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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届上海电视节和第 22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分别于6月
10日-14日和6月15日-24日举
行。昨天下午，2019年上海国际
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在京举行国
内首场新闻发布会，公布本届白
玉兰奖中国电视剧单元入围片
和金爵奖评委会全名单。

“现实题材”占绝对优势

据悉，近年佳作迭出的正
午阳光团队“井喷式”爆发，
现代题材和古装题材全面开
花，凭借 《大江大河》《都挺
好》《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三部作品一举拿下全部 55个提
名中的 22个。除了现实题材的
绝对优势，本届“白玉兰奖”
入围名单的另一显著特征是重
量级作品格外强势，几部家喻
户晓的“爆款”电视剧的演员
几乎包揽了全部单项奖，好作
品带动作用相当明显。

本届白玉兰奖入围名单的
赢家几乎没有悬念，《都挺好》获
得包括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
最佳编剧、最佳男女主角、最佳
男女配角等 8项大奖提名，最佳
男配角甚至一次入围了郭京飞、
高鑫两位演员，成为最大赢家；
《大江大河》和《知否知否应是绿
肥红瘦》各获7项提名紧随其后。

《天盛长歌》入围最佳电视
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
美术、最佳摄影 5项提名；《正阳

门下小女人》同样获得 5项提名
与其并列。《芝麻胡同》入围最佳

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
角4项大奖角逐。

单项奖争夺激烈

从这一提名名单可以预见，
本届白玉兰奖最终的争夺将异
常激烈。由于几部热门提名作
品的完成度和社会美誉度都很
高，使得单项奖的高下评判显得
难以取舍。

在关注度较高的最佳女主
角角逐中，此次入围的姚晨、赵
丽颖、刘蓓、万茜、蒋雯丽，她们
均以出色演技让观众记住了角
色，而不是靠个人知名度“强行”
带动一部电视剧进入观众视
野。尤为引人关注的最佳男主
角奖角逐中，陈坤、何冰、倪大
红、王凯、祖峰入围，目前呼声最
高的是凭借“苏大强”成为超级
网红的倪大红，“话题性”和“全
民娱乐”能否最终送给这位“永
远的黄金配角”一座最佳男主角
奖杯，大家拭目以待。

在发布会现场，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刘梅茹介
绍，本届白玉兰奖评选聚集了来
自世界各地5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千部优秀节目，经过多轮角逐，包
括17部中国电视剧，10部海外电
视剧，10部纪录片，10部动画片和
15部综艺节目入围。这些入围作
品将共同角逐电视剧、纪录片、动
画片、综艺四大类别的17个专业
奖项。6月 14日晚，各类别的最
终获奖名单将在“白玉兰绽放”颁
奖典礼上揭晓。

（综合）

“白玉兰奖”公布入围名单
《大江大河》《都挺好》等均入围

姚晨凭借《都挺好》入围最佳女主角提名

新华社北京 5 月 24 日电

中国足协24日在其官网发布公
告称：为备战 2019 年 9 月开始
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
预选赛预赛阶段（四十强赛）的
比赛，经中国足协研究批准，意
大利籍教练马塞洛·里皮出任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
并将于6月开始带队组织集训、
参加比赛。

公告称：2016年10月，里皮

出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
练。在其带队参加的 6场俄罗
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决赛阶
段（十二强赛）比赛中取得3胜2
平1负的成绩。随后，里皮又率
队参加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
晋级八强。

亚洲杯后，里皮合同到期离
任。此后，广州恒大主教练卡纳
瓦罗出任国足集训队主教练并
率队征战中国杯。但国足主教

练人选始终没有最终确定。4月
28日，卡纳瓦罗在个人微博上宣
布放弃国足主教练职位。

公告称：里皮执教国家队
以来，球队展现了积极向上的
精神面貌和顽强拼搏的比赛信
念。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在
里皮及其教练团队的带领下，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队员们
会向他们的世界杯参赛梦想发
起全力冲击。

里皮再次出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

本报讯（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王辉）近日，导墅镇“文化百
味”全民艺术普及广场舞培训
班在非凡艺术培训工作室正式
开班。作为我市“与艺同行”全
民艺术普及项目之一，此次培
训班共 10个课时，面向导墅全
镇舞蹈爱好者免费开放。

据了解，此次广场舞公益
课堂由 2018 年丹阳市广场舞
大赛金奖得主《梨花情》编舞夏
飞老师担任教练，在健身性的
基础上，兼具了艺术性，系统地
向广大舞蹈爱好者传授了广场
舞的表演理论、审美特征、舞蹈
基本功以及编排技法等。记者
了解到，“文化百味”艺术公益
课堂除开设了广场舞培训班
外，还设有戏曲表演、面塑、少
儿戏曲、书画、器乐、武术等课
程，旨在进一步提升全民艺术
普及的群众参与度。“近年来，
我镇十分重视全民艺术普及工
作，大力推进文化志愿服务，着
力加强文化民生工作，让群众
充分享受文化艺术的成果。”导
墅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该
镇将继续充分挖掘社会力量，
力争实现常态化的文化志愿服
务与专业化的艺术普及项目有
机结合，推动群众文化事业高
质量发展。

有老师教 有场地练

导墅镇“文化百
味”全民艺术普
及培训公益课程
开课

世界女排联赛首站最后一场

中国胜多米尼加
新华社巴西利亚 5月 23日

电 中国队 23日在世界女排联
赛巴西利亚站迎来最后一个对
手多米尼加，最终以 3：1胜出，
这也是中国女排在本站比赛中
获得的唯一一场胜利。

多米尼加在前两场比赛中
连胜俄罗斯和巴西，实力很强，
而两场皆负的中国女排背水一
战，希望赢得一场胜利。

在本站比赛中中国队两负
一胜，这一结果并不让大家满

意，副攻手王媛媛认为主要问
题是面对关键分时心态不稳
定，原因还是队员比较年轻，希
望在后面的比赛中能够积累更
多关键球的经验。

近日，许晴以中欧女性影展
推广大使的身份出席中欧女性影
展戛纳论坛，为女性电影工作者
发言，助力女性电影作品的推广。

论坛上，许晴将影视行业中
的东方女性电影人形容为“聚是
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女性电影人和女性视角的
电影，能够展现出不同的世界观，
去点燃、去打破现在的某些束缚
与局限，从而贡献出更多好的作
品。”许晴说。

此外，许晴表示，即使是在男
性主导的行业里，男性与女性之
间也并不是对立而是互相激励，
在男人戏为主的电影里，女性角
色也可以塑造得很有力量。

无论是论坛上一身灰色缎面
套装的干练，还是海边沙滩一身
白色套装的优雅，许晴都诠释了
她自己所说的“女人都是可爱又
坚定的”。

作为资深女性电影人，许晴
曾在《建国大业》《老炮儿》《邪不
压正》等作品中塑造过许多令人
难忘的女性形象，最新电影作品
《刀背藏身》和《闻烟》也即将与观
众见面。 （新娱）

出席中欧女性影展戛纳论坛

许晴：男性与女性
并不对立 新华社华盛顿5月23日电

NBA23 日公布了本赛季最佳
阵容，哈登（休斯敦火箭队）、安
特托昆博（密尔沃基雄鹿队）、
库里（金州勇士队）、保罗·乔治
（俄克拉荷马雷霆队）和约基奇
（丹佛掘金队）入选最佳阵容一
队。

哈登是最佳阵容的常客，
本赛季已经是他第五次入选第
一阵容，库里是第三次入选一
阵，“字母哥”安特托昆博和乔
治则是首次入选第一阵容。哈
登、安特托昆博和乔治也是本
赛季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三
位候选人。

哈登、安特托昆
博领衔美职篮最
佳阵容

《人民法院报》发公告

赵胜男败诉后拒
向杨洋道歉

昨日，《人民法院报》发布
公告称杨洋与赵胜男名誉权纠
纷一案，因赵胜男拒绝履行法
院判决，故将判决书主要内容
刊登。判决认为被告赵胜男所
发表的文章多处失实、歪曲事
实，使用大量侮辱性描写攻击
和贬低原告，侵犯了原告的名
誉权，判决赵胜男发布致歉声
明，并赔偿杨洋 5万元的精神
损害抚慰金。

据悉，2016年 12月 11日，
微博用户赵某在其账号“顾年
時”发布题为“杨洋、杨洋团队
及杨洋粉丝做的极品事情”的
长篇微博，文章中涉及不少侮
辱性言辞。随后，杨洋及团队
委任律师进行处理，并将该用
户告上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
院。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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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去年医治我父亲
时尽职尽责，后来又救了我的命，
虽然迟到了一年多，但这声‘谢谢
’如果不当面说出来，我没法心
安。”5月20日，在市人民医院，患
者束金如将一面锦旗送到外科医
生毛晓俊的手里，完成了他一直
以来的一个心愿。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去
年1月3日，束金如瘫痪在床的父
亲束光宇突发中风，住进了人民医

院21病区。由于早年就已和妻子
离婚，这么多年来，都是束金如一
个人在照顾父亲。父亲生病住院，
他24小时陪护在病床前。连续陪
护了三天三夜后，第四天早上，人
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潘生英在查
房时，发现束金如呕血晕厥，立即
拨打了医院的急救电话。

“当时我已经昏迷了，父亲躺
在病床上也无能为力。之后清醒
了才知道，是医生抬着我去做的

胃镜，经过检查发现我胃部有肿
瘤，严重溃疡引发出血。但因为
当时没有钱交费用，所以我不想
做手术。”束金如说，“外科医生毛
晓俊、岳晔玮多次和我沟通，告诉
我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及时手术，
可能会导致休克甚至会有生命危
险，他们还积极向院方请示，很快
给我安排了手术。”

出院后，束金如带着父亲回
到了金桥世纪城小区的家。“父亲

身边离不开人，这一年多来，为了
照顾他，除了买菜，我几乎不出
门。”束金如说，其实他经常会想
起帮助他的医生，但因为没法长
时间离开父亲，也没有医生的电
话号码，因此一直没能向他们说
声“谢谢”。

前不久，束金如的父亲去世，
在办完父亲的后事后，他首先想
到的便是去医院感谢几位医生。

“他们的恩情我一辈子都会记得，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可能我已
经不在了。”束金如说：“潘生英、
毛晓俊、岳晔玮三位医生的举动
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医者仁心。”

一声迟到了一年多的“谢谢”

本报讯 （记者 张敏）24 日
一大早，一位80岁的老奶奶来到
报社，她手中拿着当天的《丹阳日

报》，里面夹着钱，推门走进了本
报内容生产部的办公室。

“我是来捐款的，我要为袁胡
兰加油鼓劲！”眼前这位语气坚定
的老奶奶姓殷，家住开发区郭家
村，看到当天本报“民生·最关注”
版面刊登的《“虽然山穷水尽，但
我们决不放弃”》一文后，赶紧来
到报社为袁胡兰捐款。

殷奶奶称，她是《丹阳日报》
的忠实读者，每天必看，以前也为
报道中类似的求助者捐过款，这
次在报纸上看到袁胡兰的遭遇，
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也是一位母
亲，深知肩上扛着的责任与重担，
我很同情袁胡兰年纪轻轻就得了

重病，更敬佩她长期与疾病斗争
的毅力，所以我一定要为她加油
鼓劲！”殷奶奶说，“虽然捐的钱不
多，但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希望她
能慢慢好起来，早日康复。”

之后，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
袁胡兰的儿子袁航，并把殷奶奶
的 200元爱心款转交给他，袁航
向殷奶奶表达了谢意。据悉，目
前袁胡兰一家仍在为 15万元的
治疗费发愁，希望能有更多的社
会爱心人士向这位坚强的母亲伸
出援手！

如有爱心人士愿意提供帮
助 ，请 拨 打 本 报 民 生 热 线 ：
86983119。

“同是母亲，我为她加油！”

特价衣打折衣挂一起卖
顾客分不清多掏一百元

本报讯（记者 张敏）“明明
标着 299元特价，结账的时候却
变成了打折款，要我多掏 100
元。”近日，市民束女士在吾悦
广场一家服装店买衣服时，遭
遇了不愉快的经历。

束女士告诉记者，她早就
在这家店看中了一件连衣裙，
但因为之前价格偏高，一直没
舍得买。当天再次路过这家店
时，她发现那条裙子被挂到了
特价区，上面的标价用大字写
着 299元。“我有点意外，便向
店员确定了一下价格，店员给
予了肯定回答。”束女士说，于
是她拿着连衣裙进了试衣间，
试穿满意后，她当即决定穿着
它离开，店员也很殷勤地帮束
女士剪掉了标签。可到了结账
的时候，束女士却傻了眼。“价
格变成了 400多元，说好的特价

呢？”束女士产生了疑问。对
此，店员向她解释称，这款裙
子一直是打五折卖的，五折后
的价格就是 400多元。对于这个
解释，束女士很不认同，明明
是挂在特价区的，而且标签打
得那么醒目，怎么就变成了打
五折呢？

为了安抚束女士的情绪，
店员建议她用手机扫描店内二
维码成为会员，新会员购买衣
服可以便宜几十元，这样也能
少付一点钱。由于连衣裙已经
穿上了身，标签也剪掉了，束
女士只能付钱买下。“打折加优
惠，最后这件连衣裙以 399元的
价格买下了，相比于特价，多
掏了 100 元，怎么想都有种被

‘套路’的感觉。”束女士无奈
地说道。

之后，记者走访了一些服

装专卖店，发现将特价衣和打
折衣挂在一起卖的做法很常
见。店员们的解释大致为：特
价款的衣服往往只有少数几
件，打折款因为尺码不全，衣
服数量也不多，当新款衣服上
架后，将特价款和打折款的衣
服挂在一起卖是很正常的做
法，不存在“套路”。只要顾客
在试穿、购买前询问清楚，是
可以明确价格的。至于束女士
的经历，有经验的店员认为，
可能是因为束女士当时没有和
店员沟通好，或者店员是个新
手，还不太熟悉业务造成了误
解。

“不管怎么样，以后市民们
上街购物还得留个心眼，千万别
被特价、心动价迷了眼，看清
楚、问清楚价格后再购买，切忌
冲动！”束女士最后提醒道。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报料

费（可线上支付）。

民生热线：

86983119

图为殷奶奶来报社捐款时拿
着的报纸和现金。

记者 陈晓玲 摄

图片新闻

近日，市红十字会、云阳街道社区服务中心联合开展了“关
爱精神健康”知识宣传进社区活动，让居民加深对精神疾病的认
识，减少对精神病人群体的恐惧和误解。此外，云阳医院护士长
徐莲还为社区老人开展红十字养老护理知识培训，对老年人应注
重的保健和心理知识进行了重点指导。

（记者 裕隆 通讯员 王琦 史正华 摄）

近日，公园新村社区连心志愿者和爱心义工社的义工，走进
辖区空巢老人和残疾人家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老人们理发、
剪指甲、打扫卫生，陪老人聊天。

（记者 裕隆 通讯员 恽霞 曹霞 摄）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本报记者 李潇 通讯员 孙红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