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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纪录片
《脱贫大决战》
《落地生根》获推荐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 在决胜全面小康、决
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15 日推荐
了两部聚焦脱贫攻坚的优秀纪录片：
《脱贫大决战》和
《落地生根》。
广电总局负责人介绍，
《脱贫大决战》全面反映我
国打好脱贫攻坚战的进展成就，
《落地生根》讲述云南
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沙瓦怒族村的脱贫攻坚故
事。两部纪录片将于近期播出。
当晚在京举行的第八届优秀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
才推优活动中，
《我们走在大路上》
《亚洲文明之光》
《三
矿》
《英雄归来》
《记住乡愁》等 12 类 89 个获评 2019 年
度扶持项目的作品、人才、栏目和机构获得表彰。
据介绍，广电总局以专项资金扶持鼓励获评 2019
年度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项目，扶持资金 1 万
元至 3 万元不等，获得扶持的作品将由广电总局安排
在中国纪录片网平台展播。

抗疫题材电视系列剧

《最美逆行者
最美逆行者》
》
明日央视开播
抗疫题材电视系列剧《最美
逆行者》，将于 9 月 17 日登陆总
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间。9
月 14 日，该剧首播新闻发布会
在京举办。
《最美逆行者》全剧由《逆
行》
《别来，
无恙》
《婆媳战疫》
《幸
福社区》
《一千公里》
《了不起的
兔子叔叔》
《同舟》七个单元故事
组成，每个故事均根据此次全民
抗疫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感人
事迹改编而成，突出纪实性和贴
近性，极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艺术总监、总编剧郭靖宇带
领的团队曾先后创作出《最美的

青春》
《最美的乡村》
《小娘惹》
《大侠霍元甲》等多部央视热播
精品剧。发布会上，郭靖宇表
示，
《最美逆行者》的创作时间
紧、任务重，但剧组全体主创精
诚团结，让这部作品在每个人的
艺术简历中都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演员陈数在剧中饰演
军医肖宁，身为湖北籍演员，主
演的首部抗疫题材电视剧即将
登陆央视首播，她表示十分光
荣，并在发布会现场用地道的湖
北话向全国观众推荐这部用心
之作。王志飞、刘威葳、于毅、萨
日娜、苏青、张定涵、韩雪、涂松

话剧《上甘岭》：

岩等老中青三代实力派演员也
全情出演，
塑造出有血有肉的平
民抗疫英雄群像。他们中有瞒
着做医生的丈夫，
“逆行”
前往抗
疫一线的白衣天使；
有正接受治
疗却依然忘我工作的医院院长；
有全心全意为居民服务的社区
医生；有为儿童患者构建“方舟
童话”的方舱医院医生；有在最
后时刻选择“逆行”留在武汉的
婆媳……演员们用自己对生命
的敬畏，对人民的敬仰，演绎出
一个个充满力量与温度的逆行
故事。
（据新华网）

颂扬
“上甘岭精神”

《最美逆行者》剧照。

遥看王朝背影：

繁华，
并未雨打风吹尽
如果不是指示牌上“宋陵”两个字，
初次来访的人们很难相信，河南巩义这
片寻常农田，就是北宋皇室成员长眠之
所。
散落在田间的坟冢长满荒草，庄稼
湮没了庄严肃穆的神道。放眼望去，是
劳作的农人、嬉戏的孩子、往来穿梭的车
辆……只有整齐排列的高大石像生，在
苍凉的天地间诉说着一个王朝曾经的繁
华旧梦。
陵区在邙山脚下。俗谚说：
“生在苏
杭，葬在北邙。”邙山作为黄河与支流洛
河交汇处的分水岭，水低土厚，自古以来
被视为风水宝地。从东周时期起，史上
几十位帝王选择魂归此处，形成规模庞
大的邙山陵墓群。
巩义市文物管理所原所长席彦召
说，北宋皇陵的选址与其开国皇帝赵匡
胤的迁都夙愿有关。由于开封四周一马
平川，无险可守，于是，赵匡胤动了迁都
洛阳的念头，
但却遭到群臣反对，
其弟赵
光义称：
“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赵匡
胤并未放弃迁都想法，先将陵墓选在了
离洛阳更近的巩义，以便迁都后祭扫。
除了被金兵俘虏去的徽、钦二帝，
北
宋其余 7 个皇帝和赵匡胤的父亲都葬在
这里，
号称
“七帝八陵”
，加上后妃和宗室
亲王，
以及寇准、包拯、赵普等功臣名将，
这片北宋皇陵区集中了上千座陵墓。

荒凉破败的宋陵，勾起拜谒者对那
个远去时代的追忆：
《清明上河图》的市
井繁华，
《西园雅集》中的文人雅趣，
宋词
的浅斟低唱，
茶事的登峰造极，
五大名窑
的美美与共……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
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国学大师陈寅恪
先生认为，两宋文明到达的高度为后世
倾慕、向往。
的确，宋朝的经济十分繁荣。翻开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
就像走进了北宋
都城活色生香的日常生活。其寄托自己
对故土风物思念之情的笔记，
成了后世一
窥宋朝经济繁荣的镜子，
书中记述了 300
多种美食，
通宵不绝的夜市，
“不以风雨寒
暑”
“日日如是”
的勾栏瓦肆表演……
废除坊市分割，
取消宵禁，
都市经济
发展，市民文化勃兴……一些国际汉学
家研究认为，
宋朝时的中国，
是世界上城
市化水平最高的社会；在世俗文化兴盛
的同时，文人雅士的修养和美学趣味达
到了新的高度，今天人们所追求的艺术
精神，很多可以从那里找到源头。
“焚香、点茶、插花、挂画”
，
风靡一时
的宋人四闲雅事，皆从日常生活细节中
提炼。这种注重仪式感和自我满足的生
活美学，在快节奏的今天为人们怀恋和
效法。
今日的开封文化客厅，就是一个展

《我和我的家乡》
发布 IMAX 海报

《我和我的家乡》IMAX 海报。

游客在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景区内观赏蹴鞠表演。
示和传承故都传统文化记忆的地方，其点
茶表演吸引了许多市民、游客。作为宋朝
的主要饮茶方式，点茶充满仪式感和观赏
性，先将研磨好的茶末用少量开水调匀成
茶膏，
然后一边加水一边用茶匙击拂，
直到
盏面产生白沫。这时，宋代诗词中大量提

新华社发

到的“分茶”技艺出现了：用茶匙拨弄，使茶
汤表面幻化出文字或花鸟虫鱼的图案……
这种表演，在注重审美享受的宋代备
受推崇，陆游诗云“晴窗细乳戏分茶”。今
天，茶艺师单单分出一个“茶”字，就引来满
堂喝彩。
新华社郑州 9 月 15 日电

优秀国产电影农村院线推介会在蓉举行
新华社成都 9 月 15 日电 15 日，以
“公益电影谱新篇、凝心聚力兴文化”为
主题的“2020 年度优秀国产电影农村院
线推介会”
在成都举行。
中影新农村数字电影发行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建军说，此次活动重点推荐脱
贫攻坚、疾病防控、科教助农三类题材的
影片，希望这些优秀的国产主旋律影片

能够唱响农村
“好声音”
。
据介绍，该活动从 9 月 15 日持续到
9 月 17 日，此次推荐的优秀国产农村电
影包括《十八洞村》
《最后一公里》
《苹果
村的喜事儿》等，
还将开展优秀农村影视
剧本及项目推介、公益电影发展与创新
研讨会等活动。
活动期间，还将举行电影《扶贫主

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 话剧《上甘岭》将于 10 月
1 日在上海保利大剧院首演。该剧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
上甘岭战役为背景，
以平凡人在战场上成为英雄的故事
体现
“上甘岭精神”
，
由国家话剧院导演李任执导。
制作人刘忠魁 15 日在京介绍，话剧《上甘岭》以上
甘岭战役中的坑道为主场景，讲述了一名炊事班长、一
名女卫生员和一群钢铁意志的志愿军战士，在断粮断
水、弹药缺乏、与组织失去通讯联络的情况下，面对敌
人强大炮火英勇无畏、顽强坚守阵地的故事。
1952 年 10 月 14 日，抗美援朝最著名的战役上甘
岭战役打响。此役，美军先后投入 6 万余人的兵力，出
动 3000 架次飞机和 170 余辆坦克，进攻不到 3.7 平方
公里的上甘岭阵地。在 44 天的激战中，中国人民志愿
军共歼敌 2.5 万余人。

任》的首映仪式，
该电影反映了我国近年来
扶贫工作的进程与成就，再现了奋斗在脱
贫攻坚一线工作者的拼搏精神。
四川省电影局局长高中伟说，
近年来，
四川积极改善群众观影条件，推动观影由
“室外向室内”
“流动向固定”转变，已建成
固定放映点 8000 余个；同时，加大乡镇影
院建设和扶持力度，目前已建成乡镇影院

83 家，
提升了农村的观影条件。
据悉，
“2020 年度优秀国产电影农村
院线推介会”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四
川省电影局等指导，中影新农村数字电影
发行有限公司、成都市电影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等主办，旨在促进各地农村公益电影
互利共赢，带动公益电影放映工作整体水
平的提升。

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
因新冠疫情延期
受新冠疫情影响，第 25 届韩国釜山国际电影
节将延期举行并缩小规模。
釜山国际电影节组织理事会理事长李庸
观 14 日 在 线 上 记 者 会 说 ，8 月 中 下 旬 以 来 ，韩
国新冠疫情出现反弹，考虑到中秋节长假可能
给 疫 情 发 展 带 来 变 数 ，决 定 将 原 定 10 月 初 举
行的电影节延期两周，于 10 月 21 日至 30 日举
行。
李庸观说，如果疫情继续恶化，可能考虑取消
本届电影节。
为防控疫情，本届电影节将缩小规模。来自
大约 7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92 部影片将上映，影片
数量较去年减少 100 多部。每部影片的放映次数
也从往年的 2 至 3 次减少到 1 次。奖项评选活动
全部改为线上进行。
为防止人群大量聚集，本届电影节将取消包
括开、闭幕式在内的室外活动、招待会以及派对，
也不会邀请国外嘉宾。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14 日通报，过去 24
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09 例，其中本土病例 98
例。
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办于 1996 年，以非竞赛单
元为主，旨在挖掘新人新作，推动韩国及亚洲电影
市场发展。
（新华社微特稿）

继去年上映的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创下 31 亿
的票房战绩后，接棒之作《我和我的家乡》将成为今年
国庆档备受期待的集体创作巨制。近日，电影《我和我
的家乡》曝光 IMAX 海报，影院也将于 10 月 1 日登陆
全国 IMAX 影院。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集结了众多华语影坛电影
人，阵容堪称“中国喜剧梦之队”，由张艺谋担当总监
制，宁浩担任总导演，张一白担任总策划，宁浩、徐峥、
陈思诚、闫非/彭大魔、邓超/俞白眉联合执导。影片的
主演阵容同样星光熠熠，汇集包括黄渤、葛优、范伟、邓
超、沈腾、王宝强、徐峥、闫妮、马丽、刘昊然等在内的一
众实力派演员。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