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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
16日晚在湖南长沙启幕，青年演员
宋茜化身“金鹰女神”压轴登场。

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由中国电
视金鹰奖评选活动衍生而来，由中
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南省人民
政府、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
开幕式晚会以“金鹰三十·正当潮”
为主题，寓意“金鹰奖”已连续举办
了30届。

当晚，曾两度捧起金鹰奖杯的
老一辈演员陈宝国和青年演员万茜
同台讲述了各自的演艺经历，并诠
释了自己对文艺工作和使命的理
解。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江山如
此多娇》导演安建也携“扶贫干部”
罗晋、“扶贫队员”袁姗姗、“村花”沈
梦辰现场分享拍摄趣事，让观众从
中了解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
《以家人之名》《三十而已》《二十不
惑》等热播电视剧演员也一一亮相，
带来了精彩的节目。

伴随璀璨星光，头戴耀眼皇冠、

身穿金色礼服的“金鹰女神”宋茜
“从天而降”，象征金鹰节再次展翅
高飞。宋茜还获得了第30届中国
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
提名。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
能获奖就是锦上添花，没得奖我也
不虚此行，会把它当作一种动力，继
续努力。”

本届金鹰节为期三天，包括开
幕式暨文艺晚会、金鹰论坛、提名荣
誉颁授典礼、颁奖晚会等主体活动。

18日晚举行的颁奖晚会将颁出
第3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
剧、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女
演员、观众喜爱男女演员等14项奖
项，共有32部电视剧被提名优秀电
视剧，21位演员角逐金鹰奖。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最佳男演员奖项将在
陈宝国、任达华、王劲松、王凯、易烊
千玺、赵波6位老中青三代实力派演
员中诞生；蒋雯丽、孙俪、陶虹、童瑶、
王茜华、赵丽颖6位实力女演员将角
逐最佳女演员奖。 （中新网）

第13届中国金鹰节启幕

21位老中青演员角逐金鹰奖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400
亿元、500亿元、600亿元——中国
电影年度票房不断攀升；《湄公河行
动》《战狼2》《我和我的家乡》——
主旋律电影不断创造商业奇迹……

“十三五”以来，电影成为我国文化
艺术领域和文化产业的重要亮点，
中国已成为全球电影市场发展主引
擎。

“十三五”时期，电影人不断巩
固和完善多类型的创作生产格局，
拍摄出一批深受观众欢迎的作品。

《战狼2》强势领跑中国电影市
场票房，“慰安妇”题材的《二十二》
成为首部票房过亿元的国产传统纪
录片，《百鸟朝凤》充分展现了艺术
类电影的魅力，《哪吒之魔童降世》
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流浪地球》开
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创作新征程……

过硬的作品质量促进了票房的
迅猛增长。自2015年底“十三五”
前夕年票房首次突破400亿元大关
起，中国电影市场不断创造新的历
史。

2016 年，全国电影总票房

457.12 亿元，同比增长 3.73%。
2017年11月，全国电影年票房首
次突破500亿元；2018年12月底，
全国电影年票房首次突破600亿
元；2019年12月初，全国电影年票
房再次突破600亿元。

受疫情影响，今年全国电影票
房恐难再创新高，但刚刚过去的国
庆档，全国电影市场以36.96亿元
取得中国影史国庆档票房第二的成
绩。业内普遍认为，国庆档影片较
好地满足了压抑半年多的观影需
求，为电影市场的进一步有力有序
恢复提振了信心。

目前，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电
影市场，与美国市场的差距逐步缩
小，而与第三名日本的距离不断拉
大，已成为全球电影市场发展的主
引擎。据美国电影协会统计，2016
年中国电影市场规模达到美国的
70％，是日本的3.3倍。

中国电影家协会发布的《2019
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显示，无论
从票房、银幕数量还是观影人数的
增长速度来说，中国电影市场在国
际上都隐隐呈现“领跑”趋势。

600亿元年票房：

中国成为全球电影市场发展主引擎

宋茜化身“金鹰女神”登场。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17日
下午，由市体育总会支持、珠海香山
体育促进中心主办的2020年珠海市
第六届“元老杯”七人制足球赛在启
辰青训足球基地拉开帷幕。共有来
自全市16支中老年足球俱乐部近
300人参加，每周六、周日下午为比
赛日，赛程为期一个月。

当天揭幕战在A组方圆长青俱
乐部与校联足球队之间展开，经过
激烈紧张的角逐，双方2∶2握手言
和。同组另一场比赛相继打响，最
终兴宁常青足球队3∶1力克永升足
球队。在B组比赛中，众友足球队1
∶0击败和盛足球队，雅仕格足球队
与聚友足球队2∶2和气收场。记者
在现场看到，绿茵场上，“老男孩”们
尽情奔跑，挥洒激情与汗水，追逐青

春足球梦。
“元老杯”足球赛参赛运动员年

龄要求必须是40岁以上中老年足球
爱好者，本次比赛参赛运动员平均年
龄44岁，最大年龄57岁。考虑到参
赛运动员年龄偏大，平时比赛上场机
会和上场时间不多，组委会对每场比
赛换人不设限制。赛事组织者希望
通过比赛交流，增进球队之间友谊，
展现珠海足球前辈尊重裁判、尊重对
手、文明竞赛的精神风貌，为年轻人
树立良好的榜样。

据悉，本次赛事以“文明新珠海、
生活更精彩”为主题，旨在营造“全力
争创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的浓厚氛
围，通过举办体育赛事，倡导健康生
活方式，养成健身生活习惯，科学健
身、文明健身。

“老男孩”角逐绿茵场

珠海民间足球好戏连台

新华社罗马10月16日电 确诊
感染新冠肺炎的葡萄牙球星克·罗纳
尔多（C 罗）16日回应质疑，称自己
从未违反意大利防疫措施。

葡萄牙足协13日宣布，正在随国
家队备战欧国联小组赛的C罗新冠检
测结果呈阳性，属于无症状感染者，并
在房间内单独隔离。14日下午，C罗
从基地乘救护车前往机场，后搭乘救
护飞机飞往意大利。目前，C罗在位
于都灵的家中进行隔离。

“我从未违反防疫措施。”目前效
力于意甲尤文图斯队的C罗在社交
媒体上说。他表示，自己是获得许可
后才旅行的，同时已经避免接触他
人。

“在意大利，有些人（名字我就不
提了），说我不尊重防疫措施。这纯
粹是胡说。我自己单独隔离在家，我
的家人都在另一层，我们无法接触。
这样的情况还会再持续至少10天。”

C罗说。
尤文图斯俱乐部此前有两名人

员因新冠检测呈阳性而集体隔离。
意大利体育部部长斯帕达福拉此前
曾表示，他认为C罗和其他队友离开
隔离地点的举动违反了相关防疫条
例。“傲慢的”C罗撒了谎，他本人的
评论是建立于尤文图斯俱乐部与都
灵当地卫生部门的沟通情况基础上
发表的。

14日，尤文图斯中场麦肯尼的
新冠检测结果也呈阳性，全队又重新
进入隔离状态。

C 罗和麦肯尼需要检测结果
转阴，才能重新归队。按照欧足联
规定，一名球员的新冠检测结果转
阴至少7天后，才能参加欧足联赛
事。

尤文图斯的首场欧冠联赛将于
20日开始，对手是基辅迪纳摩；8天
后，球队将在主场对阵巴塞罗那。

C罗回应质疑：

我从未违反防疫措施

中超联赛第二阶段 17 日下
午战罢两场，争冠组的强强对话，
山东鲁能手握两球领先没能把握
住胜势，被北京国安连追两球，最
终双方在首回合对阵中以2∶2握
手言和。保级组一边，大连人坐镇

“主场”迎战石家庄永昌，虽然“主
队”开场10分钟便取得领先，但
无奈永昌队利用少数机会两度完
成破门，以2∶1逆转。

两场对决同时鸣哨，鲁能国安
不仅是一对老冤家，更是争冠组首
轮中最富看点的捉对厮杀。比赛
第24分钟，蒿俊闵前场主罚任意
球，费莱尼禁区后点争顶时造成巴
坎布手球犯规，佩莱主罚将球打
进。第36分钟，蒿俊闵前场反抢
后与佩莱、格德斯完成多次漂亮的
传递，蒿俊闵拿球突入小禁区横
传，金敬道后点包抄将球铲入球
门，帮助山东鲁能泰山将比分扩大
为两球。

易边再战第49分钟，山东鲁
能泰山队后防线解围失误，巴坎布
冲入禁区造成王大雷防守犯规，亲
自主罚点球帮助北京中赫国安扳

回一球。比赛第69分钟，李磊左
侧45度角传中，巴坎布中路头球
破门，完成梅开二度，将比分扳
平。最终，山东鲁能泰山2∶2战平
北京中赫国安。

大连人对阵升班马永昌一役，
在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第
11分钟，拉尔森巧妙直塞，孙国文
接球后稍作调整冷静推射，皮球应
声入网。第31分钟，永昌前场定
位球开出，禁区中路苏祖泰山压顶
头球破门。第81分钟，永昌后场
发动快速反击，马修斯接球后外围
突施冷剑，皮球弹地后飞入球门，
帮助永昌反超比分。最终，大连人
1∶2石家庄永昌。

由于中超第二阶段依然采用
赛会制，对阵双方需要通过两回
合交锋计算总成绩，争冠组获胜
一方继续保留争冠希望，保级组
失利一方则面临更大的降级风
险，所以经过首回合交战，国安与
鲁能将在次轮交锋中一场定胜
负，而永昌则在和大连人的比拼
中占得先机。

(中新网)

北京中赫国安队球员比埃拉（右）在比赛中射门。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为
集中展示全国艺术院团助力脱贫攻
坚的良好风貌，用优秀创作成果丰
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决
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营造浓
厚的社会氛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
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
公室共同主办的全国脱贫攻坚题材
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于10月17
日在京开幕。

本次展演持续两个月，聚焦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主题，用文艺的形式宣传、展示
脱贫攻坚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人
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参演的67部
舞台艺术作品，涵盖戏曲、话剧、歌
剧、舞剧、音乐会等多种舞台艺术
形式，具有较高思想性、艺术性。
其中，既有民族歌剧《扶贫路上》、

歌舞剧《大地颂歌》、儿童剧《萤火
虫姐弟历险记》、越剧《山海情深》
等今年新创作品，也有民族歌剧
《马向阳下乡记》、话剧《闽宁镇移
民之歌》、评剧《藏地彩虹》等经过
观众与市场检验的精品佳作。参
演单位既有国家艺术院团，也有基
层文艺院团及民营院团。

本次展演活动坚持公益惠民原
则，以线下剧场演出和线上网络直
播、展播相结合的形式开展，以期更
广泛、便捷地服务广大观众。其中，
彩调剧《新刘三姐》、话剧《塞罕长
歌》、歌舞剧《大地颂歌》等12部作
品将在北京集中演出23场，其余
55部剧目在当地剧场展演。同时，
将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戏剧家协
会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行线上演出。

全国脱贫攻坚题材
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在京开幕

揭幕战前，广东队主帅杜锋站
在领奖台C位，微笑着从中国篮协
主席姚明手中领取总冠军戒指。
那时的杜锋意气风发，但他没想
到，两个多小时后广东队在新赛季
首战遭遇惨败，大写的尴尬写在广
东队将帅们脸上。广东男篮究竟
怎么了？

回到与浙江男篮的首节比
赛。在杜润旺利用罚球将比分追
至4∶8之后，浙江男篮随即打出一
波 14∶0 的小高潮、一举将领先优
势扩大到将近 20 分，这也几乎奠
定了这场比赛的基调。

在浙江男篮的这波小高潮期
间，广东男篮干了什么？这是一个
让人“不忍回顾”的问题，因为在这
个时间段内，浙江男篮不是没有给
卫冕冠军机会，只是卫冕冠军的终
结能力实在太差。这样说也许并
不过分，当赵睿的两次罚篮全部落
空，当周鹏两次投篮不中，当任骏
飞的补篮同样无法命中时，卫冕冠
军真的需要找找自身的问题。

广东男篮也因此继2000-2001
赛季95∶148不敌八一男篮之后，第
一次让对手“狂砍”138分。当然，
这毕竟只是一场揭幕战、毕竟只是
一场常规赛，但这场揭幕战又能说
明很多问题。与浙江男篮相比，广

东男篮的确抢下了更多的前场篮
板球，但相比于浙江男篮几乎每次
二次进攻都能得手，广东男篮第二
节的后半段连续抢下4个前场篮板
球都没能转化为得分，已经将广东
男篮“冰冷”的状态“冷冰冰”地展
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的确，卫冕冠军还能用没有准
备好来回应这场不期而遇的惨败，
但卫冕冠军是否能够快速找回自
己的状态，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在这个“不负所爱”的新赛季，
卫冕冠军的确遇到了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又一次接受手术的易建联，
如今还无法确定自己的归期。作
为如今广东男篮的灵魂式人物、作
为如今广东男篮的大哥级人物，易
建联的缺阵，的确让人对于广东男
篮的卫冕之路感到一丝担忧，但恐
怕谁都想不到，没有了易建联的广
东男篮，竟然会在揭幕战变得如此
荒诞。

对于已经手握十冠的广东男
篮而言，他们必须在未来很长一段
时间内习惯没有易建联的日子，因
为，如果他们继续本场比赛这般仿
佛在没“魂”的状态打比赛，他们将
遭遇的，注定是一个极其困难、甚
至是前所未见的卫冕赛季。

（钟和）

20年最惨一败

广东男篮“丢了魂”
2020-2021赛季的CBA联赛

17日揭幕，新赛季首战的广东宏远
队发布好消息称，正在美国进行治
疗和康复的中国篮球名将易建联当
日接受了左膝盖和左脚踝老伤部位
的微创手术，且手术非常顺利，预计
左腿需要两个月时间的康复。

广东宏远俱乐部通过其官方微
博表示，易建联目前在积极努力地进
行治疗和康复，祝愿他早日完全康
复，回到赛场。这则消息让不少球迷
误解为易建联仅需要两个月左右的
康复期，有望在本赛季伤愈复出。但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易建联的手术是
针对左膝盖和左脚踝的老伤，广东宏
远俱乐部官宣的大致康复时间也是
针对“左腿”，而对易建联职业生涯影
响最大的是右脚跟腱断裂。

CBA官网最新公布的伤情报
告显示，易建联跟腱伤势的预计康
复时间为30周，如是，也意味着这
位中国篮坛现役一哥恐将缺席本赛
季CBA联赛的全部赛事。

在8月 15日晚进行的2019-
2020赛季CBA总决赛粤辽巅峰对
决的生死之战中，当第三节比赛还
剩最后1分钟时，易建联在无对抗
的情况下倒地后离场，后被确认为
右脚跟腱断裂，并于16日在广东接

受首次手术治疗。8月底，易建联
飞往美国，进行进一步的康复治疗。

上赛季易建联出战44场，场均
登场29.4分钟，贡献19.5分、10.3
篮板、1.4盖帽、1.3助攻和1.3抢断，
不仅带领广东队第十次获得总冠
军，而且个人加冕CBA历史得分
王、常规赛得分王和常规赛篮板王，
第五次获得CBA常规赛最有价值
球员。 （中新网）

易建联再次接受手术

恐无缘CBA新赛季

本报讯 北京时间 10 月 17 日，
2020-2021赛季CBA联赛正式拉开
战幕，常规赛第一阶段在浙江诸暨进
行，比赛采用赛会制。揭幕战在卫冕冠
军广东与浙江稠州进行，最终浙江稠州
以138∶111大胜卫冕冠军广东，取得
新赛季的开门红。

比赛开始，浙江稠州率先发力，球
队开局里突外投打出一波17∶4的进攻
高潮领先。广东攻防两端集体低迷，首
节结束广东21∶40落后浙江稠州19分。

次节，浙江稠州连续打成防守反
击，分差一度被拉开到25分。半场结束
广东52∶73落后浙江稠州21分。

下半场，威姆斯上场，广东进攻开
始回暖，广东打出一波11∶3的攻势将
比分追至68∶82。后半段威姆斯被布
鲁克斯换下，浙江稠州回敬一波11∶0
的进攻高潮。三节结束广东77∶106落
后浙江稠州29分。

末节，悬殊的分差使得广东全队球
员心态受到影响，杜锋将赵睿、任骏飞
换下后不久，周鹏也犯满“毕业”离场。
最终浙江以138∶111爆冷大胜卫冕冠
军广东，取得新赛季的开门红。（南天）

新赛季CBA正式拉开大幕

卫冕冠军揭幕战“演砸了”

中超争冠组上演强强对决

鲁能与国安握手言和

纪录片《二十二》宣传照。

刚戴上总冠军戒指的广东队却在新赛季首战遭遇惨败。

上赛季夺冠夜，苏伟背着阿联
出席庆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