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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慷慨悲歌之男儿，他
像一座塔一样，矗立在画面中”，
《觉醒年代》的导演张永新这样
形容张桐扮演的李大钊。作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
秀电视剧展播剧目，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剧《觉醒年代》正在央视
一套黄金时间热播，取得收视口
碑双丰收。剧中的主要人物之
一——扮演李大钊的青年演员
张桐也成了观众瞩目的焦点，不
少人评论，他不是最“形似”的，
却演出了李大钊先生的“灵魂”。

作为影视行业中的高学历
演员，张桐曾在法国里昂艺术戏
剧学院读到硕士，还曾在南开大
学计算机专业攻读。出道近 20
年，在《亮剑》《中国近卫军》《铁
梨花》《绝命后卫师》等作品中的
精彩表现，证明了这位低调男演
员的实力。

“敬畏”与“忐忑”并存

“我第一时间心里冒出来的
想法是，不想演，里边包含了拒
绝和敬畏，还有对自己的没把
握。”张桐说，当《觉醒年代》的制
片方找到他时，他并不敢贸然接
演李大钊，“大家都知道，这个人
物是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
大人物，怎样才能演的既符合历

史，又真实生动，真的很难。”但
犹豫过后，张桐又生出一份挑战
自己的欲望，“这是一块硬骨头，
应该去啃一啃，所以我就来到了
这个剧组。”

张桐是抱着一颗谦虚的心
来诠释角色的。“我准备把灵魂
敞开，去迎接另一个灵魂的到
来。”在他看来，李大钊在大是大

非面前立场非常鲜明，那就是要
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去拼搏去
牺牲；同时在看到工人兄弟、农
民兄弟、穷人兄弟的时候，他的
心是无私的，“这是我接近李大
钊先生的两个支点。”因为之前
已有很多演员诠释过这个人物，
所以他也看了不少资料，“其实
大家都有自己的理解，也用各自

的方式来演，说到底，是大钊先
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

脚踏实地，全情投入

塑造过很多不同类型的角
色，对于表演有什么心得总结？
面对这样的问题，张桐回答了六
个字：真诚、投入、谦虚。“老师教
我们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
戏，80后演员更要肩负起这份传
承的责任来，承上启下，不敢忘
本，打磨技艺，兢兢业业，只希望
把自己的热情，真诚传达给观
众。”

演过很多革命者的角色，再
次饰演革命先驱的经历依然让
他震撼，这位青年演员慷慨道：

“革命先驱的信仰在燃烧、激励
着我们的生命！”对于这份赤诚，
张桐说，铁肩担道义的李大钊先
生，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伟
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
阶级革命家，他学识渊博、勇于
开拓、坚贞不屈，为共产党人树
立了标杆，“《觉醒年代》虽然只
演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没有
提到大钊先生的牺牲，但是我们
想要通过这部剧，让大家了解他
开创的伟大事业，留下的思想遗
产不可磨灭，他永远是共产党人
学习的榜样。”（新娱）

访《觉醒年代》张桐：

铁肩担道义的李大钊为共产党人树立标杆

新华社堪培拉 2月 21日电

扔掉球拍，躺倒在地，挥动双
拳，尽情呐喊……21日晚，塞尔
维亚“天王”焦科维奇在澳网男
单赛场延续了他“进决赛、必夺
冠”的霸气势头，连续第三年加
冕“墨尔本公园之王”，并将由
他保持的在这项大满贯赛上的
夺冠纪录提升为第九次。

当晚，在被他称为熟悉得
就像“我家客厅”的罗德·拉沃
尔球场，这位头号种子选手以
7：5、6：2、6：2完胜4号种子梅德
韦杰夫，夺得他生涯第 18个大
满贯赛单打冠军，将与另外两
位“天王”纳达尔和费德勒（都
为20个）的差距缩小为两个。

在这 18 个冠军中，9 个来
自澳网，这也反映出世界“一
哥”对这项大满贯赛的统治
力。作为澳网史无前例的“九
冠王”，33岁的焦科维奇就此保
持了他九进决赛、无一失手的
势头。

“我认为这是非常成功的
一届赛事……赛事遇到很多不
同层面的挑战，澳大利亚网球
协会应该为他们让这届澳网成
为可能而感到骄傲。”赛后，焦
科维奇积极评价了疫情下顶着
压力办赛的主办方，也对对手
大加赞赏。

“梅德韦杰夫是我在球场
上遇到的最艰难的对手之一。
对你而言，获得大满贯赛冠军
只是时间问题。而且，能在过
去几个月保持 20连胜，同样是
了不起的。”

当晚决赛中，25 岁的俄罗
斯名将梅德韦杰夫，在首盘 0:3
落后时顽强连扳三局，两人也
在这盘带来精彩对攻，多次打
出激烈的多拍相持球。但随后
两盘中，焦科维奇彻底主导了
比赛。

从全场统计数据看，梅德
韦杰夫虽在制胜分上比焦科维
奇多4个，但在非受迫性失误上
比对手多 13个，成为输球的一
个原因。

“今晚的比赛不是我想要
的。对焦科维奇予以所有尊

重。我为自己在澳大利亚的这
个夏天感到骄傲，期待明年重
返这里。”梅德韦杰夫赛后通过
社交媒体说。

作为澳网和美网亚军，俄
罗斯人接下来将继续为首个大
满贯赛冠军发起冲击。

九进决赛，九度夺冠！

焦科维奇卫冕“澳网之王”

春节长假已过，但春节档电
影仍在火热上映中，票房纪录也
还在持续刷新中。灯塔专业版
21日 20时宣布，《你好，李焕英》
用时 9天 14时 18秒达成 40亿票
房，并且在当晚以40.28亿元反超
《唐人街探案 3》的 40.26亿元，结
束春节档第十天的鏖战，成功逆
袭。凭借好票房，主演沈腾以
200.42亿元总票房成为中国影史
首位200亿票房演员。

目前《你好，李焕英》位居中
国影史票房榜第五位，排在它前
面的包括 56.94亿元的《战狼 2》、
50.36亿元的《哪吒之魔童降世》、
46.88亿元的《流浪地球》和 42.50
亿元的《复仇者联盟 4》。根据市
场调研机构的评估，《你好，李焕
英》再取下 10 亿元票房，帮助喜
剧女演员贾玲跻身中国影史票房
前三的导演行列，可能也只是时
间问题。

2 月 19 日起，贾玲已携主创
开始了影片的路演，与其说回到
家乡接受观众检验，不如说是为
了影片票房再做冲刺。或许留给
这部电影的唯一疑问，便是它能
否最终超越《战狼 2》，成为春节
档以及中国影史的票房冠军。

（新娱）

《你好，李焕英》票
房反超《唐探3》
沈腾成为中国影史首位200
亿票房演员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策划组织
创作的主题重点作品《理想照耀
中国》之《希望的方舟》,近日在福
建漳州开机。电视剧《理想照耀
中国》制片人张琳熙、《希望的方
舟》导演王为及主演陆毅、袁冰
妍、章煜奇、邵杰睿、潘悦、王若
麟、张欢等出席了当天开机仪式。

《希望的方舟》以中国脊髓灰
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为原型,通
过回溯其临危受命研发脊髓灰质
炎疫苗的往事,将功绩背后顾方
舟的执着、牺牲,以及对祖国的真
挚情感娓娓道来,并由此展现老
一辈科学家“科学报国”的坚定信
仰和奉献精神。

“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
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1955 年,
脊髓灰质炎在江苏南通发生大规
模的暴发。全市 1680 人突然瘫
痪,大多为儿童,并有 466 人死
亡。病毒随后迅速蔓延到青岛、
上海、济宁、南宁等地,一时间全
国多地暴发疫情,引起社会恐
慌。此时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带
领团队开始脊髓灰质炎研究工
作。经过反复探索实验,面对未
知的风险,顾方舟以身试药,才让

“糖丸疫苗”顺利诞生。剧中,该
角色由陆毅饰演。

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
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卫生部
举行,已经 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
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新娱）

陆毅出演“中国脊
髓灰质炎疫苗之
父”

昨日，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出品的《猫和老鼠》（Tom & Jer⁃
ry）大电影发布中国独家预告及
海报，全世界最长情的损友 CP
汤姆和杰瑞将首登中国银幕。据
悉，电影将于 2月 26日元宵节在
全国上映。

预告片开篇汤姆和杰瑞一改
往日整蛊互斗的猫鼠大战关系，
意外撒糖：击掌、合奏音乐、互送
礼物、举杯畅饮……斗了 80多年
的猫和老鼠，尽显全世界最长情
损友CP的有爱一面。如果说预
告的前半程是一份送给中国观众
情怀满格的特别礼物，令大家感
受到不一样的猫和老鼠，那么后
半段就是爆笑呈现欢喜冤家追跑
打闹的真正日常。杰瑞潜入纽约
最豪华的酒店，吃喝玩乐嗨到不
行，但酒店却因老鼠出没苦恼不
已，于是聘请了汤姆来抓老鼠，老
对手再次狭路相逢，斗智斗勇大
闹酒店，全程欢乐非常！值得一
提的是，这次汤姆和杰瑞即将联
手拯救世纪婚礼，他们究竟会碰
撞出怎样的崭新火花，着实令人
无比期待！熟悉的配方，升级的
笑料，这一次最佳损友汤姆和杰
瑞强强联手，誓要在大都市纽约
疯玩到底。 （新娱）

《猫和老鼠》
元宵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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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电话凌晨响起后……
“叮铃铃、叮铃铃！”正月初三

凌晨 5点 20分，供电公司低压抢
修班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

“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的吗？”

“喂，您好，我住在华南新村，
现在家里没电了，不知道哪里出
了问题，能不能帮忙来看看？”

……
这个电话来自 83 岁的老人

姜金敖。正月初三凌晨 4 点多，
姜金敖起夜后发现家里没电了，

“所有的灯都不亮，网络、固定电
话也不能用了。”想着可能是整个
华南片区停电或是自家电表跳闸
了，于是老人摸黑前往电表处查
看，发现其他住户的电表都运行

正常，自家的电表也未跳闸。
“估计是哪里的线路出了问

题。”由于当时天还没亮，加上家
里只有他和80岁的爱人，姜金敖
便用手机打电话给水电维修工
人，“打了 3 个维修电话，却都没
人接听。”

无奈之下，老人想到了供电
公司抢修班，“我知道供电公司只
负责电表处的维修，家庭线路问
题是不归他们管的，只能试试看
了。”

得知姜金敖老人的困难，供
电公司抢修班工作人员安抚着老
人，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并告
知其抢修人员会立刻上门检修。

“差不多5分钟，抢修人员的车就

到楼下了。”回忆起当时的一幕，
姜金敖有些激动地告诉记者，“一
共来了两位抢修人员，他们从电
表开始一项一项检查，最后查出
来是开关设备老化导致线路被烧
断，随后抢修人员对损坏部分进
行了维修。“差不多 10 分钟的时
间就全部处理好了。”提到抢修人
员的工作效率，老人竖起了大拇
指。

更让老人感动的是抢修人员
坚守岗位，急居民之所急，“过年
期间，还是凌晨5点多，因为我的
一个电话，还不属于他们的工作
职责范围，但他们依然立即上门
维修，为我排忧解难，让我很是感
动。这种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

为了表示感谢，姜金敖和他
的爱人拿出煮好的茶叶蛋，希望
抢修人员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
却被抢修人员婉拒了。“他们一直
说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姜金敖的
爱人拿着茶叶蛋一路追着抢修人
员到楼下，最后只能看着车辆缓
缓离开，“我们甚至都没来得及问
他们的姓名，也没能好好地感谢
他们。”

姜金敖老人对此有些遗憾，
再三思量后，19日一大早他致电
本报民生热线 86983119，希望借
本报对那两名供电抢修人员再次
表示感谢。

记者随后联系了供电公司抢
修班，得知当天的两位值班抢修

人员是张向东和孙志强。张向东
告诉记者，为了保障居民的用电
安全，抢修班工作人员轮岗值班，
24 小时随时待命，春节也不例
外，“一般情况下，我们主要负责
表前抢修，但是遇到特殊情况，也
会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当
天，得知姜金敖老人家的情况后，
想到春节期间很多水电维修人员
放假歇业，而如果没有电，老人的
起居会存在很大困难，张向东、孙
志强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动身前
往老人家中。

对于姜金敖老人的感谢，张
向东和孙志强变得腼腆起来，“这
个真没什么好感谢的，都是我们
应该做的！”

本报记者 高静

女子因琐事欲跳楼轻生
民警及时营救化险为夷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虞瑜方）近日，司徒镇一
名陕西籍女子因和丈夫发生口
角，一时想不开，竟欲跳楼轻
生。所幸，经司徒派出所民警
耐心劝说、灵活处置，该女子
被成功救下。民警及时营救的
举动受到女子家人及小区居民
的一致称赞。

当天晚上 9 时许，司徒派
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某小区一
名女子坐在空调外机上，欲跳楼
轻生。接警后，该所值班民警周
海忠立即带领警力赶往现场。
到达现场后，周海忠发现一名女
子正坐在 6 楼阳台外的空调外
机上，情绪十分激动，而一名男
子正紧紧地拉住她的胳膊。此
时，消防救援人员和 120 救护
车也相继赶到现场。

由于空调外机处空间狭
小，女子一条腿弯曲蹲在外机
上，另一条腿则悬空在外，稍
有不慎，整个人就可能坠落。
面对这一险情，周海忠一方面
组织其他民警在楼下对女子进
行耐心劝说，以稳定其情绪；

一方面自己准备进入女子家中
营救。可是，周海忠发现女子
家中的防盗门已锁，无法进
入。情急之下，周海忠灵机一
动，设法从该女子邻居家北面
的窗户进入其家中，并把握有
利时机，迅速将女子拉入室内。

经询问，该女子当天在亲
戚家吃过晚饭回到家中，因生
活琐事和丈夫发生口角，一时
冲动便爬上阳台外的空调外机
上，欲跳楼轻生。危急关头，
女子丈夫及时上前，一把紧紧
地拉住其胳膊。了解事情的原
委后，民警将该女子带回派出
所，对其进行思想教育。直至
第二天凌晨，在民警和其家人
的耐心规劝下，该女子的情绪
终于稳定下来，并对自己的鲁
莽行为表示后悔。

警方提醒，生活中无论发
生什么事，都应冷静处理，千
万不可采取极端方式。轻生只
是逃避问题的一种方式，不能
解决任何问题，不但会危害自
己的生命，还会给自己的亲人
带来无尽的痛苦。

南通某劳务公司诉江苏某建
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丹阳市人民法院立案后由丹
北法庭员额法官林俊负责审理。
丹阳法院依原告的申请冻结了被
告的银行存款5800万元。

双方当事人均是建筑类企
业，春节将至，均面临着向农民工
发放工资的困难。承办人急当事
人之所急，应当事人要求积极组织
双方协商。最终，在2021年2月9
日下午三时促成当事人达成一致
意见，由被告先行给付原告工程款
900万元用于发放农民工工资，被

告给付此款后由原告申请解除对
被告银行账户存款的冻结。

方案谈好后，原告代理律师
从外地驱车近三小时赶至丹阳
办理解除保全手续，承办人一直
等到下午近六点。随后被告向
原告方转账支付了 900万元，承
办人对原告代理律师做好了询
问笔录、办好了解封材料交接手
续。在 2 月 10 日春节前最后一
个工作日，承办人一大早就赶赴
办公室制作解除查封的裁定，并
及时依法解除了对被告银行账
户存款的查封。

丹北法庭从服务社会稳定
大局出发，节前加班加点助力农
民工工资发放，妥善解决社会矛
盾纠纷，获得了双方当事人的认
可和满意，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丹北法庭

中间库是法院工作的重要一环，
正月初七是新年上班第一天，一早走
进丹阳市人民法院文档数字化处理中
心，你就会听到“唰唰唰”的声音，这是
中间库的小伙伴们正紧张忙碌地开启
新一年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将案件卷
宗统一扫描入库。所谓“中间库”，即
案件立案后将所有纸质材料进行统一
扫描，移送镇江中院编目，利用数据软
件进行登记入库，法官在办案过程中
产生的纸质材料 24小时内交至“文档

数字化处理中心”扫描入库，纸质卷宗
无特殊情况未经批准不再进行流转。
同时，由“中间库”将案件卷宗材料同
步上传到通达海系统，将繁冗的纸质
材料转化为便捷的电子卷宗，法官可
直接在电脑端和手机端进行浏览，打
破了过去“卷随人走”的工作瓶颈，可
以让多人随时查阅使用。

秉承打造智慧法院，提升信息化
建设水平，“为法官减负，为司法提速”
的宗旨，丹阳市人民法院文档数字化

处理中心自上线半年以来，运行良好，
累计扫描民商事、刑事、执行等各类案
件共计 17783 件，计 906918 页；装订、
归档各类卷宗 4502 件，6201 册，计
338896页。时间紧、任务重也是丹阳
法院文档数字化处理中心的常态。但
是我们的小伙伴们一个个都是全能

“选手”，大家互相帮助、互相鼓劲儿，
保证纸质卷宗实时扫描随案生成。方
便院、庭长对案件办理情况实时进行
监督的同时，实现案件办理“云”模式，
有效提升审执工作效率，真正成为法
官办案的好帮手，达到预期工作目
标。中间库

正月初七是新年的首个开工
日，丹阳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
心的干警们迅速投入到工作中，
他们精神抖擞、热情饱满，以昂扬
的斗志、务实的作风为当事人提
供优质的诉讼服务。上午9时，诉

讼服务大厅、律师工作站、信访接
待处的干警均准时上线，接待立
案登记、法律咨询、日常来访的当
事人，为当事人提供答疑、解惑、
立案等诉讼服务。开工当日，诉
讼服务中心审查受理审理案件13
件、执行案件 15件。图 2为法院
干警准时上线。立案庭

丹阳法院新年开启案件办理丹阳法院新年开启案件办理““云云””模式模式

图为法院中间库工作场景图为法院中间库工作场景。。

丹北法庭节前助力农民工工资发放新年开工热火朝天 诉讼服务准时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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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洗店迎来节后洗衣高峰
衣服干洗好后应及时查看，并从防尘袋中取出通风

本报讯（记者 高静）前两天
天气转暖，市民们纷纷脱下厚重
的棉服，送到干洗店清洗，干洗店
生意开始红火起来，业务量明显
提高。

“老板，一件羽绒服清洗一
下。”20日上午10点，市民陈女士
来到新欣市场一家干洗店，“最近
天气热了，这种长款的羽绒服基
本穿不到了，清洗一下就打算收
起来。”

在店内，记者看到衣物存放

处已经挂满了洗好的衣服。干洗
店负责人告诉记者，从正月初八
营业开始，送羽绒服、棉衣、雪地
靴等冬季用品来清洗的市民逐渐
增多，“一方面，春节期间，大家忙
着走亲访友，吃喝玩乐，衣服上免
不了沾上污渍，自然需要清洗；另
一方面，最近温度上升，很多顾客
将冬装清洗准备收纳起来，也有
一些顾客是把春天穿的羊毛衫送
来清洗，所以从年后营业开始，就
忙起来了，不过价格没有变化。”

该负责人表示，根据往年的
情况，从年后开始会一直忙碌到
5月初，“业务量最高的时候每天
能收到100多件衣物。”

采访中，不时有顾客将羽绒
服、鞋子等物品送至店内。“羽绒
服太大了，自己洗不干净。鞋子
之前洗过，脏污擦不掉，只能送来
这边处理了。”一位正在送洗的市
民告诉记者，如今家里的羽绒服、
毛毯、鞋子之类的物品都是送到
干洗店清洗，“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而且现在干洗店的服务项目
越来越精细化，还提供改色翻新、
创伤修复等服务。”

记者看到，干洗店负责人拿
到送洗的衣物后会仔细查看。她
介绍，羽绒服上的漆扣、PU材质
的衣物等因为材料问题，在清洗
过程中容易出现掉漆、脱皮等，

“所以我会提前和顾客讲明，避免
发生矛盾。”

干洗店负责人提醒市民，衣
服在干洗店洗好后，应及时查看，
避免有未清洗干净等情况，并从
防尘袋中取出通风，“因为干洗剂
中有四氯乙烯等成分，透透气会
比较好一点。”

图为一干洗店内挂满了已洗好的衣服。记者 高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