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光万里追光万里》》创作分享会创作分享会：：

跨越万里长途 追溯百年光影

责任编辑：董帅奇 美编：张一凡 校对：罗娜 组版：徐益忠

2022年9月24日 星期六06 文体

通 告
因珠海市民服务中心项目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22 年 9 月 24 日至 2023 年 9 月 15 日，封闭青活路西往

东方向机动车道、人行道，东往西方面单向通行。请过

往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按临时交通标志绕行，并注

意交通安全。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9月22日

遗失声明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

家湾镇）卫生院《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编号“93拨字068号”之附件93
拨字068号用地红线图一份原件已
遗失，特此声明。如若对遗失声明
有异议请于三十日内拨打以下电
话：3629710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
家湾镇）卫生院

2022年9月24日

减资公告
广东中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
542CHA3A，经股东决定，决定注册
资本由原来8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10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
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本
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
记。特此公告。

通 告
因沿河路示范段工程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22 年

9 月 24 日至 2023 年 9 月 18 日，封闭屏北二路东往西方

向部分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以及每天 10:00～16:00、

20:00～24:00 临时封闭屏北二路东往西方向一条机动

车道。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9月23日

通 告
因金湾区红旗镇成行路、金涛街及新侨街西巷升

级改造工程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22 年 9 月 24 日至

2023 年 2 月 15 日，分阶段半幅封闭金涛街、新侨街西

巷。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和人行注意交通安全。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9月23日

目前，中国队在2022年女篮世界
杯小组赛阶段开赛以来已先后战胜韩
国队和波黑队。24日中国队将迎战连
续三届世界杯卫冕冠军美国队。

中国女篮球员李梦和李月汝在结
束与波黑队的比赛后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做足困难准备是当天大胜
波黑队的关键，接下来面对卫冕冠军美
国队，大家期待打出更高水平。

9月23日，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
超级圆顶体育馆，中国队以98:51完胜
波黑队。

首发登场的李梦拿下全队第二高
的17分。上赛季在美国女子职业篮球
联赛（WNBA）打球的内线球员李月汝
和韩旭先后登场，前者贡献13分和9
个篮板，后者拿下全场最高的18分。

谈到获胜的关键，李梦赛后对记者
说，通过全队上下努力，大家坚决贯彻
教练意图，做足了充分准备，比赛前也
做好了应对困难的准备。“所以这场比
赛，我们非常有信心，也非常有耐
心……不管比赛中僵持、落后还是领

先，大家都非常耐心，打好每一个球。”
24日，中国队将迎来小组最强对

手美国队，后者是世界杯三连冠队伍，
现世界排名第一。

展望这场比赛，李梦表示“非常期
待”，“我们也非常有信心，会在这个比
赛中去享受这个过程，在明天的比赛充
分释放自己，释放我们中国女篮的能
量”。

李月汝表示，通过在美国联赛的锻
炼，在本届世界杯感到更从容。“上一届
是我第一次面对世界强队，（当时）其实
我还是有一点怵，这一届更从容了，更
坦然面对这些对手，更坦然面对自己的
得失。无论打得好和不好，我能尽快调
整回来，这是自己信心进步的一个地
方。”

谈到与美国队的交锋，这位主力中
锋说：“希望能打得比今天更好，把今天
的问题都解决掉，希望明天打出一个更
好水平，能够跟她们用实力正面较量一
下，展现出一个更好的我们。”

据新华社悉尼电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中国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CBA）23日在北京举
行2022-2023赛季新闻发布会，宣布
新赛季将于10月10日正式开赛。

新赛季CBA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
的9轮比赛将以赛会制形式在浙江省
杭州市进行，场地安排在黄龙体育中心
和杭州市体育馆。后续比赛将根据疫
情防控形势和上级单位指导意见，积极
推动恢复主客场制。

常规赛轮次将由2021-2022赛季
的38轮增加至42轮，20支参赛球队按
照上赛季的最终排名以蛇形排列分为
4个小组，每组5支球队，按照组内三循
环、组外双循环的赛制进行比赛，前12
名进入季后赛。季后赛计划于2023年
4月初开始。

外援政策方面，常规赛期间上赛季

排名后四位的球队可采用外援“4节5
人次”，其他球队采用“4节4人次”，季
后赛期间所有球队均采用“4节 4人
次”。每支球队最多可以同时注册4名
外援，且每场比赛最多可以为4名外援
报名。

当天还公布了新赛季球员注册和
转会情况，首次注册CBA联赛的球员
63人，其中新秀球员选拔大会产生20
人，俱乐部自行培养43人；各俱乐部球
员交易33人次，其中转会13人次，自
由球员签约15人次，独家签约权转让
2人次，租借3人次。

发布会上，正在澳大利亚陪同中国
女篮征战世界杯的中国篮协主席、CBA
公司董事长姚明以视频方式致辞。

本月早些时候，CBA联赛发布了
新赛季口号：当燃由我。

CBA新赛季10月10日开赛
常规赛增至42轮

世界杯两连胜！中国女篮今日挑战美国
女篮球员：用实力正面较量

9月23日，中
国队球员李月汝
（右）在比赛中上
篮。

当日，在澳大
利亚悉尼进行的
2022 女篮世界杯
A组比赛中，中国
队以98比51战胜
波黑队。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郭秀玉

近日，由方所、行人文化、珠江影
业主办的“跨越万里长途，追溯百年
光影”电影《追光万里》创作分享会在
广州方所书店举行。

《追光万里》出品人雷寒燕，暨南
大学艺术学院、珠江电影学院院长、
教授李学武，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
节组委会副秘书长张鹂，电影后期导
演刘熹政受邀参加此次分享会，对电
影《追光万里》的项目缘起、创作历
程、纪录片创作与发展等进行了深入
而多元的分享、交流与互动。

《追光万里》是一部关于电影本
身的电影。影片以首位华人奥斯卡
评委、如今95岁仍活跃于舞台的著名
影星卢燕为主要讲述者，带出与她人
生轨迹重合的几位标志性的粤籍影
人故事，窥探中国电影百年来发展的
光影足迹，同时以国际化视野，呈现
了中国电影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历
史浮沉。

那是中国电影最早的“群星荟
萃”时代，李小龙、黄柳霜、黎民伟、蔡
楚生、郑正秋、阮玲玉……这些耳熟
能详、振聋发聩的名字，为中国电影
史留下了传奇的一页。

电影上映后，激起了不少业内人
士的热烈讨论，观影后的观众更是频
频叫好，不少观众对影片创作的背后
感兴趣，这次创作分享会应运而生。

剧组从调研、走访、深挖史料到
纪实拍摄，历时近5年，辗转海内外
6座城市，创作时间长、地域跨度广。

说到电影的拍摄初衷，《追光
万里》出品人、广州品瑞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总经理雷寒燕表示：在早
期中国电影史上，粤籍电影人是一
支与众不同的力量，占了半壁江
山,从广东走向世界的电影人,经
历了从不认识到认识到认知到备受
尊重的过程。

“《追光万里》对不同年龄层的人
来说都有特别意义，我相信每个看过
影片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触动心灵的
瞬间。对年轻观众来说，电影人开拓、
打拼电影事业是一部励志片；对老年
观众来说，看到的是常青树美人卢燕
的不老传奇……”

卢燕年过九旬，优雅精致，依旧在
拍戏，在为中国电影、中国文化走出去
作贡献，她是整部影片的灵魂。影片
从卢燕现在工作和生活的洛杉矶，到
事业高峰时期的香港，到青年时期电
影梦萌发的地方上海，再到出生地北
京，最后回到祖籍地广东，以卢燕人生
轨迹倒叙的方式，一路追光。

后期导演刘熹政对剪辑思路和空

间逻辑做了细致表达，他坦言寻找这
条人物的串联思路是极难的。除此之
外，手绘动画部分是一条特别的线索，
也是制作方作为当下电影人心愿的表
达：对民族的热爱坚守和对电影的追
求执着的伟大电影人，总会在另一
个平行时空相遇。

李学武从中国电影史发展的角
度，从放映、拍摄、电影产业三个方
面为我们拓展了在黎民伟、蔡楚生
之前中国电影的故事。“那是电影萌
芽的阶段，而《追光万里》讲述的是
中国电影生根的历程”，二者进行了
充分的衔接,再一次延长了《追光万
里》的维度。

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组委会

副秘书长张鹂表示，这是纪录电影中
少有的一部创新之作。从题材来看，
以前都是电影人拍别人的故事，而这
次是拍电影人自己的故事，是一次新
颖却极具挑战的创作。90分钟的电
影把这么多人物的生平、故事及关系
串联，且行云流水般的流畅，其中纪实
影像和搬演、手绘动画等多样的艺术
手法丰富了视听体验，是纪录电影的
一次创新。

在电影中，我们能看到中国人的
文化自信，也从中看到了中国人在世
界电影史上留下的光辉一笔，我们不
单是看到了电影人的故事，广东电影
人的精神，也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电影
史，是一部伟大的纪录电影。

在2022年南半球的春天，庄子走
进了葡萄牙语世界——由巴西汉学家
乔治·西内迪诺翻译并释义的《南华
经》葡文版，通过圣保罗州立大学的中
国文化翻译项目，正式在巴西出版。

“庄子的哲学思想广博而玄妙，闪
耀着对人生、处世和审美的思维火花，
相信能在葡语世界引起人们的共鸣和
欣赏。”在新书发布之际，西内迪诺说
道。这位在中国文化圈工作、生活、学
习、研究达17年之久，平时坚持使用
中文名“沈友友”的巴西汉学家，早已
开始通过先秦诸子百家向葡语世界解

读中国，多本译作架起了文化交流的
桥梁。

在21日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中
国驻巴西使馆教育参赞王志伟说：“当
庄子走进葡萄牙语世界，会让巴西人
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认
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从文化
根源上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圣保罗州立大学教授保利诺说，
目前巴西大学图书馆中藏有不少中国
书籍，但多数是英文版，而要实现巴西
和中国之间更直接更深层的相互理
解，则需要更多葡文版的中国书籍。

更多葡文版的中国书籍，意味着
需要更多掌握两门语言、了解两国文
化、精通双向传播的翻译人才。而要
在地理距离遥远、历史传统迥异的中
巴两国找到对彼此文化“乐而忘返”的
合适人选，来从事“又苦又难”的翻译
工作，本就是一个巨大挑战。但对西
内迪诺来说，“这都不是事儿”。迄今，
他已翻译出版了《论语》《道德经》和
《南华经》等专著。他还在筹划出版
《孙子兵法》的葡语读本，目前正顺利
推进。

在澳门理工大学教授李长森看

来，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翻译成葡语，
填补了中国与葡语世界文化沟通和交
流的一项空白，这一工作不仅重要而且
难度很高。王志伟也评价说，西内迪诺
译本的通达、简练、文雅、信而不拘，折
射出他在翻译工作中的苦心孤诣。

同样作为译者，中国传媒大学欧
洲语系副教授颜巧容认为，中国古代
哲学思想是翻译界公认的一个难点，
而西内迪诺所做的，不仅是优美精准
的翻译，还增添了阐释和解读，这尤为
难得。

新华社巴西利亚9月22日电

庄子走进葡语世界

9月23日，人们参观画展。
当日，由故宫博物院与澳门特

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合办的“阅世
遗情——澳门艺术博物馆藏濠江风
物建筑绘画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斋宫展厅开幕。本次展览精选82件

澳门艺术博物馆藏品，分为“千帆迎远
客”“万象有无间”“一城百样春”三个单
元，集中展示澳门及外地画家创作于
18至21世纪期间以澳门风貌为题的绘
画作品，呈现澳门世界文化遗产的建
筑精髓及文化内涵。 新华社发

“阅世遗情——澳门艺术博物馆藏
濠江风物建筑绘画展”在故宫开幕

新华社南京9月23日电 精致
典雅的苏绣、美轮美奂的“运河非遗
数字长廊”、精彩纷呈的运河特色文
旅产品……23日上午，第四届大运
河文化旅游博览会运河城市文旅精
品展、运河非遗展、运河数字文旅产
业展等在江苏苏州开展，其中，来自
大运河沿线 8 省（市）的 51 项非遗
项目亮相运河非遗展。

运河非遗展以“非遗融入现代
生活”为主题，通过近千件非遗作品
展陈和多位非遗传承人的现场展
示，彰显大运河沿线“非遗+旅游”

“非遗+科技”等融合项目的多姿多
彩。

本次非遗展吸引了秦淮灯彩、
苏绣、南京剪纸等非遗传承人到现
场展示，并与观众互动交流。在苏
绣展示区，国家级非遗项目（苏绣）
代表性传承人姚建萍和青年传承人
姚兰在现场展示苏绣传统技艺。“作

为青年传承人，在学习传统苏绣技
艺的同时，我也在努力通过多元化
的设计，将苏绣融入到生活的方方
面面。”姚兰说。

为生动展现大运河沿线非遗保
护的成果，展览还将非遗技艺与数
字科技相融合，设置“数字非遗混合
现实体验区”与“运河非遗数字长
廊”。在体验区，参展者可现场观看
全息投影的昆曲表演，虚拟体验陶
瓷制作的过程，佩戴相关装置感受
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烟火气”。本次
非遗展还组织了“水韵江苏·非遗购
物节”、直播带货等活动。

自2019年起，江苏立足大运河
全域，以“融合·创新·共享”为主
题，先后在扬州、无锡、苏州举办了
三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累计
37.6 万人次走进现场，线上受众超
过 4.5 亿人次。本届博览会将持续
至9月 25日。

大运河沿线8省（市）
50余项非遗项目亮相苏州

著名影星卢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