶童觉得于朦胧演绎的许仙
很好：“每个演员对于一个角色的
感受不一样，因此塑造也不一样，
于朦胧版本的许仙加了很多新东

西，让观众充满想象空间。”
王丽坤、罗晋、邓伦等主演的

《封神演义》同样是一部“新编”
剧，该剧即将在湖南卫视周播剧
场播出。虽然是“新瓶装旧酒”，
但从“剧透”看，这部《封神演义》
在细节方面还是有很多改动，不
仅讲述了姜子牙、苏妲己、姜王后
以及申公豹之间的故事，还有二
郎神杨戬与苏妲己之间的感情
戏。

罗晋饰演的杨戬是凡人和神
仙的后代，罗晋演这种憨厚又正
直的男主可谓驾轻就熟。此外，
王丽坤饰演的苏妲己具有双重性
格，邓伦出演痴情守护妲己的反
派狐妖，也是重要看点。不过，观
众熟悉的“封神”故事这次另辟蹊
径加入杨戬与妲己之间的爱情纠
葛，究竟能不能被大众接受，目前
尚未得知。

《如果可以这样爱》剧照。

参观现场。

4月“新剧单”：

““青春青春””过后融入悬疑元素过后融入悬疑元素

三吕故居展 吸引小观众
本报讯（记者 溢真 通讯

员 苏丹美）丹阳市美术馆（三
吕故居）3 月 29 日迎来了一批
戴着红领巾的小观众——丹阳
市正则小学一年级的小学生。
700余名小学生在三吕故居讲
解员的引领下，依次参观了吕
凤子故居的“三办正则”展厅、

“苏凤艺韵”展厅、“正则绣”展
厅，吕澂故居的“对话佛学研究
者”展厅、“探寻佛学的奥义”展
厅，吕叔湘故居的“对话人民的
语言学家”展厅、“桃李满天下”
展厅等等，全面了解三位从丹
阳走出的杰出文化名人——著
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吕凤子，著
名佛学大师吕澂，著名语言学
家、语文教育家、翻译家吕叔
湘。

在吕凤子故居的“三办正
则”展厅,小朋友们在讲解员的
介绍中了解了吕凤子先生捐兴
办学校的动人往事。讲解员介
绍说，吕凤子不仅是一位书画
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美术
教育家。吕凤子一生办了许多
学校,最典型的当数“三办正
则”。“正则”是我国爱国主义诗
人屈原的名字，吕凤子用屈原
的名字来命名学校，并定为校
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要
以屈原的精神和形象——他的

思想、人品、才能和成就，作为
我校师生共同追求的目标。屈
子魂就是我正则的校魂。”小朋
友们知道了自己学校名字的由
来，脸上都露出自豪的表情。

在吕叔湘故居，看到展柜
里展示的由吕叔湘先生主持编
纂的《现代汉语词典》，小朋友
们兴奋地叫起来。“家乡有这样
厉害的大师，我感到非常骄
傲！”一名小朋友这样说。据了

解，丹阳市美术馆（三吕故居）
通过实物展示、多媒体等多种
形式，介绍吕氏一门三个大师
的生平，充分展示三人在各自
专业领域的学术成就和社会贡
献。三吕故居与丹阳市美术馆
作为一个整体面向社会免费开
放，着力打造集学术研究、参观
交流、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多功
能场馆，日渐成为展示丹阳城
市形象的新窗口。

湖人昨晨官方宣布，在同球
队管理层以及医疗团队沟通后，
詹姆斯确定将不会参加本赛季后
续的比赛，这将有助于詹姆斯腹
股沟伤势的恢复。詹姆斯将依然
随队前往之后的客场比赛。

湖人篮球事务总裁“魔术师”
约翰逊和总经理佩林卡通过声明
表示：“通过与我们球队的医生和

医疗工作人员沟通，我们决定让
勒布朗缺席本赛季剩余所有比
赛，这将让他的腹股沟完全康
复。对勒布朗和湖人未来的成功
来说，这是最佳方案。”

詹姆斯本赛季的数据定格在
出战 55场，场均 27.4分、8.5个篮
板、8.3次助攻，投篮命中率和三
分命中率分别为51%和33.9%。

为康复腹股沟伤势

詹姆斯本赛季休战

砍下 50分的同时，达成三双
成就，即便是乔丹和科比也没做
到这一点，而哈登职业生涯已经
5次打出“50+三双”的统治级表
现。

在昨天火箭 119比 108击败
国王的比赛中，哈登出场 38 分
钟，31投 13中，其中三分球 23中
7，罚球 18中 17，砍下 50分、11个
篮板、10次助攻。

赛后谈及队友表现，戈登感
叹道：“我们经常看到他有类似的
表现，但这一次不声不响就拿到
了50+三双。”哈登在接受采访时
强调，“我并不关心数据，我只是
努力打出侵略性，无论是助攻、突

破攻击篮下，还是投篮，就是这
样。”

据美国媒体统计，这是哈登
职业生涯第5次砍下“50+三双”，
独占历史头名。排名第二的是威
斯布鲁克（3次）。此外，埃尔金·
贝勒、张伯伦职业生涯均是 2次
砍下“50+三双”，贾巴尔和里奇·
盖伦各自做到过1次。

这也是哈登本赛季的第 9次
50+得分，超越乔丹的 8次，距离
科比的10次仅差1场。考虑到火
箭还有 5场常规赛要打，哈登仍
然有望在常规赛结束前赶超科
比。

第5次“50+三双”

哈登这项数据无人能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