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瑛

咖啡除了喝还能干什么？

可染色、驱虫、清新口气，甚至养发

新华社微特稿 咖啡只能喝吗？ 英国一家主营
咖啡豆销售的企业说，除了饮用，咖啡还可以用作
驱虫剂、口气清新剂等，甚至能滋养头发。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依照“咖啡直达”公司专
家建议，咖啡可以用于给木材染色。冷咖啡可以和
木材中的单宁酸发生化学反应，减少木材上的瑕疵
斑点，使木材染上独特的焦糖色。

咖啡粉的独特香气还可以驱赶蟑螂、蚊子等害虫。

咖啡中的咖啡因能刺激发根生长并改善头皮
健康，不仅使发量充盈，还能提高发质。用洗发水洗
完头发后，把冷咖啡浇在头发和头皮上，然后戴上
浴帽，半小时后用温水洗净，每周一次即可。

另外，咀嚼陈咖啡豆可以清新口气。

木偶剧团、孔剧演出场所、泰拳行业均受冲击，渴望一切能尽快恢复正常

泰国传统文化业盼疫情后再现生机
据新华社电 “以前，我们剧团时常会参

与一些商演活动，但疫情使剧团的正常运营受
到很大冲击。” 泰国孔邦峦木偶剧团团长萨西
皮蒙无奈地说。

相比全球其他一些“震中”地区，泰国的新
冠肺炎疫情“热度”总体不是很高，迄今累计确
诊 3100多例， 但是依然让传统文化产业感受
到阵阵“凉意”，都纷纷期盼在疫情过后能重新
焕发生机。

木偶剧团非常想念剧场
今年是萨西皮蒙和她不足 10人的小木偶

剧团在曼谷吞武里区的“艺术之家”免费义演
的第十年，剧团为对木偶剧感兴趣的孩子免费
教授木偶技艺，10年的坚持完全是出于剧团成
员对这一传统艺术的热爱与传承之心。但新冠
疫情使剧团不得不暂停了表演，也让剧团成员
们的生活陷入困境。

5月中旬， 随着泰国政府宣布第二轮解禁
措施，“艺术之家”也终于在封闭近两个月后得
以重新开放。萨西皮蒙来到还未恢复表演的剧
场，看着自己热爱的一切，眼里充满留恋。“非
常想念这里，等一切恢复正常了，我们会继续
回来表演和教孩子们木偶技艺， 希望到那时
候，欢笑和快乐都会回来。”

孔剧表演者想重回舞台
相比泰式木偶剧的小众与冷门， 被誉为泰

国传统舞蹈文化代表的孔剧则更加为人所熟知，

也因其国宝级艺术的地位而更受重视。孔剧融合
舞蹈、音乐、诗歌、绘画、武术和皮影等各种艺术
形式于一身，被认为是泰国最美丽最经典的舞剧
艺术。2018年，泰国孔剧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位于曼谷的皇家剧院是当地最著名的孔
剧表演剧院， 深受来自本地孔剧爱好者和外国
游客的青睐。疫情来袭，包括电影院和剧院在内
的演出场所均暂时关闭。 皇家剧院一名不愿透
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由于剧院是封
闭性场所，继续开放会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所以
我们现在还在观望并等待政府的进一步通知。”

这名工作人员说，皇家剧院的主要观众群
体是外国游客，其中中国游客约占五成。由于泰
国民航局目前对入境泰国的国际航班实施禁
令，因此即使剧院获得批准重新开放，前来观赏
孔剧的观众数量可能也无法恢复到疫情之前。

她说：“孔剧是泰国政府和民间都在致力于保护
和传承的传统艺术，因此只要获得批准，无论观
众人数多少，剧院都会坚持开放。”

这名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虽然在疫情期
间，孔剧表演者们会进行一些拍摄工作，将孔
剧表演从舞台搬到荧幕上，但大家都希望一切
能够尽快恢复正常，可以重新回到舞台上为观
众进行现场表演。

泰拳教练难掩心中焦虑
疫情期间， 泰拳行业所受影响也非常严

重。3月 6日在曼谷隆披尼拳馆举行的一场泰
拳比赛导致近百人感染新冠病毒，与泰拳馆相
关的场所也因此成为防疫的重中之重。

“从那天起，所有拳击馆关门，比赛全部取
消，专业拳手失业，受到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
严重。” 泰拳教练协会会长钦纳伍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难掩心中的焦虑。 钦纳伍是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将泰拳引入欧洲的第一人。除了担任
协会会长这一职位外，他还是一家泰拳学校的
校长兼教练。“我的泰拳学校主要职能不是培
养专业泰拳选手，而是为了传授泰拳这种传统
文化。”

于 6月 1日即被解禁的泰拳馆终于从“仅
可进行训练，不允许举行比赛”过渡到了“可举
行比赛，但不允许有现场观众”的阶段。

而对钦纳伍和他的泰拳馆而言，官方解禁

并不意味着一切就可恢复正常，三个月“断档
期”导致的资金短缺、无法到位的拳手以及观
众的缺席给泰拳业的艰难复苏蒙上阴影。“但
至少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是逐步恢复泰拳活动
的一个信号。”钦纳伍努力让自己乐观起来。

在钦纳伍看来，泰拳不仅是令泰国人自豪
的传统文化，也是推动泰国经济和旅游业发展
的一个重要行业。他的拳馆平时主要依赖外国
学员，但针对国际航班和国际旅游禁令仍未取
消，拳馆生意难有起色。他指指地上保持社交
距离的黄色警告贴纸说：“我们还没有正式开
门营业，因为先要注册政府的追踪码，再通过
当地政府的检疫标准， 还要采取许多其他措
施，比如消毒、限制人数、保持距离等等。”

在谈及许多行业目前采用在线教学的做
法时，钦纳伍说：“在线教授也可以，但没有了
经验丰富的教练现场演示和纠正，网上学习泰
拳还是会有隔靴搔痒的感觉。”

逾 9成商业活动恢复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泰国在逐步解除封锁

措施。 泰国已于 6月 15日起取消宵禁并实施
第四轮解禁措施，全国 95%的商业活动恢复正
常运营。7月 1日将全面恢复国内商业和娱乐
活动，并允许部分外国人入境。

6月 15日至 30日， 泰国清迈动物园等 6

家动物园向民众免费开放，但参观者需提前登
记，1人登记后可带不超过 9人的团队入园参
观。 每家动物园每天仅接待 2000名游客，7月
1日开始恢复售票。另外，泰国全国 64家国家
公园定于 7月 1日起恢复正常开放。

此外，泰国一些航空公司的国内航班 5月
初已逐步重启。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育他沙告
诉记者， 泰国将尽力争取在 6月恢复国内游，

以降低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

泰国疫情管理中心发言人塔威信近日还
表示，泰国拟对部分国家开放限制性旅游。

目前，泰国政府仍每天通过专门设立的防
疫电视频道发布疫情资讯。“泰国对内逐步解
封，对外依然坚持严防。希望人们继续珍惜防疫
成果，争取早日让泰国恢复正常。”塔威信说。

法重罚乱扔“新冠垃圾”
乱扔口罩、防护手套将罚上千元

新华社微特稿 法国政府官员日前宣布， 新冠
疫情中废弃口罩等垃圾在街头越来越多，将提高针
对乱扔垃圾行为的罚款金额。

生态转型国务秘书布吕内·普瓦尔松在推特上
写道，“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塑料垃圾提醒我们，如果
我们想有清洁的海洋， 首先得有清洁的人行道。为
了与不文明行为和环境污染作斗争”， 在街上乱扔
口罩和防护手套等垃圾所受罚款的金额将提高至
135欧元（约合 1080元人民币）。

现阶段， 在街头乱扔垃圾的处罚额度是 68欧
元（约合 543元人民币）；如果不及时缴纳，罚款额
可能增加至 180欧元（约合 1438元人民币）。

奥斯卡颁奖礼因疫情延期，全球影视业“等春来”
40年来首次推迟，疫情可能对影视业产生长远影响，改变制作和生产方式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近日宣布，考虑
到新冠疫情的因素，2021年的第 93 届奥斯卡
颁奖典礼将推迟两个月举行，为 40年来首次。

特殊时期特殊规则
据报道， 第 93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原定于

2021年 2月 28日举行。由于疫情，颁奖典礼将
推迟至 2021 年 4 月 25 日举行。不过，颁奖典
礼不会改为预录或线上形式，仍计划在洛杉矶
的杜比剧院举行实体典礼，并通过美国广播公
司(ABC)进行直播。

颁奖延期后，奥斯卡对选送影片的审议资
格期限也相应延长，参评奥斯卡的影片必须具
有在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2月 28日之
间的合格发行日期。

另外，特殊时期也有特殊规则。今年，通过
流媒体平台首映的电影也将有资格参加奥斯
卡奖角逐。按照原先规定，只有在洛杉矶影院

上映超过一周的影片才有资格进入评选。

媒体称，这是奥斯卡历史上第四次推迟仪
式举办时间。第一次推迟是在 1938年，当时是
由于洛杉矶发生大水灾， 随后的延误是由于
1968年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以及
1981年有人试图刺杀美国前总统里根。

随着奥斯卡颁奖典礼延期， 整个影视颁奖季
日期也将洗牌。被誉为“英国奥斯卡”的英国电影
学院奖（BATFA）已宣布延期至明年 4月 11日。

尽管距离评选尚早，但影迷和影评机构对
新一届奥斯卡仍抱有很高期待。 一些机构预
测，斯皮尔伯格执导的《西区故事》、朗·霍华德
执导的《乡下人的悲歌》，以及大卫·芬奇执导
的《曼克》都是明年小金人热门之选。

第 93 届奥斯卡所有提名名单将在 2021

年 3月 15日宣布。

复工后仍负重前行
疫情来临后，全球影视行业遭遇“寒冬”。

拍摄延期、影院关闭、新片延迟上映，以及全球

范围内几乎所有电影节都被取消。

同时， 全球各大电影市场票房损失惨重。

《好莱坞报道者》称，截至今年 3 月，新冠疫情
对全球票房已造成至少 70亿美元损失， 随着
疫情持续，损失将更大。

在各国逐步“解封”后，好莱坞等全球影视
业都在“等春来”。美国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
与公共卫生部门已为好莱坞开绿灯，宣布电影
和电视可以从 6月 12日起在洛杉矶地区重新
开工，但必须在严格的社交距离指导意见和试
剂检测下进行。不过，美国其他地区的影视业
重开预计至少要等到 9月。

业内人士指出，有别于其他产业，影视业
在复工后依旧要负重前行。 一些剧组表示，为
了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复工后每日拍摄的制作
成本可能增长 20%。但如果一直不复工，损失
将更大。

也有人担忧， 在全球疫情仍未消退的当
下，影视业复工存在一定安全风险，必须以保
障演职人员健康为第一前提。

好莱坞希望， 随着疫情限制举措逐步解
除， 大型电影院连锁能在 7月底重新开放，届
时英美合拍科幻惊悚片《信条》和迪士尼出品
的真人版《花木兰》有望率先和观众见面。

业内人士指出，疫情可能给全球影视业带来
长远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影视剧的制作和
生产方式。由加拿大导演拍摄的全球首部以新冠
肺炎为主题的电影《CORONA》就是一种新的尝
试———影片采用一镜到底的形式，低预算，场景
单一。还有一些好莱坞影视制作工作室则加大对
防控措施的资金投入，以降低病毒感染风险。

《华尔街日报》称，越来越多影片将转战数
字平台。例如，环球影业的动画电影《魔法精灵
2》已于 5月在线上上映，上线三周就获得 1亿
美元票房。这一成绩比《魔法精灵 1》在影院上
映 5个月的成绩还要好。

欧洲一些影视从业者则表示，未来行业的
一大改变可能是，疫情让人们降低了去影院看
电影的欲望。即便“解禁”后，影院的上座率可
能也不如从前。

首尔计划大建自行车道
鼓励人们骑车出行改善环境

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首尔市政府近日说， 将在
10年内大量增建自行车专用道，以鼓励人们由驾车
出行改为骑车出行，进而改善环境。

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首尔现有自行车专用道
总长 940公里，市政府打算 10年内增建至 1330公
里。新建专用道将与现有自行车道连通，以方便市
民在全市范围内骑车出行。

首尔市政府希望自行车专用道网络建成后，自
行车道与机动车道的比例由现在的 1.9：100提升至
7：100，超过荷兰阿姆斯特丹和丹麦哥本哈根。这两
座欧洲城市均是世界上有名的“自行车之城”。

数据显示，首尔现有 1000万人口中仅 2%骑自
行车上下班， 市政府希望将这一比例提升至 15%，

大致与瑞典和芬兰持平。

废旧轮胎“变身”小家具
被改造成茶几、脚凳，是居家消遣良方

新华社微特稿 新冠疫情期间， 英国一名女子
居家隔离时把废旧轮胎改造成茶几、 脚凳等小家
具，得到亲友和网友好评。

英国《每日邮报》近日报道，艾丽西亚·梅勒现
年 48岁，家住南约克郡。居家隔离期间，梅勒把废旧
轮胎改造为茶几和脚凳等家具， 这些家具几乎全部
用废旧材料制作，部分材料在网上订购。提到小茶几
的制作方法，梅勒说，她花费数小时把黄色麻线一圈
一圈缠绕在一只轮胎外，然后把轮胎平放，用一个大
小合适的圆形木盘盖在轮胎上，小茶几就做好了。

梅勒在轮胎两侧中空处分别粘上尺寸合适的
圆形密度纤维板，然后把一条废旧的毛毯缝在轮胎
外，并在轮胎下方钉上椅子腿，平放之后一个漂亮
的脚凳就“出炉”了。梅勒认为，动手制作东西是居
家期间的最佳消遣方式。

游客在泰国大城府的寺庙游览。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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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赛职业联赛奥地
利站/日本站

22:00 2019-2020CBA 联赛复
赛第 1 阶段 (北京-上
海)
央视一套

13:13 电视剧:塞上风云记(23-
26)

17:00 乐龄畅想
18:00 正大综艺·动物来啦

20:06 特约剧场
22:38 经典咏流传第 3季(7)
23:31电视剧:芝麻胡同(37、38)

央视三套
12:00 开门大吉
13:30 艺览天下
14:30 综艺喜乐汇
17:30 舞蹈世界
18:00 综艺喜乐汇
19:30 越战越勇
21:00 艺术人生 我的艺术清

单
22:02 回声嘹亮

央视五套
10:50 直播:2019-2020中国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复赛
第 1阶段常规赛 (浙江
广厦控股-时代中国广
州)

13:03 奥运经典-里约奥运会
田径多项决赛(博尔特、
法拉赫等)

14:50 足球之夜-欧洲杯回顾

特别节目-法国记忆
15:20 直播:2019-2020中国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复赛
第 1阶段常规赛 (北京
首钢-上海久事)

17:30 2020 体坛风云会-中国
女排

18:00 体育新闻
18:33 中国体操的闪耀时刻-

男子双杠
19:50 直播:2019-2020中国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复赛
第 1阶段常规赛 (福建
豹发力-广东东莞银行)

22:05 中国体操的闪耀时刻-
女子平衡木

23:05 直播:2019-2020意大利
足球甲级联赛第 28 轮
(米兰-罗马)

1:25 2019-2020 斯诺克大师
赛决赛

3:45 直播:2019-2020意大利
足球甲级联赛第 28 轮

(帕尔马-国际米兰)
央视六套

11:45 故事片: 张三丰之末世
凶兵

13:30 译制片:光(日本)
15:44 故事片:龙门四少
18:18 故事片:罪恶终结者
20:15 故事片:喋血毒巢
22:00 译制片:王牌天神(美国)
23:58 故事片:风回路转

央视十一套
12:07 影视剧场: 破冰行动(7、

8)
13:48 京剧:卓文君
16:24 影视剧场: 情满四合院

(8、9)
18:11 一鸣惊人
19:30 宝贝亮相吧
20:34 角儿来了:贾文龙(上)
21:49 影视剧场: 西游记 (10-

12)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商品房预售许可范围变更公示
我司开发的位于白玉路 616、620、622、

626、630、632号，638弄 1、2号《上海市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商品房项目，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已领取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证号为：普陀房
管（2016）预字 000422 号），白玉路 616、620、
622、626、630、632 号、638 弄 1、2 号的房屋尚
未预订、预售及以任何其他方式销售，拟申请
变更该预售许可范围， 现按规定予以公示，公
示期为 15天，自 2020年 6月 16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利害关系人有异议的，可在公示
期届满前向原发证机关（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
屋管理局）提出。

公示人：上海绿地新龙基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