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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毕馨月） 28 日晚，暑
期档热门影片《独行月球》在全国200座城
市同时举办点映活动，影迷观后纷纷表示，

“开心麻花终于回归了！”“不愧是沈腾、马
丽的组合，实在太搞笑了。”“IMAX影城还
原了科幻影片的精良品质，观影体验更好。”

《独行月球》改编自韩国漫画家赵石创
作的同名漫画，由张吃鱼执导，沈腾、马丽
领衔主演，主打“科幻+喜剧+沈马组合+开
心麻花”，从题材到阵容都格外引人期待。
在第一波点映中，开心、感动、解压、有大
爱……成为长春观众点评热词。

在《独行月球》中，人类为抵御小行星
的撞击，在月球部署月盾计划。没想到陨石

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时，由沈腾饰演的
独孤月错过了马丽饰演的领队马蓝星发布的
撤离通知，被落在了月球。更令他没想到的
是，自己的一举一动正被马蓝星“跨球直
播”……有沈腾与马丽的合作加持，《独行
月球》不出意外地收获了观众的认可。不仅
有爆笑的剧情，该片还运用了充满诚意的特
效制作，而点映活动安排在IMAX影城则更
符合长春观众观影需求。“观影过程中，我
有一种穿越入戏的感觉，IMAX厅给人一种
天然的包裹感，使高清画质和精准震撼的音
响系统都能真实呈现，我和家人感到不虚此
行。”观众孙芳如是说。

据悉，该片29日正式登陆我市影院。

《《独行月球独行月球》：》：开心开心 感动感动 解压解压 有大爱有大爱

28 日至 30 日，第 36 届大众电影百花
奖颁奖典礼系列活动在湖北武汉举办。

创办于1962年的大众电影百花奖，至
今已走过60个年头。60年来，诸多百花奖
获奖和提名影片书写人民命运、反映时代
变迁，印刻中国电影人与时俱进的坚实步
伐，展现了我国电影事业不断发展的壮阔
前景。

抒写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人民性，一直是百花奖的鲜明特质。
从评选方式看，最初百花奖通过观众

将选票寄到《大众电影》杂志社的方式投
票。如今，则有101位来自全国各地、各
行各业的终评委员进行现场投票，评选出
各大奖项。百花奖一直以来都被视作中国
电影的“观众奖”。

60 年来，百花奖秉持着“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反映广大观众对
电影的评价和喜好，电影题材、故事、表
演等均契合大众审美诉求，获奖作品中涌
现出一批讴歌人民群众伟大创造的影片。

1962 年，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获
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祝希娟
则凭借影片中饰演的吴琼花这一经典角色
获最佳女演员奖。此后，从《小花》《庐山恋》，
到《红高粱》《过年》，再到《我的父亲母亲》

《张思德》，诸多满怀热忱抒写人民群众故事
的影片都从百花奖评选中脱颖而出，收获荣
誉。

在武汉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孟君看来，
从百花奖提名和获奖影片中，我们可以品
味到鲜明的“人民”底色。尤其是进入新
时代，主旋律电影吸纳市场元素后，催生
出影响力巨大的商业大片，《战狼 2》《长
津湖》等影片也凭借大众认可获得票房和
口碑的双丰收。

“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不断深入，电
影制作更加开放，电影发行和放映成为电
影产业链的重要环节，获奖影片与票房关
联度越来越高，这同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百花奖的‘人民性’。”孟君说。

描摹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
作为我国文艺的重要分支，电影艺术

为不同时代留下生动注脚。
百花奖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一路走

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始终为时代
发声，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60载光影故事，爱国主义是百花奖鲜
活的主题——《孙中山》《开国大典》《周
恩来》是对伟大人物的歌颂，《建国大业》

《我和我的祖国》再现了共和国的成长史，
《红海行动》《烈火英雄》讲述一个个热血
青年的英勇事迹。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百花奖提名影片
时代特征更加突出、时代故事更加立体。

《失恋 33 天》《夏洛特烦恼》 增加喜剧元
素，用幽默戏谑的手法讲述平凡人的酸甜
苦辣；《我不是药神》聚焦小人物命运，对
社会痛点进行反思；《流浪地球》则展现国
产科幻电影的重要突破……

每一位栩栩如生的人物都烙印着时代
滚滚向前的印记，每一部优秀电影作品都
与当下的时代风采交相辉映。

“从英雄人物的故事，到小人物的平
凡与奋斗，如今各行各业的人都可能成为
电影的主角。”“90 后”导演、《唐人街探
案 3》 编剧之一徐子豪认为，好的作品需
要从现实出发，与时代同频共振，才能让
中国故事讲得更精彩。

折射电影发展的壮阔前景
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不久

前公布。
综观5部提名影片，它们共同描摹出

我国电影市场百花齐放的生动图景——
《长津湖》 展现我国电影工业雄厚实力，
《你好，李焕英》 讲述母爱的温馨，《奇
迹·笨小孩》呈现普通人的奋斗故事，《送
你一朵小红花》 聚焦青少年的困惑与成
长，《中国医生》彰显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众志成城。

走过60年的百花奖，一直以来都通过
提名、颁奖和相关活动的引导，推动电影
市场不断扩大、电影类型不断丰富。

2006年百花奖增设最佳新人奖，2012
年恢复设立最佳编剧奖，更多优秀新人、
优秀编剧得以站上舞台，成为焦点。

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暨第35届

大众电影百花奖活动期间，设立科幻论
坛，助力电影工作者创造科幻电影的更多
可能。

本届百花奖颁奖典礼系列活动还将举
办电影产业高峰论坛，邀请电影业界代
表、产业专家共同探讨中国电影产业的发
展机遇、影视科技进步与业态转型。

“从汇聚影人、奖励创作、设立影
展，到开展学术论坛、鼓励争鸣，百花奖
在迅速发展的电影市场和文艺作品的价值
导向之间架设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中国传
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张宗伟说。

在他看来，百花奖应继续鼓励创作立
足传统文化、挖掘现代价值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题材，致敬革命历史、体现家国情
怀的革命历史题材，定位当代中国、捕捉
人情百态的现实题材的电影，进一步促进
我国电影艺术百花齐放。

（新华社武汉7月28日电）

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日启幕

光影逐梦六十载 百花绽放新时代

本报讯 （记者李木子） 27 日，中国
男足选拔队结束了东亚杯征程，凭借亚泰队
前锋谭龙的破门，国足以1比0击败中国香
港队，以1胜1平1负的成绩获得第三名。

此次出征东亚杯的中国男足选拔队以
U23队员为主，只有谭龙、蒋光太两名超龄
球员。首战0比3负于韩国队、次战0比0战
平日本队后，中国队在收官战迎来中国香港

队。第 67 分钟，中国队前场逼抢起了效
果，谭龙得球抽射破门，这也是中国队本届
赛事取得的唯一进球。

本次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更多是练兵，
谭龙在3场比赛中全部首发，亚泰小将迪力
依米提也获得了出场机会。他们二人随中国
队回国后将返回长春，与球队一起备战接下
来的中超赛事。

中国男足获东亚杯第三名中国男足获东亚杯第三名
谭龙打进唯一进球

历时半个月的东亚
杯足球赛落幕了，中国
男足女足没有意外惊
喜，都是正常发挥，取得
的成绩也都在意料之
中。总结这届东亚杯，“敢拼”应该是这两支
球队留给球迷最深的印象了。

中国男足选拔队此次参赛的大多是
U23队员，首场负于韩国队，次战面对日本
队全场围攻，最终守住平局。两场比赛已经
让小伙子们赢得了足够的尊重，尽管各方
面能力都不如对手，但不认输，不服输，勇

敢拼搏的精气神始终
没丢。对于男足来讲，
这或许是另一个层面
的胜利。

水庆霞带领的女
足逐渐有了老女足的味道，虽然日韩女足
实力不俗，但她们想要翻过中国女足这座
山并不容易。下一步，女足应该解决的问题
是如何在稳固防守的同时提高进攻能力。

不论怎样，两支国字号球队交出的答卷
还是令人满意的，他们都在用拼搏重新找回
自信。希望两支国足就这么一路拼下去。

用拼搏找回自信
丰 雷

本报讯 （记者丰雷）历时3天的省青少儿乒乓
球赛日前在长春光华乒训基地落幕，来自省内中小学
校及乒乓球俱乐部的102支代表队319名小队员参加
了比赛。

本次比赛分4个组别，设男女团体、男女单打4
个项目。经过3天的激烈争夺，各组别均排定座次。
通过本次赛事，我市有5名小选手崭露头角，获得了
参加中国乒乓球国家队少年队选拔赛资格。

省青少儿乒乓球赛落幕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当地时间27日，布
拉格女子网球公开赛展开女单第二轮争夺，中国球员
王蔷直落两盘击败斯洛文尼亚选手雅库波维奇，晋级
八强。

首盘前五局双方各破发两次，局分上王蔷以2比
3落后，但此后她状态大勇连下八局，最终以6比3
和6比1横扫同样从资格赛突围的雅库波维奇，继三
月蒙特雷站之后再度杀入职业巡回赛八强。

“今天天气很热，对手球速也很快，第一盘有点
不太适应，后面慢慢找回感觉，减少自己的失误，很
开心拿下比赛。”王蔷赛后说，“后面一场场打，打出
训练的东西，不给自己太大压力。”

王蔷在八强战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68位的波兰
选手莉内特。

王蔷晋级布拉格
网球公开赛八强

本报讯 （记者李木子）26日，亚泰净月基地向前
来探营的媒体和球迷敞开大门，亚泰队员在媒体的镜
头中和球迷的掌声中完成了返回大本营后的第一次公
开训练。

7月18日，长春亚泰队收假，在亚泰净月基地重新
集结，这是亚泰队员时隔265天重返大本营。目前，全
队进入中超第二阶段备战模式已有一周多时间，俱乐
部也恢复了每周二的媒体和球迷开放日。

开放日当天，有 200 多名球迷来到净月基地，其
中，有多位球迷专程从吉林市赶来。“感谢俱乐部给我
们提供这次探营机会。这两年只能通过视频和图片看
到亚泰净月基地，这次亲自走进来真是太高兴了。”一
位球迷说。

慢跑、拉伸、热身、对抗……球迷们兴致勃勃地观
看完了一整堂训练课。训练完毕后，队长孙捷向球迷和
媒体表示了感谢：“是你们的一路相伴让球队有了战胜
困难的信心。”

“很开心有这么多球迷来看我们训练，让我们在场
上更加有动力，感谢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外援迪诺说。

2022赛季中超第二阶段赛事将恢复主客场制，长
春亚泰足球俱乐部正在积极进行主场的各项准备工
作，并等待赛场的最终确认。

球迷探营亚泰净月基地

开幕式嘉宾、演员成龙（左二）和祝希娟（右二）接受献花。28日，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系列活动在武汉开幕。 （新华社发）

26日，长春亚泰队球员在训练中。当日，长春
亚泰队在长春亚泰净月基地举行开放日活动，邀请球
迷现场观看球队备战中超联赛第二阶段比赛。

（新华社发）

新华社上海7月28日电 记者28日从上海海港
足球俱乐部获悉，俱乐部正在和西甲西班牙人足球俱
乐部洽谈武磊回归事宜。此前，西班牙媒体曾报道，
武磊可能离开西班牙人回国。

上海海港足球俱乐部表示，球队始终对武磊的回
归持开放态度，希望能够促成此事，期待他能回家。

2019年1月，武磊从上海海港加盟西班牙人，共
为西班牙人出场126次，贡献16粒进球。

上海海港：

正在与西班牙人
洽谈武磊回归事宜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世界一级方程式赛
车锦标赛 （F1） 四届世界冠军塞巴斯蒂安·维特尔
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布，将于2022赛季结束后退役。

“退役对我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花了很多
时间考虑这个问题。”目前效力于阿斯顿·马丁车队
的维特尔说。

现年35岁的维特尔于2007年在美国大奖赛顶替
因伤缺席的宝马索伯车队车手库比卡出战，开启个人
F1生涯，并在首场比赛中获得第八名。

在 15 年的职业生涯中，维特尔 122 次登上领奖
台，是F1历史上获胜数第三多的车手，以53个分站
冠军落后于汉密尔顿的103个和舒马赫的91个。

四届F1总冠军维特尔
宣布赛季结束后退役

2727日日，，中国男足选拔队球员谭龙中国男足选拔队球员谭龙（（左左））在比赛中射门在比赛中射门。。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市民排队观看市民排队观看《《独行月球独行月球》》点映场点映场。。张扬张扬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