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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 2 月 2 1 日
电(记者张华迎)连续两年延
长供热期、清洁供暖比重提
升至 7 7 . 5% ……近年来，
着眼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天津市加快
供热锅炉改燃并网、管网改
造进程，实行弹性供热制
度并持续提高清洁供暖比
重，有力解决了城市集中供
暖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得
到了广大市民群众的交口称
赞。

实行弹性供热制度

暖民屋更暖民心

对于天津市民来说，这
个冬天过得很舒心，因为还
没有等到特别冷，家里的暖
气就提前热了。“以前秋冬
交际之时，感冒咳嗽跑几趟
医院是常有的事情，但今年
由于提前供热，跑医院的次
数明显少了，身体状况感觉
也更好了，入冬后家里的空
调都没开过。”家住南开区
盈江西里小区的王桂芝老人
说。

这种变化，得益于天津
市近年来实行的弹性供热制
度安排。去年 11 月 1 日，为
保障市民温暖过冬，天津市
提前 15 天启动了集中供热工
作。“为了延长供热期，这
个采暖季市区两级财政将补
贴供暖企业近 30 亿元。”天
津市供热办主任崔可荣说，
这个冬天， 1500 多万天津市
民没有多花一分钱，提前半
个月就享受到供热带来的温
暖。

事实上，这并非天津市
首次提前启动集中供热工作，
早在 2016 年采暖季，天津市
就提前 1 0 天启动了集中供
热，同时还根据天气变化，延后供热 16 天，整个采暖季共
增加供热 26 天。《天津市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
出，将“根据气候和温度实际状况，科学适时启动和停止
供暖时间，并健全长效管理服务机制”。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弹性供热这一举措
不仅暖在老百姓身上，更暖在他们心里。”天津市社
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宝义说，天津结合
实际情况提前供热，切实让人民群众在秋冬交接之际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与温暖，巩固和密切了党群关
系。

提高清洁取暖比重 要温暖也要蓝天

在锅炉改燃之前，南开区西湖村供热站一直依靠烧
煤供热。每年采暖季来临之际，住在附近的居民都很
“遭罪”。“以前到处散落的粉尘、煤渣、运煤车的噪
声，让人不胜其烦。”住在供热站附近的居民张莉说，
供热站实现“煤改燃”后，堵心的黑烟看不见了，屋里
更暖了，落在窗台上的黑煤灰也没了，心情也舒畅多
了。

在改善居民的生活居住条件之余，燃煤锅炉改燃并
网也让锅炉工人们的工作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天
拖供热中心工作多年的工人张春尧感慨地说，以前下班
后衣服、脸上、鼻孔里都是黑灰，现在锅炉房的操作基
本上实现了智能化，只需在电脑上进行一下操作，锅炉
就运行起来了。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按照宜气则气、宜电则
电的原则，天津持续提高清洁供暖比重，越来越多像西
湖村供热站、天拖供热中心这样的供热单位加入了“煤
改燃”的改造行列。

天津市建委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0 月，
天津市中心城区全部燃煤锅炉、滨海新区和环城四区 35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其他区 1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已实
现全部“清零”。目前天津市供热能源结构中热电联
产、燃气和清洁能源供热比重达到 77 . 5% ，逐步形成了
以清洁能源为主的集中供热体系。

清洁能源供热比重的持续提高，带来的环境效益正
在初步显现。天津市建委副主任王连成说， 2012 年至
2017 年底，通过实施燃煤锅炉改燃并网，每年能减少燃
煤消耗 595 万吨，减排二氧化硫 4 . 78 万吨，减排氮氧化
物 2 . 65 万吨。

提前谋划优化服务 保障供暖安全稳定

天津不仅延长了供热期，还在提高供热质量上下足
了功夫。为保障今冬安全稳定供热，自 2017 年 3 月停
热后，天津市供热部门有计划实施了供热设施检修维
修、燃料购储、供热旧管网改造等多项工作。崔可荣告
诉记者，天津市从 2000 年开始推广集中供热，很多暖
气管道已经使用了十五六年，腐蚀老化现象严重。而近
5 年，天津市连续每年投入 1 亿多元用于供热旧管网改
造。

同时，为进一步提升供热服务水平，天津市供热部
门还充分发挥 8890 、 12319 等平台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
作用，注重收集整理市民提出的各项诉求，积极主动进
行答疑解惑和疏通化解矛盾。“市、区两级供热办还与
12319 城建服务热线等平台建立联动机制，每天沟通、
研判供热动态，随时督办、跟踪和回访群众反映强烈的
供热问题。”王连成说。

散煤清洁化治理、供热旧管网改造、及时解决群众
反映问题……一系列暖心的服务举措，民众看在眼里，
喜在心里。天津市民吴光霞说，往年来暖气的时候热得
慢，每年跑供热站成了她最头疼的事情之一。“今年的
供热服务非常好，暖气非常稳定，我一次都没找过他
们。”

王连成表示，供热是北方地区冬季人民生活的头等
大事，下一步天津将进一步完善供热服务质量考核评价
体系，优化管理机制、创新管理方式、提升监管水平，
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安全、稳定、优质的供热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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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一场多年罕见持续大雾让琼州海峡持续封
航，叠加春节黄金周返程高峰，海口三个港口附
近滞留上万辆汽车、数万名旅客。面对归心似
箭、焦躁不安的旅客，海口全城总动员，尽力疏
堵，用心服务，让受堵的旅途温暖起来。

“雾”锁海峡 归途受阻

近日，持续浓雾封锁琼州海峡，上万车辆滞
留海口造成大面积拥堵。美丽海南岛为何被大
雾“锁喉”？

“海上交通总是会受到风力、海浪、能见度
等因素的影响。”海口海事局交管中心值班长张
之强表示，作为“海上交警”，海事部门根据海上
交通安全法和海口港港章规定进行海上交通管
理，当港口水域能见度低于 1000 米，会按规定
暂停船舶进出港作业。

张之强强调，“千万不可小看浓雾，它是海
上船舶碰撞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海南有过
多次因雾发生的碰撞事故。”

海口市气象局局长蔡亲波解释，海口大雾
较常出现在冬春季节，12月份至翌年 3月会出
现连续大雾天气，历史最长雾日数为 8 天。

“此次持续大雾天气恰好与春节返程高峰
期叠加，才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影响。”蔡亲
波说。

“通航条件良好的情况下，海口港航运力足以
应付返程高峰。”海口市交通港航局局长刘东说。

数据显示，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快
速推进，每年春节入岛自驾游车辆都保持 15%
以上的幅度增长。其中，2015 年至 2017 年春
运，通过琼州海峡进出岛的车辆分别为 39 . 1
万辆次、57 . 4 万辆次、68 . 5 万辆次。预计今年
春运海南进出岛车辆将达到 83 万辆次。

今年春运，琼粤两省在琼州海峡共安排了
53 艘客滚船，2509 个车位，47936 个客位，以保
障快速增长的车流、人流得以顺利进出海南岛。

然而，此次大雾持续长达 7 天，最浓时能见
度小于 200 米，海事部门不得不 5 次下达停航
通知。

全城抗“雾”力争堵路不堵心

记者 21 日下午在港口运输调度室内看到，

十几名工作人员紧张忙碌、满脸憔悴。从大年
初二开始，调度室所有人员每天连续上班十
七八个小时。

面对数万心急如焚等待归家的旅客，去
年刚刚获评全国文明城市的海口市迅速动员
起来。海口市常务副市长顾刚介绍，自 18 日
至今，海口陆续启动港口滞港应急三级、二级
处置预案，从 19 日 20时起启动港口滞港应
急一级预案。

尽最大可能加大疏运力度，20 日高峰运
输间歇协调广东 26 艘船只参与运输保障；多
种方式及时发布气象、通航、运力保障和港区
外路面情况；交警每日勤务规模达 1591 人
次；增加移动公厕，调配环卫工人加强卫生保
障……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
虎是新海港和秀英港两个港口运输调度的总
负责人，身患重感冒仍坚守岗位。“港航人习
惯了春节和家人分离。车辆堵在路上，也堵在
我心里。”他说。

“整个行动已连续三天，多数警员连续
两天两夜没合眼，一天只吃一顿饭，不是供
应不足，而是没时间吃。”海口市公安局副局

长、市交警支队支队长李辉感叹，交警 24 小
时坚守岗位，保证道路交通安全，及时解决
滞留旅客的燃眉之急，表现出令人动容的干
劲儿。

为做好海上交通指挥工作，海口海事局
邀请气象部门派员值守指挥中心，及时掌握
气象信息，提升预警预控科学性，在严守安全
监管红线的前提下，分区域分时段科学监管，
最大限度提高渡运效率。

爱心流动 温暖旅客回家路

长时间滞留，旅客难免焦躁，但全城市民
却用爱心、耐心、包容心，让焦急赶路的心平
静下来，让受堵的旅途温暖起来。

“老人家，喝杯热水暖暖身子，请耐心等
待，大雾散去了就能回家了。”19 日晚，海口
天利龙腾湾小区的 20 多名业主自发组队，他
们提着热水壶穿梭于车辆间，为滞留在滨海
大道的旅客送上一杯杯热水。在海口滨海大
道福隆广场路边，秦先生全家出动为滞留旅
客免费派送自制绿豆汤，20 日共派送 14锅
绿豆汤。

来自海口企业界的爱心也源源不断。海
口酒店协会秘书长王德余告诉记者，自 20 日
上午协会发出献爱心倡议后，已有 30家酒店
参与到爱心送餐行动当中，仅 21 日就为滞留
旅客提供爱心早餐 5700 份，爱心午、晚餐
6250 份。

“游客出门在外，酒店就是游客的家，游
客碰到了困难，酒店从业人员帮助客人义不
容辞。”王德余说。

志愿者出动 2000 多人次。共青团海口市
委员会志愿者工作部负责人欧阳资说，“志愿
者在现场为滞留旅客提供各种资讯和服务，
安慰、缓解他们的着急情绪，让他们感到有人
关心。”

“大雾让我们心烦，但海口的做法让我心
暖。”旅客李惠英女士为海口的爱心行动点
赞。浙江旅客邱女士说，海口的人情味让这个
城市很有温度。

从 21 日 8时到 17时，海口新海、秀英、
南港三港共出口 59 航次，出口车辆 9255 辆，
出口旅客 44256 人。目前，三港外道路仍有
8000 多车辆滞留，港内约有 2700 车辆待渡。

新华社海口 2 月 21 日电

全城总动员，温暖回家路，堵路不堵心
海口全城抗“雾”疏堵纪实

▲ 2 月 21 日，爱心企业员工为滞留旅客发放免费食物。新华社记者郭程摄

新华社广州 2 月 21 日电(记者王浩明、
荆淮侨)中国的电影票房在狗年春节迎来了
异常火爆的局面。根据相关机构的统计，2月
16 日正月初一至 2 月 20 日初五，国内电影
票房累计突破 46 亿元人民币，刷新了中国电
影市场春节档的新纪录。仅仅大年初一一天，
就创造了近 13 亿的票房，打破了全球单一市
场单日票房纪录。

电影市场的火爆是春节期间文化、娱乐
消费需求旺盛的一个例证。而体育产业的金
字塔尖正是竞赛表演业，但中国的体育产业
在这个“黄金档”却难以找到存在感——— 除
了平昌冬奥会和亚冠联赛这些恰巧安排在春
节的国际赛事，中国本土的“春节大战”难觅
影踪。

从足球来看，今年亚冠联赛首轮比赛广州
恒大队主场迎战泰国武里南联队的比赛时间被
安排在除夕的前一天，球票销售一空，现场气氛
相当火爆，球迷在春节的观赛需求可见一斑。

不过，由于中超联赛在每年 11月收官，
新赛季开始要等到来年的 3月左右。除了亚
足联组织的亚冠联赛，基本没有比赛安排。其
实早在几年前，许多业内人士就曾呼吁将超
级杯的比赛放在春节期间举行，但由于种种
原因始终未能成行。

篮球方面，CBA 联赛的赛程与春节档期
最容易产生“火花”。其实，2017年的春节，在年
初六晚上进行的青岛和北控队的比赛，成了

CBA 历史上的第一场安排在春节假期的比
赛。但这场比赛并非有意策划，而是一场不得
已的补赛。球队影响力有限，缺乏媒体宣传，导
致现场冷清，球员也打得意兴阑珊。

去年 7 月，中国篮协主席姚明曾表示，
CBA 可以安排春节大战，篮协甚至在酝酿一
台“篮球春晚”。

但当 CBA 还在“筹谋”之时，“外来
和尚”的美职篮已经开始全面布局。美职篮
的“圣诞大战”已经成为美国篮球迷的年夜
饭，他们也开始抓住春节时段在中国篮球迷
身上做文章。据统计，今年春节期间，美职
篮有 12 支球队的主场安排了新春贺岁活
动。此外，美职篮还在社交媒体策划了一系
列活动，并举办线下训练营等活动。

中国体育的“春节档”目前仍然是一片
“蓝海”，而体育的“春节大战”与电影的春
节档一样，本质上都是一个 IP 研发、培育
和变现的过程。一场“春节大战”的打造，是
政府、协会、联赛运营方、球队、媒体、赞助商
等方面共同搭建的系统工程，每一个环节都
很关键，考验的是相关机构的服务意识、策划
团队的创意、整体的操盘能力和细节的执行
能力。在这方面，中国的体育产业还处在“从
零到一”的初级阶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春节大战”
能不能搞红火，可能是体育产业进阶与否的
一个标志。

为什么我们没有

体育“春节大战”

新华社北京 2 月 19 日电(记者史竞男)《红
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自诞生后经
历了曲折的版本流传。出版“四大名著”至今已
有 60 多年历史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日前推出
“四大名著珍藏版”，其中《红楼梦》署名为“曹雪
芹著，无名氏续”，引发读者关注。

为何不再是“曹雪芹著，高鹗续”？《红楼梦》
经历了怎样的出版历程？专家和出版人道出了
背后的故事。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承洲说，“四大名著”
名称的来源与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密切的关系。
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之初，即
着手整理出版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和《红楼梦》四部经典小说，并持续修订，进行了
不同版本的整理出版工作。到了七十年代，“四
大名著”的说法流传开来，成为对大众影响最深
远、最广泛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著作。

“四大名著”广为流传，版本复杂。“国内我
们能看到的‘四大名著’整理本，数以千百计。《红
楼梦》有多少种？有 1000 多种版本。其中，人民

文学出版社的印次最多、印量最大、流传最
广。”傅承洲说。

《红楼梦》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留下各
种版本。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程伟元、高
鹗第一次整理出版一百二十回活字版，从此
有了印刷本；1792 年又修订一版。为了区别，
前者通称“程甲本”，后者称“程乙本”。

“普通读者可能不太注意选择版本阅读，
但是版本太重要了。”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
庆善告诉记者，程伟元、高鹗开创了《红楼梦》
刻本流传的时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后，早期
抄本大多书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后来陆
续发现有甲戌本、蒙府本、己卯本等。

“专家们发现早期流传的这些本子和我
们过去看到的程甲本刻本有很多不同。经过
认真研究，发现这些早期流传的底本、抄本，
更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要好于程本。”张
庆善说。

例如，《红楼梦》第八回，贾宝玉跑到梨香
院看薛宝钗，两人比通灵。宝钗要看宝玉脖子

上的宝玉，宝玉要看宝钗脖子上的金锁，正互
相欣赏时，林妹妹来了。程甲本里写到“丫头
喊林妹妹来了，只见林黛玉摇摇摆摆地走进
来”，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上写的是
“只见黛玉摇摇地走了进来”。

“一个‘摇摇’，一个‘摇摇摆摆’，天壤之
别。”张庆善说：“‘摇摇摆摆’像姑娘走路的样
子吗？不像，更不像林妹妹走路的样子。‘摇摇’
更美，表现了女人的形态。这就是版本的问
题，程本在刊刻的时候，用的底本没抄好，抄
写的人可能注意力不集中，随手就把‘摆摆’写
上去了。像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透露，
《红楼梦》经历多次版本更新，“这个更新绝对
不是在前面版本基础上进行修订，好多次是
推倒重来。”

195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程乙本为
底本，以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新中国第
一个《红楼梦》整理本； 1957 年，以人民
文学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第二个校点、注释

本《红楼梦》； 1959 年和 1964 年，分别修
订出了第二版、第三版； 1982 年，中国艺
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以庚辰本为前八
十回的底本，以萃文书屋排印的程甲本为后
四十回的底本，重新整理的《红楼梦》首次
印行。周绚隆说，这一版本是经过一代红学
家集体努力完成的，开创了《红楼梦》传播
史上以脂本为底本整理出来成为通行本的新
时代。这之后，又经过两次修订，将作者署
名由延续了数十年的“曹雪芹、高鹗著”，
改为“(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
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

张庆善认为，署名的变化，吸收了红学界
对后四十回续书作者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
了出版者和整理者严谨的态度。我们今天看
到的后四十回，唯一依据就是程伟元、高鹗的
版本，从历史角度看，把他们作为整理者而不
是作者是合乎情理的。”周绚隆认为，现在还无
法证明后四十回一定是曹雪芹留下的，只能
暂用“无名氏续”，期待后续研究作出解答。

新版《红楼梦》署名:为何是“曹雪芹著，无名氏续”

▲ 2 月 21 日，旅客在郑州火车站候车。当日是春节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
客流高峰。 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假期最后一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 2 月 21 日，海口秀英港滞留的车辆。新华社记者赵颖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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