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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荧屏竞争激烈，
谁能押中爆款？

2019 年已经进入最后两个
月，回顾今年的国产剧和综艺，
虽说作品不少，但爆款却不多。
最近，各大卫视和视频网站陆续
公布了明年的片单，2020年或许
可以期待。孙俪、靳东、黄轩等
携大批职业剧来袭，汤唯、刘涛
纷纷演古装剧，他们谁能压中爆
款？

职业剧能否不悬浮？

今年 3 月份，电视剧《都挺
好》大火，不仅让原生家庭话题
得到关注，也打下了 2019年“都
市剧大年”的基调。

从公布的片单来看，都市剧
或将仍是 2020 年的主流。其中
很多都是职业剧，涉及房产中
介、律师、公关等多个行业，阵容
班底都不弱。

孙俪、罗晋主演的《卖房子
的人》，讲述了两个房地产中介
卖房子的故事，六六担任编剧，
海清、郭涛、胡可等客串。靳东、
蓝盈莹主演的《精英律师》，以一
群法律从业者为主角，演员阵容
强大，有孙淳、邬君梅、刘敏涛、
王鸥等。而黄轩、佟丽娅主演的
《完美关系》，则聚焦公关行业。

近年来，职场剧虽多，但很
多都是“披着职场剧的外衣谈恋
爱”，不知道这几部能否打破“剧
情悬浮、职业戏像儿戏”的套路？

此外，都市情感类电视剧仍
受欢迎。靳东和蒋欣的《如果岁
月可回头》讲述了三个男人寻找
感情治愈的故事，江疏影、童瑶、
毛晓彤的《三十而已》则以三个
女性为主角，展现了她们不平凡
的三十岁。

现实题材大剧能否再引
热潮？

自2017年以来，现实主义题
材电视剧明显增多，从《人民的
名义》到《大江大河》，都是既叫
好又叫座。2020 年，也有《大江
大河 2》《人民的财产》《猎狐》等
不少大剧待播。

2018 年，《大江大河》播出，
宋运辉、雷东宝、杨巡引起不少
观众共鸣。今年 10月，《大江大
河 2》也已开拍，据编剧透露，第
二部的故事发生在1994年、1995
年左右，主角们都人到中年，命
运将会发生变化，宋运辉还将离
婚。第一部的主要演员王凯、杨
烁、董子健等也将回归。

《人民的财产》由《人民的名
义》原班人马打造，故事中仍有

“达康书记”，但视角则转到一家
国企中。演员阵容同样强大，靳
东、闫妮、陈晓、黄志忠、秦岚、韩
童生、王景春、奚美娟等出演。

王凯、王鸥的《猎狐》则以经
侦民警为主角，展示了新中国成
立以来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海
外追逃行动——“猎狐行动”。

汤唯、刘涛纷纷演古装
剧

这两年，古装 IP 剧开始降
温。另一方面，不管是班底还是
演员，古装剧也在进行转型升
级，如《大明风华》《大宋宫词》
《孤城闭》等。

《大明风华》是汤唯的首部
古装剧，也是她时隔十多年后再
次出演电视剧。在剧中，汤唯饰
演明朝孙皇后，明宣宗则由朱亚
文出演。据说汤唯为了演好古
人，做了很多准备，包括学习礼
仪、明朝文化、台词发音等。

19 年前，李少红导演的《大

明宫词》成为很多人的童年回
忆。19 年后，李少红再次执导
《大宋宫词》，以蜀地孤女刘娥与
宋真宗赵恒之间的爱情为主线，
讲述两人相互扶持，开启宋朝一
代盛世的故事。

刘涛饰演刘娥，人物层次丰
富，对她来说是一次挑战。而周
渝民饰演的赵恒，既是开启了咸
平盛世的宋真宗，也是独具慧眼
识真爱的赵元侃，人物兼具霸气
与柔情。

正午阳光出品的《孤城闭》
同样以宋朝为背景，在朝堂之事
与儿女情长中，还原复杂而真实
的宋仁宗。王凯饰演宋仁宗，江
疏影饰演曹皇后。值得一提的
是，其制作班底正是《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的原班人马。

流量演员竞争激烈

随着《亲爱的，热爱的》和
《陈情令》的大火，杨紫、李现、肖
战、王一博等年轻演员脱颖而

出。2020年，他们的的竞争依然
激烈。

近几年，赵丽颖在“大女主
戏”的路上越走越稳，产后复出
的第一部戏就是和王一博搭档
的《有匪》。该剧根据同名人气
小说改编，讲述了周翡砥砺成
长、仗剑天涯的传奇故事。对此
类角色，赵丽颖应该驾轻就熟，
如何演出新意，应对大量武戏，
或许是她面对的新挑战。

小说《簪中录》也被改编为电
视剧，近日，官方正式宣布改名为
《青簪行》，并由吴亦凡和杨紫出
演。该剧以一名唐朝女官的视
角，揭露了大唐的宫闱秘事。

杨紫的另一部现代剧《余生
请多指教》，则是和肖战搭档。
该剧讲述了音乐系大三学生林
之校因父亲生病住院，与父亲的
主刀医生顾魏邂逅的故事。

此外，黄晓明主演的《鬓边
不是海棠红》，杨幂的《暴风眼》，
王千源、鹿晗的《在劫难逃》等也
将在明年播出。（综合）

赵丽颖、汤唯、孙俪、靳东剧照，他们能否押中爆款？

本报讯 （记者 李潇） 近
日，来自正则小学的欧阳皓天、
臧佳琪、戴嘉晴和镇江两名队员
组建的混合团体，在“奥体杯”江
苏省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网球 U
系列混合团队赛中取得了冠军。

据了解，我市网球队从2017
年 7月开始组建，形式为市队校
办，相对于其他城市的网球队还
是一支新生力量。在8月份的江
苏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上，正则
小学三年级的欧阳皓天在9岁组

男子单打中勇夺冠军、二年级的
戴嘉晴在9岁组女子单打中勇夺
亚军，实现了丹阳网球冠军数零
的突破。一个仅组建两年的网
球队，是如何在省级赛事中连获
佳绩？近日，记者走近我市网球
队一探究竟。

在市网球队，记者看到教练
胡磊正在指导学员进行训练，

“这些小网球手聪明爱学能吃
苦，进步很大，在省级举办的网球
赛事上，面对球龄比他们长的对

手，丝毫没有怯场，作为只训练了
两年的他们来说，真的很了不起，
我真心为他们点赞，他们的努力
付出终得到了回报。”

据了解，胡磊两年前受邀来
到我市，从正则小学选拔10名学
生组建了市网球队，并担任主教
练。胡磊告诉记者，2017年选拔
丹阳市网球队成员时，有一部分
人还不知道网球属于什么球类，
一些家长也对学习网球不是很
看重，而经过两年的发展，很多

人渐渐接受网球并且懂得欣赏
网球。今年，市网球队还分别在
华南实验学校和实验小学增选
了 8名网球队员。现在，市网球
队总共已有18名队员，队伍渐渐
庞大了起来。

对网球队未来的发展，胡磊
信心满满：“希望通过训练，市网
球队 10岁组的网球小将们能在
明年的全国赛事中捧回冠军，也
希望更多的市民能够走近网球，
了解网球，选择网球运动。”

青少年网球运动正在我市兴起

正则小学三名学生获省级网球赛事冠军

第三届全国青少
年舞蹈锦标赛在
我市举行
1800多名青少年舞蹈爱好
者同场角逐

本报讯 （记者 陈静）2日
下午，“天怡杯”2019第三届全国
青少年舞蹈锦标赛在我市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1800多名青少
年舞蹈爱好者参加比赛。

近年来，我市坚持着眼于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积极推动文化、体育和
旅游事业，并广泛开展多层
次、个性化的文化和体育活
动，显著提高了人民的幸福指
数，并先后获得全国文化先进
县市、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
位、省体育强市等称号。

据了解，此次比赛由中国
关工委健体中心和我市共同
主办，共有来自全国多地的 42
家青少年舞蹈培训和演出机
构、单位参加比赛。比赛分为
单人、双人和集体赛，选手根
据现场音乐，表演拉丁舞、摩
登舞等舞蹈，评审将根据现场
表现予以打分，并根据分数决
定晋级名额，最后决出冠军。

当天的开幕式上，全国政
协常委、中国关工委常务副主
任胡振民与我市相关部门负
责人一同为执裁评审与参赛
机构颁发了证书，并现场观看
了由我市舞蹈团体带来的《共
筑中国梦》等集体舞蹈表演。

CBA首秀前林书豪心系公益

每进一个三分球
捐出3000元

CBA新赛季伊始，北京首
钢男篮新援林书豪2日晚微博
发布一段自拍视频，并配文表
示，本赛季每进一个三分球，
就会捐出 3000元给公益组织，
自己的球鞋也会送给球迷。

林书豪在微博上写道：“希
望这个赛季大家都可以支持我
的三分球，哈哈。通过篮球，我
学会了爱与分享。热爱篮球，追
逐梦想，并在此过程中影响更多
人。今年每进一个三分球我会
捐3000元给公益组织。还有我
的球鞋也会送给球迷。篮球是
我的爱好跟梦想，但我们身边还
有很多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
中需要帮助跟鼓励的人，所以希
望#三分心#能帮助更多北京的
孩子们坚持跟完成他们的梦
想！”（综合）

“红星天铂杯”
2019 丹阳市足
协杯周六开战

本报讯 （记者 嘉瑛 通
讯员 葛森）3 日，市文体广电
和旅游局、市足球协会举办新
闻发布会暨抽签仪式，宣布
2019“红星天铂杯”丹阳市足协
杯于11月9日开赛。

据悉，本次比赛共有 23支
队伍报名参赛，参赛人数规模
近500人，共分为六个小组，取
每组前两名与成绩最好的四
个前三名出线再进行 16 强淘
汰赛，最终决出冠军。比赛抽
签根据联赛排名将 23 支队伍
分为四档，尽量保证了各组的
实力均衡，避免了强队过早相
遇。经过抽签分组，第一场比
赛将于 9日上午 9:30在市人民
体育场足球场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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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河内 11 月 3 日电

据越南政府门户网站3日消息，
越南总理阮春福已指示越南公
安部和外交部立即派出由部领
导带队的工作组前往英国，与
英方协作处理货车惨案相关事
宜。

消息说，在听取越南外交
部和驻英使馆关于英国埃塞克
斯郡货车内遇难者身份的报告
后，正在泰国曼谷参加东盟峰
会及相关会议的阮春福向遇难
者亲属表示慰问，并指示地方
政府帮助遇难者亲属早日走出
伤痛。

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
平明 2 日也通过社交媒体向遇
难者亲属表示慰问，并称越方
将就此案继续与英国有关部门
密切合作。

英国驻越南大使加雷思·
沃德 2 日通过使馆社交媒体账
号发布声明说，目前英方尚无
法公布遇难者具体身份，埃塞
克斯郡警方将继续与越南政府
和其他方面密切合作，以确定
遇难者身份，并向在这场悲剧
中受影响的人们提供帮助。

英国警方 10 月 23 日在英
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一工业
园区内的一辆集装箱货车里发
现39具遗体。埃塞克斯郡警方
当地时间 11月 1日晚发表声明
说，警方目前认为 39 名遇难者
均为越南人。越南外交部 2 日

发表声明说，此事为严重的人
道主义悲剧，越方强烈谴责人
口贩运，希望英方尽快完成调
查。

>>>链接
调查进展如何？

案件发生后，英国、越南逮
捕了多名嫌疑人。

据 BBC 报道，25 岁的货车
司机毛里斯·罗宾逊（Maurice
Robinson）在 案 发 后 当 即 被
捕。当地时间 10月 28日，罗宾
逊出庭受审，他被控 39 项谋杀
罪及合谋贩运人口、合谋从事
非法移民行为、洗钱等。检方
认为，罗宾逊是人口贩运“全球
链”中的一部分。

除罗宾逊外，英国警方逮
捕的另外三人目前已经取保候
审。不过，警方目前正在通缉
一对北爱尔兰兄弟，分别是 40
岁的 Ronan Hughes 和 34 岁的
Christopher Hughes。两人涉嫌
谋杀和人口贩运等。

在爱尔兰，22 岁的北爱尔
兰货车司机 Eamonn Harrison
已经被捕，他于当地时间11月1
日在都柏林最高法院出庭受
审，被控 39 项谋杀罪以及人口
贩运、非法移民等罪名。据《卫
报》消息，目前，英国埃塞克斯
警方已经启动引渡程序，将把
他从爱尔兰引渡至英国受审。

在越南，警方也以人口贩

运罪逮捕了两人。据《纽约时
报》报道，越南警方在中部 Ha
Tinh 省逮捕了两人，并以帮助
他人非法偷渡为由传唤了多
人。

越南贩卖人口问题难
解

虽然距离案发已经近 10
天，但遇难者是如何进入货车
集装箱，货车是如何从比利时
泽布吕赫港抵达英国埃斯克斯
的普尔弗利特港，仍不清楚。

但是，此事无疑让越南偷
渡、人口贩卖等问题再次成为
焦点。

据《纽约时报》报道，每年
有近 18000 名越南人通过偷渡
方式进入欧洲，期待得到一份
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让家
人过更好的生活。但他们的这
条路充满了艰辛和危险。

据报道，偷渡的费用大约
为8000至40000英镑不等，一般
越便宜的风险越大。据联合国
统计，越南非法移民每年为走
私者带去近3亿美元收入。

BBC 称，越南虽然是一个
正在崛起的经济体，但其地区
贫富差距非常大，还有许多人
生活在贫困之中。越南反人口
贩卖专家 Mimi Vu 称，事实上
会偷渡前往欧洲的越南人主要
集中在几个地区，这几个地区
一直以来就有通过合法或非法

手段移民的传统。
过去几十年间，偷渡前往

英国的越南人主要来自越南北
部地区，但近几年则主要集中
在中部三个地区，包括 Nghe
An、Quang Binh和Ha Tinh等，
这三个都是非常贫穷的地区。

至于为何是去英国？牛津
大学专注移民和英国越南人口
研究的 Tamsin Barber 称，对于
越南移民而言，英国是最受欢
迎的国家，因为只要到了英国，
他们就可以找到稳定的工作，
同时英国有大批越南移民会帮
助他们找到住宿和工作。此
外，英国的越南餐厅、美甲沙龙
和大麻农场都亟需低技术含量
劳工。

事实上，越南和英国政府
一直以来都希望合作打击人口
贩卖犯罪行为。据报道，英国
和越南政府去年就曾签订一份
关于“应对当代奴隶问题”的谅
解备忘录。

不过，一些专家认为，由于
越南偷渡的全球链已经非常成
熟，越南政府要彻底阻止偷渡
将非常困难。澳大利亚新南威
尔士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专家
Carl Thayer称，“偷渡给走私者
带去的利益太大，对那些处于
绝望中的人诱惑太大”，打击人
口贩运或走私将是“一场永难
停止的战斗”。

新华社开普敦 11 月 3 日电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日前宣布，将南
非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调
低至“负面”，这意味着穆迪或将在
未来12至18个月内下调南非主权
信用评级至“垃圾级”。

穆迪表示，下调评级展望主要
是因为南非财政状况持续恶化，而
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应对。

穆迪目前给予南非的主权信
用评级为“Baa3”，这是“投资级”中
最低一档。如果穆迪下调一档评
级，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将被降至

“垃圾级”。
另外两大国际评级机构标普

和惠誉在2017年就已先后将南非
主权信用评级降至“垃圾级”。

据南非统计局数据，南非今年
第一季度经济同比萎缩超过3%，
第二季度得益于矿业增长经济增
速反弹至3.1%。但受近期陆续发
生的暴力排外骚乱影响，南非第三
季度经济表现再度走软。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全年南非经
济增速仅0.7%。

新华社 11月 3日电 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南部山火“玛丽亚”截
至2日燃烧3天。大风助推火势，
加大扑灭难度。在加州北部，山火

“金卡德”过火面积超过300平方
公里，接近70%得到控制。

美联社报道，“玛丽亚”10月
31日晚自洛杉矶县西北部一处山
坡燃起，是加州南部最后一处大面
积山火。“玛丽亚”过火面积大约40
平方公里，迫使近1.1万人撤离。

“玛丽亚”蔓延迅速。文图拉
县消防部门警告，东文图拉、卡马
里奥和圣保拉面临威胁。

文图拉县消防主管马克·洛伦
岑说，风向11月1日改变，恐怕会
进一步增大“玛丽亚”过火面积，灭
火更为艰难。“玛丽亚”起火原因仍
在调查。

电力供应商南加州爱迪生电
力公司1日说，“玛丽亚”山火燃起
前13分钟，这家企业给这一地区
1.6万伏的输电线再次输电；企业
将配合起火原因调查。

为防止强风刮落电线、触发火
灾，加州主要电力企业太平洋天然
气和电气公司以及南加州爱迪生
电力公司多次大范围预防性断电。

每年秋冬季节吹袭加州的“圣
安娜风”是山火频发主要诱因之
一。“圣安娜风”获称“魔鬼风”，是
出现在加州南部山谷中的季风，来
自美国内陆荒漠地带，极度干燥，
易引燃山火。“玛丽亚”山火发生在

“圣安娜风”即将结束时段。
按照加州林业和消防局的说

法，在加州北部葡萄酒产区索诺马
县，山火“金卡德”过火面积超过
300平方公里，70%得到控制，越来
越多撤离人员获准返回。

太平洋天然气和电气公司迄
今4次在加州北部大范围预防性
停电。康特拉科斯塔县消防部门
认定，10月27日在旧金山湾区燃
起的3场较小山火是太平洋天然
气和电气公司电力设备所致。“金
卡德”原因尚未明确。太平洋天然
气和电气公司在起火点附近的一
个输电塔当时报告出现问题。

加州各地近年发生多起大范
围山火，造成严重人员和财产损
失。去年发生的“坎普”山火致死
至少86人，毁坏1.4万座建筑物。

美国白宫确认，联邦政府
国土安全部分管政策事务的
高级官员查德·沃尔夫将出任
代理部长。

外界过去几周推测国土
安全部将由谁“掌门”，一向低
调的沃尔夫并非热议人选。

“代理”升职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1月 1日在白宫向媒体证实，
他将任命代理副部长沃尔夫
出任这一联邦机构的代理部
长。

媒体记者问及沃尔夫是
否会执掌国土安全部，特朗普
回答：“我让一名非常优秀、受
人敬重的人坐在那个位置上，
他正在承担代理职责。我们
可以看看（他）后续表现如
何。”

国土安全部现任代理部
长凯文·麦卡利南今年 4月就
任，因为没有能全面执行总统
议程而遭到批评，10月早些时
候宣布当月底卸任，后来表示
再多供职一段时间，以便与继
任者平稳交接。

白宫发言人霍根·吉德利
1日晚些时候确认：“正如总统
所说，凯文·麦卡利南干得相
当好，将在退伍军人节后离
任。麦卡利南离任后，查德·
沃尔夫将临时担任代理部
长。”退伍军人节是 11 月 11
日。

沃尔夫先前作为代理副
部长分管政策办公室。

“鹰派”疑虑

特朗普发布消息的前一
天，美国媒体报道沃尔夫有望
出任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成
为特朗普任内这一部门第 5
名“掌门”。

多名消息人士说，特朗普
几天前与沃尔夫通话，告知上
述任命。

沃尔夫曾是前国土安全
部长科斯特珍·尼尔森的高级
助理，行事风格一向低调。路
透社报道，美国不少移民政策

“鹰派”人士对沃尔夫颇有疑
虑，担心他无法强硬推行特朗
普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政策。

鹰派人士青睐的国土安
全部长人选包括美国海关与

边境保护局代理局长马克·摩
根以及公民和移民服务局代
理局长肯·库奇内利。两人参
与执行严厉打击非法移民政
策。

美国移民研究中心分析
师马克·克里科里安认为，如
果沃尔夫无法有效遏止非法
移民涌入，白宫可能很快再次
给国土安全部换“掌门”。

另外，沃尔夫曾经注册登
记为全国软件与服务公司协
会的说客。这家协会代表美
国和印度技术企业利益，游说
美国政府继续向外籍人士发
放工作签证。不少移民政策
鹰派人士因而对沃尔夫不满。

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2 日电

美国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 2日
利用“安塔瑞斯”火箭发射“天鹅
座”飞船，为国际空间站送去约
3.7吨的货物，其中最重要的是用
于修理空间站上“阿尔法磁谱仪
2”的特制工具。

美国航天局介绍，“天鹅座”
飞船此次货运任务为空间站送去
了一批用于修理“阿尔法磁谱仪
2”的特制工具。空间站宇航员计
划随后进行 5 次太空行走，使用
这些工具修理空间站外的这个太
空粒子探测器。他们将切断并重
新连接阿尔法磁谱仪的流体线，
从而延长其运行寿命。

“阿尔法磁谱仪 2”于 2011年
5月搭乘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
来到国际空间站，这个项目由诺
贝尔奖得主丁肇中领导、中美等
国科学家共同开发，旨在寻找宇
宙中的暗物质、反物质并测量宇
宙线。设计寿命 3 年的“阿尔法
磁谱仪 2”已经运行超过 8 年，目
前保持设备恒温的 4个冷却泵只
有 1 个能完全正常工作，因此需
要进行修理升级。

丁肇中在 1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说，“阿尔法磁谱仪 2”将
在国际空间站运行寿命内继续收
集和分析数据，只要这种精密仪
器仍被用于探索未知，就值得期
待令人激动的新发现。

“天鹅座”飞船此次运送的货
物中还包括烤箱、防辐射背心等实
验装备。

按计划，“天鹅座”飞船将于
2020年1月13日离开国际空间站，
带走数吨垃圾并释放多颗小卫星，
约1月31日再入大气层焚毁。

越南总理指示派工作组赴英
处理货车惨案相关事宜

加州山火“金卡
德”渐弱“玛丽亚”
又起

特朗普选定国土安全部新“掌门”
“鹰派”疑虑

查德·沃尔夫

穆迪将南非主权
信用评级展望调
低至“负面”

美“天鹅座”飞船
为空间站送工具
专修阿尔法磁谱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