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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狂欢在上周落下帷幕，不知
道你的快递收得怎么样了？据淘宝官
方统计，丹阳地区在“双十一”这一天

“战绩”颇丰，不仅占据了镇江地区消
费金额第二的位置，单人消费金额最
高的一位来自开发区的买家更是一天
内就豪掷 86万人民币。但在这“全民
剁手”的狂热气氛中，并不是每个丹阳
人都钱包“出血”。根据我们在丹阳日
报微信公众号上的调查结果，在参与
调查的近500位市民中，有28%的市民

“零开销”，是所有选项中投票人数最
多的一项。而消费金额在1000元以下
的人群占到了 35%，消费金额在 1000
元到 3000 元之间的占到了 21%，也就
是说绝大部分丹阳人在网络购物狂欢
节的开销都不是很大。

在网友们的留言中，关于“穷”的
调侃常常让人捧腹大笑，但很多理性
的发言还是让我们看到了绝大部分丹
阳人没有开销过多的原因：一是商家
的“套路”太多，各种优惠法则让人看

了眼花缭乱，宛如大型算术比赛现场，
这让很多人心生厌烦；二是很多优惠
只特供给前几千名下单的顾客，比拼

“手速”让很多人感到了深深的挫败；
三是为了凑“满减”等常常会买下很多
并不是十分需要的东西，过后无论是
退款退货还是闲置在家都非常麻烦，
很多人选择干脆不买。

销售额高，表明丹阳人买得起；不
买的人也多，代表消费正在回归理
性。 （小汤）

我们正在流逝的乡愁我们正在流逝的乡愁
本报记者 小汤

三分之一丹阳人“购物狂欢节”里零开销

最近抖音上有一首“土味歌曲”走红起来，里面有两句歌词是这样唱的：“东街口的路边，
有很多奶茶店，00后的同学，你不会说方言。”这引起了丹阳“70后”爸爸老王的感慨：“我的女
儿就是‘00后’，她的确不会说丹阳话了。”这条发言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争相讨论，孩子们真的
不再说丹阳话了吗？为什么呢？这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00后”听得懂不会说

关于自己的女儿为什么不会说方
言，老王认为主要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小孩才学会说话没多久就要开始上学
前班了，从那时起老师就会在课堂上和
孩子说普通话，同学之间的交流也是普
通话。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远远比不
上在学校的时间，久而久之就算小孩还
能听懂父母之间用方言进行的交流，但
自己已经很难再学习和使用方言了。”网
友“柒柒”说：“学校是一方面原因，还有
一部分家长不允许小孩说丹阳话，认为

‘不上台面’，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观点，学
方言对一个人来说不仅是了解家乡文
化，也是增加一种归属感。”也有部分网
友表示自己小时候被爷爷奶奶带大，所
以方言还是会说的。“我就是一个丹阳话

说得很溜的‘00后’，我的同龄人里其实
还是有一部分会说的。”网友“朱突猛进
kk”说。

丹阳话的“基因”决定了衰落？

网友“新华”曾在丹阳新闻网发布
过帖子，论证了促使丹阳话消亡的种
种因素。他认为丹阳话因为历史原因
形成的“四门十八腔”在丰富了语言本
身的同时也为消亡埋下了“祸根”。丹
阳话的特征是丹阳处于吴头楚尾的特
殊地理位置形成的，在全国范围内都
不多见，在某些乡镇的丹阳话中，也保
留着相当多的古音。福兮祸所倚，一
旦随着路网发达，城乡差距缩小，在外
来务工人员来丹和各区域通婚等因素
的冲击下，老的语言特别是“方言岛”
就必然就要受到冲击。“新华”总结说：

“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丹阳就在推广
普通话上非常成功。而当讲普通话的

人越来越多时，一些同志想起了拯救
丹阳话的课题，但一个失去土壤的语
言，难道还有生存的权利吗？”丹阳话
真如“新华”所说，失去传承的土壤了
吗？

丹阳“10后”接触方言的机会会更少
网友 焦外像 摄

出版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方言
词典如今已很难找到

他山之石：
全国范围内的方言拯救行动

方言作为地区文化最重
要的载体，一种语言的消亡
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亡，而
乡音背后的文化基因也在被
我们逐渐剪断。因此近年
来，在全国范围内，“拯救方
言”都成为了一个逐渐热门
的话题。而光靠学术层面的
记录、保存并不足以挽救方
言，更重要的还是要让它“活
起来”。早在2006年，上海就
已经将上海话、上海童谣等
加入幼儿园小朋友的日常课
程中，并通过游戏等方式融
入“乡土文化”的教育，而扬
州、海门等地也计划逐步将
方言纳入日常课程。丹阳话
在吴方言中独树一帜，文化
研究价值和传承价值只会高

不会低，但相比北京上海等
大城市，丹阳的本土文化无
疑是弱势的。如何将传承语
言和传承文化纳入公共基础
教育，寓教于乐；如何在社会
中形成一种使用普通话同时
也可以使用方言的文化氛
围，是需要教育部门和全体
丹阳家长思考的问题。

上海一小学内，老师正
在进行方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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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润年执导的新片《被光抓
走的人》日前在京举行发布会，围
绕着这部现实主义爱情话题电影，
主演黄渤、王珞丹和谭卓等人认真
分享看法，面对“爱情是否需要审
判”的问题，黄渤觉得“皮毛下的真
相”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被光抓走的人》讲述一道神
奇的光笼罩城市，将相爱的人都抓
走，而被留下来的人们既要探寻真
相又要直面自我的故事。影片用
一束光来定义爱与不爱的分界，直
指当代爱情问题痛点，把被留下来
的人逼进“爱情真空区”。在被留
下的人之中，黄渤和谭卓这对夫妻
之间的信任危机一触即发；王珞丹
则在老公不知去向后踏上一段寻
找爱情真相的旅程。

影片作为由黄渤发起的HB+
U新导演计划中第一部上映作品，
引起业内关注。男主角黄渤说起
跟董润年合作原因时透露，两人在
《疯狂外星人》就有合作，董润年以
往也创作过许多很棒的作品，《被
光抓走的人》被选为导演计划第一
部作品是深思熟虑的决定。

当天活动中，登场主演都面临
着和爱情有关的“拷问”。饰演武
文学的黄渤直言爱情从来都不是
一件清晰明了的事情，“就像我们
平时照镜子，你不会久久地凝视自
己的眼睛超过一分钟一样，我们很
难真正看清楚自己身上的情感。”
当谈到“愿不愿意让爱情接受光的
审判”这一话题，选择愿意接受审

判的白客态度是“爱情是件复杂的
事情，所以如果有第三者或者造物
者帮我们评判这事的话，我还挺想
得到答案的”。眼看现场观众要被
白客说服的黄渤，并不这样看，他
反问对方：“每个人都渴望真实，
但如果你扒开皮毛，这些皮毛下的
真相你又敢知道吗？”瞬间引发更
多认同。

面对主创在现场的“激辩”，导
演董润年总结认为影片里光是对
爱情的考验，但在现实生活中爱情
的考验是无处不在的，他感叹爱情
里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那些
离开的人其实跟我们的片名一样，
不知道是跟别人一起走了，还是自
己消失了。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
要的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机会去
重新思考爱情、审视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谭卓现场大爆
与黄渤之间的“夫妻”秘事，“我的
角色张燕绝对是个颜粉，因为跟黄
渤饰演的武文学是两口子。”黄渤
立马接梗：“是的，我也经常被自己
帅醒。”逗趣的互动赢得笑声不
断。此外，作为一个“相当有爱”的
剧组，黄璐也透露，“第一天进剧组
就和王珞丹打架，还以为是部动作
电影。”面对黄璐的“爱的暴击”，王
珞丹则回应道：“对，打到把我的脸
直接刮花了，不过我觉得为了角
色、为了电影，这点小伤也算不上
什么。”

据悉，《被光抓走的人》将于
12月13日全国公映。

《被光抓走的人》下月上映，黄渤分享爱情观：

我们很难真正看清自己的情感
17日，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

篮资格赛亚太区预赛继续在新西
兰进行，面对小组最后一个对手菲
律宾队，比赛没有任何悬念，127比
49，中国女篮取得一场 78分的大
胜，成功晋级明年2月的最终资格
赛。

首场对阵韩国队惜败，16日大
胜东道主新西兰队，虽然表现有起
伏，但中国女篮从亚太区预赛突围
的形势非常明朗。在核心球员邵
婷轮休的情况下，中国女篮全队没
有任何松懈，其余11人全部得分，
有7人得分上双，尤其是前两场发
挥一般的韩旭，本场比赛迎来爆
发，凭借在内线的绝对优势，韩旭
全场17投10中，贡献26分、9个篮
板。

此役过后，2胜1负的中国女
篮已锁定小组前两名，成功从亚太
区预赛突围，晋级2020年东京奥运
会女篮项目的最终资格赛。

按照赛程安排，2020年东京奥
运会女篮资格赛将在明年2月6日
至9日举行，共有4个比赛地点，分
别是比利时奥斯坦德、中国佛山、
法国布尔日和塞尔维亚贝尔格莱
德，包括东道主日本队、世界杯冠
军美国队在内，来自各个大洲的16
支球队将被分成4个小组，争夺东
京奥运会的12个参赛名额。

大胜菲律宾78分

中国女篮杀入
东京奥运资格赛

新华社伦敦 11 月 16 日电

当费德勒16日在西西帕斯的发
球胜赛局中拿到破发点，伦敦
O2体育馆内爆发出山呼海啸般
的喝彩声。观众们用力鼓掌，
大喊“罗杰加油”。然后，冷静
的希腊新锐顶住压力，最终没
有让“瑞士天王”延缓自己晋级
决赛的脚步。

由此，焦科维奇、纳达尔、
费德勒这叱咤男子网坛10余年
的“三巨头”全部告别ATP世界
巡回赛年终总决赛。男子网坛
是否真要迎来改朝换代尚不可
得知，但“三巨头”多年来受欢
迎程度为何只增不减，大概可
从一些场内外的小小闪光点中
找到答案。

32 岁的焦科维奇是“三巨
头”中最年轻的，有16个大满贯
冠军在手。尽管他两天前在与
费德勒的第 49 次对决中落败，
但依然在交手记录上保持胜绩
领先。然而在伦敦，特别是在
温网，费德勒拥有不可动摇的
头号地位。今年的温网决赛，
焦科维奇在观众一边倒给费德
勒加油的情况下顶住压力夺
冠，他笑言自己当时只能在脑
海中“篡改”观众的口号，幻想
那是给自己的鼓励。来到总决
赛赛场，他也不止一次面对记
者关于观众“偏心”费德勒的问
题。

对此，焦科维奇的回答一
直大方得体。他表示自己非常
能理解费德勒为何受到如此多
的支持。“他的成就，他的人格，
让他配得上这些。”即便有观众
甚至会不礼貌地给他喝倒彩、
发出嘘声，焦科维奇也没有太
往心里去。“有时多数观众挺
你，有时相反，这是我整个职业

生涯都需要应对的……不管我
的反应如何，也不会改变这些
情况的发生，所以我只会接受
它，尊重它，然后努力把精力集
中在我能做的地方。”

14 日输给费德勒、无缘半
决赛并且丧失夺得年终第一的
机会后，焦科维奇还是大赞对
手：“我对他是至高崇拜。这么
多年来他取得了无数成就，而
他依然活跃在场上，这真是非
凡卓越。尽管他是我职业生涯
中最强劲的对手之一，但他同
时也是我的榜样，他一直激励
着我。”

33 岁的纳达尔年少成名，
将自己夺冠的疆土从红土场延
伸到硬地、草场，已捧得19个大
满贯奖杯。11年来 5次登顶世
界第一的王座，纳达尔的谦逊
始终没有改变。对阵梅德韦杰
夫，他在上演史诗级逆转好戏
后“心疼”对手，表示对手决胜
盘表现比他好太多，他只是凭
借关键时刻的几次发挥幸运得

胜。而在这场比赛中落后时，
西班牙人还曾主动指出边线裁
判的一次错判，给对手“送分”。

在场上不懈奔跑是纳达尔
的标志，以至于西西帕斯认为
他是“三巨头”中最难对付的，

“因为他的跑动覆盖全场，因为
他的斗志太强大”。不过，纳达
尔却淡然表示，在场上坚持战
斗理所应当，而他更想分享的
人生智慧是“接受自己犯的错，
然后向前看，别太把自己当回
事”。

20 个大满贯冠军在手，38
岁的费德勒却还不肯止步。他
说他现在可以纯粹地享受网
球，更重要的是他的孩子们在
陪他参赛的路上很快乐。“虽然
带着一大家子奔波挺辛苦，但
我觉得这是唯一能让我坚持到
处参赛的可行办法。”

多年来，费德勒在场上潇
洒优雅的身姿，宠辱不惊的态
度以及取得的不可一世的成
就，让许多球迷将他视为神一

般的存在。然而 BBC（英国广
播公司）早餐会节目的主持人
却在与总决赛八强共进早餐后
感慨：“知道最后是谁默默留下
来帮着收拾桌子吗？是罗杰
（费德勒）。”

这是开赛前在泰晤士河游
船上进行的一次早餐，当主持
人与“三巨头”坐在一起聊天问
他们是否算朋友时，焦科维奇
反问道：“这还不够明显吗？
我们可以一起坐在这里进行这
么休闲的船上旅行。”

焦科维奇赛前曾说：“我依然
能保持在这个水平，那两位大概
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他们在这
项运动中创造着历史，而这也激
励着我、鼓舞着我去尽可能做到
他们所成就的，甚至更多。”而“三
巨头”的互相促进，大概已超越了
网球场的范围。因为年纪轻轻的
梅德韦杰夫已深刻意识到,“网球
由许多细节组成，而其中许多其
实都取决于你在场外的经历、感
受”。

那些打动人的小小闪光点
——看网坛“三巨头”出局

本报讯 （记 者 茅猛科）
“砰！”随着发令枪声的响起，近
150名身穿蓝色定制T恤、背着蓝
色定制背包的跑友冲出了起跑
线。16 日上午 9 点，由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市委宣传部和市
文明办主办的“丹阳金鹰 5 周年
暨跑拾·森呼吸 2019 环保公益
跑”在金鹰广场开跑，旨在树立市
民环保理念，增强市民垃圾分类
意识。

跑步过程中，跑友们手拿垃
圾袋，一边跑步一边随手捡拾沿
途的垃圾。他们的每一次弯腰，
都让城市变得更加干净。跑步结
束后，他们又对自己捡拾的垃圾
进行了分类处理，身体力行引领
垃圾分类新风尚，助力美丽丹阳
建设。

据介绍，自开展分类垃圾以
来，我市共完成 166个分类小区、
98 家党政机关、23 所学校、11 家
医院、2 个党建示范小区、3 个全
镇域试点乡镇的垃圾分类工作。
城东、城西 2 座有机易腐垃圾处
理厂共接收处理有机易腐垃圾
700 多吨；有害垃圾暂存库共收
集有害垃圾 3.1吨。城区共发放
可回收物回收积分卡 15000 余
张，共收集可回收物 400多吨，为
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打造美丽城
市作出了积极贡献。

跑拾·森呼吸2019
环保公益跑开跑

网剧《心灵法医》今日在爱奇
艺播出。《心灵法医》讲述了“冷面
法医”明川（聂远 饰）与副刑警队
长丁春秋（芦芳生 饰）联手上演
了一场穿越现实迷雾、共同侦破
案件的故事。

导演龚朝晖透露，拍摄前期，
演员聂远和张庭菲提前去往法医
中心，真实感受尸检，为剧集拍摄
做准备。

《心灵法医》
今日爱奇艺播出
聂远、张庭菲赴法医中心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