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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漯河讯 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昨日从漯河火车站
获悉，为落实“交通强国、铁路
先行”目标任务，进一步提高运
输效率效益，更好满足市场需
求和企业经营需要，在2018年
年底，铁路部门将对旅客列车
运行图再次调整，新运行图于
2019年1月5日零时起正式实
行，本次调图我站最大亮点是
新增了杭州、威海、重庆方向高
铁。

随着杭黄高速铁路的正式
开通运营，漯河至杭州方向高
铁列车开行，结束了漯河到杭
州方向没有直达列车的历史，
也标志着漯河与长江三角洲城
市群交流开辟了新的通道，为
漯河地区与沿海城市人文、经
贸、旅游等资源的优势互补、交
流融合架起了沟通桥梁。届
时，市民前往黄山、千岛湖、杭
州、黄山等地将更加方便。

2019年1月5日调图后，
漯河车站满图开行列车共192
趟（高铁开行122列、普速开行
70列），新增了威海、北海、大
连、杭州、重庆等方向列车。为
方便广大旅客出行，我站重点
推介精品旅游路线如下：

1.东南地区旅游路线：漯
河——杭州——黄山——宁波

——上海（沿途景点：景德镇、
婺源、黄山、绩溪龙川、千岛湖）

漯河至杭州 乘坐车次
G2387次：漯河西站10:24开
——景德镇北站15:57到——
婺源站16:29到——黄山北站
17:12到——绩溪北站17:32
到——千岛湖站17:57到——
杭州东站19:02到。

杭州至宁波 乘坐车次
K1437次 杭州站05:37开车
09:05到宁波。

杭州至上海 乘坐车次
G7364次 杭州东站09:29开
车10:36到上海虹桥站。

漯河至宁波 乘坐车次
K1437次 漯河站—宁波站：漯
河站16:20开——芜湖站00:
59 到—— 杭 州 站 05:21 到
——绍兴站07:10到——宁波
站09:05到。（沿途景点：芜湖、
杭州西湖、绍兴）

宁波至厦门 乘坐车次
D3231次 杭州东站——厦门
北站：宁波站08:33开——温
州南站10:23到——福州南站
12:32到——泉州站13:36到
——厦门北站14:03到。

2.东北地区旅游路线：漯
河——北京——天津——大
连——沈阳——哈尔滨（看古
都北京、吃天津“狗不理”、去大
连冲浪、到东北滑雪）

漯河西站乘G510次 9:53
分出发13:39到北京西；

漯河西站乘G1274次8:57
分出发15:14到天津西；

漯河西站乘G2626次9:03
分出发18:41到大连北；

漯河西站乘G1290次 10:
36分出发20:33到沈阳北；

漯河西站乘G1278次9:34
分出发20:33到哈尔滨。

3.西南地区旅游路线：漯
河——西安——重庆——成
都——昆明（看世界奇迹兵马
俑、品西安特色小吃、吃重庆火
辣火锅、领略九寨沟和大理风
光）

漯河西站乘坐 G856 次
11:07出发14:27到西安北；

漯河西站乘坐 G315 次
14:20出发22:26到重庆北；

或西安北乘坐G2825次

8:07出发13:33到重庆西；
西安北乘坐D1915次 8:

25出发12:36到成都东；
成都东乘坐G2855次 9:

49出发16:11到达昆明。

4.沿海地区旅游路线：漯
河——广州——深圳——珠
海——厦门——福州（看羊城
八景，观世界之窗，赏港珠澳大
桥，畅玩鼓浪屿 ）

漯河西站乘坐G551次8:
00出发14:25到广州南、15:
00到达深圳北；

漯河西站乘坐 G545 次
14:44出发 21:34到珠海；或
坐车到广州南中转，在广州南
乘坐C7693次8:44出发9:48
到达珠海；

漯河西站乘坐G2045次
8:49出发18:25到厦门北；或
漯河西乘车D295次18:26到
达福州中转，乘G241次18:59

福州出发20:41到达厦门北。

5.山东半岛路线：漯河
——青岛——日照——烟台
——威海（坐豪华游轮观海、看
海上长岛日出、吃美味山珍海
鲜、游人间仙境蓬莱）

漯河西站乘坐 G288 次
11:15出发18:26到青岛；

漯河西站乘坐 G826 次
19:29出发 20:30到郑州、郑
州中转乘坐2150次 21:32出
发次日8:25到日照；

漯河西站乘坐G1848次
11:42出发19:50到烟台；

漯河西站乘坐G2082次
10:29出发18:54到威海。

漯河火车站新运行图明年1月5日开始实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赵永兴 文图

新增杭州、威海、重庆等方向高铁 推介东南、东北、西南、沿海、山东五大精品旅游路线

本报讯 2019年 1月6日，
四年一度的亚洲杯将在阿联酋
拉开战幕，此次是亚洲杯首次扩
军至24队。12月27日，国足公
布了 23 人参赛大名单，这支
28.7岁平均年龄的国足，位居24
支球队的最大年龄首位。

根据要求，12月27日，国足
向亚足联提交了23人参赛大名
单。具体为：门将：颜骏凌、王大
雷、郭全博；后卫：冯潇霆、张琳
芃、张呈栋、刘洋、于洋、石柯、刘
奕铭；中场：蒿俊闵、金敬道、池
忠国、赵旭日、吴曦、郑智、朴成；
前锋：武磊、肖智、于汉超、于大
宝、韦世豪、郜林。

根据统计，本届国足平均年
龄达到了28.7岁，是所有参加亚
洲杯的球队中最为“年迈”的，其
中，郑智已经达到了38岁高龄。

国足的“老迈”，也从侧面反
映了里皮确实无人可用。亚洲
杯结束后，国足将面临一个更严
峻的问题——国足在里皮的任
期内并没有完成换血，接下来的
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国足靠
谁去打？

由马伯庸原著小说改编
的网剧《古董局中局》于12月
26日正式在网络视频平台播
出。该书是马伯庸的代表
作，是一部集纳了古董鉴定、
收藏、造假、设局的百科全书
小说，表现了深厚的中华文
化传承和历史积淀，同时也不
乏趣味性、冒险性和传奇色
彩。不过自小说IP成为影视
市场的大热资源后，小说改编
成影视作品后，总会面临着

“是否忠于原著”的质疑，但如
果太忠于原著的话，又会被观
众指责无创新。影视改编到
底该遵从怎样的原则？如何
在小说成功的基础上再度创
新？昨日，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记者汇集了首播后的观众
反响，也带着大家的问题采访
了该剧出品方。

《古董局中局》讲述了上

世纪90年代北京琉璃厂一家
古董店的店主许愿的冒险故
事，原本许愿只想做一名安
分的小市民，但被一个神秘
房客打破了安逸的生活，许
愿也卷进了一桩几十年的迷
案，从而经历了一个又一个
古董迷局。

小说一共四册，而这次
的剧版《古董局中局》改编的
是23万字的第一册《佛头迷
案》，因此在首播一次放出12
集后，有观众吐槽有注水之
嫌，“可有可无的情节，无叙
事功能的对话让人感觉出
戏”。五百和余庆两位导演
表示，这次影视改编大方向
是原著的故事，但从许愿一
个人的冒险改成了四个人的
冒险。“电视剧的创作规律是
不太鼓励单线叙事的，所以
我们的主线有三条，核心是

调查佛头真假和佛头案的经
过，其次引出两条副线——
黄家涉嫌造假和老朝奉的身
份。”五百说。

因此，综合考虑后，体量
上肯定要有所增加，据了解，
原定的剧集总数是24集，考
虑到故事的节奏和密度，在
丰富了人物性格和故事线索
之后便扩充了50%的内容。
出品方表示，经过前几集的
交待后，观众会渐入佳境，从
而脱离原著去欣赏剧情。

熟悉《古董局中局》的读
者都知道，马伯庸将故事的年
代放在了上世纪90年代，但
从前12集的观感来看，似乎
并没有把年代交代清楚，有观
众吐槽：“感觉这故事发生在
民国，又好像发生在现代。”

五百承认在拍摄过程中
并没有想着还原书中的年

代，他认为：“这是一个有传
奇色彩的古董悬疑故事，所
以我们没想着刻意还原那个
年代。无论人物、故事情节
还是服装、化妆、道具和置景
都在遵循上世纪90年代风格
的基础上，加入了现代审
美。”

无论在书中还是剧中，
最吸引人的都是许愿鉴别古
董的过程，悬丝诊脉、隔空断
金、煮浸法、火沁法、钧瓷笔
洗等手法让观众目不暇接，
也让全剧集专业性、知识性、
可看性、趣味性于一体。

不过由于是网剧设置，
五百并没有把该剧定位为古
董行业剧，有着拍摄《白夜追
凶》成功经验的他自然而然
地将悬疑、冒险元素融入进
去，因为这是吸引年轻观众
的必要手段。

平均年龄28.7岁
居最“老”球队之首

国足亚洲杯
大名单出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

影视改编的两难：应该满足原著粉还是照顾新观众？

《古董局中局》开播引争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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