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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毕馨月 实习生赵倍聪）2
日，记者从第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
获悉，本届长春电影节征片历时22天，截至8
月1日17时，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73部，其
中，参赛影片40部，参展影片33部（不包括影
展承接方中国长春电影节邀请的影片），圆满
完成影片征集工作。

第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日
至28日在长春举办。受疫情影响，本届长春
电影节筹备时间紧，影片征集周期也大幅缩
短。根据上届征片周期，本届长春电影节的影
片征集范围仅为近半年内上映的电影作品。
针对这一实际情况，影片征集工作采取广泛
邀约及有针对性邀请两种方式进行，着重对
业界影响力较大的优秀作品进行重点邀请。

本次征集到的 73 部影片包括众多品质
佳口碑优的电影作品，如《长津湖之水门桥》

《奇迹·笨小孩》《狙击手》《这个杀手不太冷
静》《隐入尘烟》《铁道英雄》《扬名立万》《神探
大战》《古董局中局》《漫长的告白》《穿过寒冬
拥抱你》《你是我的春天》等，这些优秀作品均已
申报参与本届“金鹿奖”主竞赛单元的竞逐。

申报“金鹿奖”的影业公司也涵盖国内多
家知名企业，如中影集团、长影集团、上影集
团、峨影集团、潇影集团，以及央视电影频道、
博纳影业、华谊兄弟、猫眼影业、光线传媒等
电影出品方、发行方。

第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影片征集结束

73部佳片跻身参赛参展阵容

光影三十载，中国长春电影节可谓见证
了华语电影的崛起与辉煌，也见证着几代中
国电影人的成长。凭借精湛演技横扫各大电
影节奖项的“老戏骨”王学圻，以及参加过
多届长春电影节的知名演员潘虹，均与新中
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长
春电影节缘分匪浅。

长春电影节组委会提供的资料显示，王
学圻的第一个最佳男主角奖，正是在长春电
影节上斩获的。“1992年的第一届中国长春
电影节并未设置演技类等个人奖项，王学圻
是在1994 年第二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上，凭
借《带轱辘的摇篮》拿下了最佳男主角奖，
成为中国长春电影节的首位‘最佳’。”组委
会相关人士介绍说。

长春电影节为王学圻的演艺事业赢得了
“开门红”，时隔16年的2010年，他再度凭
借在《十月围城》中的出色表演，斩获第十
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成为长春
电影节30年来首位两度获封最佳男主角的

演 员 。 难 怪 王 学 圻 曾 感 叹 与 长 春 的 缘
分：“我的第一个最佳男主角奖就是长春电
影节给我的，我又在长春当过兵，那里有我
很多年轻时的美好回忆，我觉得长春是我的
福地。”

除了王学圻，长春电影节还见证了自己
的“老朋友”——演员潘虹的演艺岁月流
转。

同样是在 1994 年，潘虹凭借电影 《股
疯》获得第二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女主角
奖，获得业界内外的充分认可。此后数年
间，潘虹凭借出色的演技，成为国内演艺界
公认的“戏骨”。2021年，她再次回到长春
之时，身份已由演员转换为“金鹿奖”评
委。潘虹表示对中国长春电影节的未来充满
信心：“中国电影、长春电影永远会有崭新
的明天”。在第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启幕
之时，潘虹第一时间发布视频表达支持与祝
福之意，并评价说：“长春电影节一直以来
都是中国电影人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

“老戏骨”与长春电影节结缘
本报记者 毕馨月 实习生 赵倍聪

据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北京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部分物资正分批在北京产权
交易所公开拍卖。第4批、第5批冬奥物
资2日在“北交互联”平台进行了拍卖，
增值率超过20％。

第4 批冬奥物资为手机和平板电脑，
第5 批冬奥物资主要为电视、投影仪等
电器和配套设备，以及闪存盘等办公用
品，主要来自赛时媒体中心和场馆媒体
工作间。部分电子屏等曾服务于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运行指挥部调度中心

“冬奥大脑”，完成保障任务后仍处于最
佳使用期。

北京产权交易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冬
奥物资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前，1万
多条雪地轮胎已经分3批完成拍卖，增值
率超过 120％。后续，“冰墩墩”“雪容
融”景观吉祥物、人偶服、行李车等也将
上线竞拍。

北京冬奥部分物资将拍卖

本报讯 （记者毕馨月） 7 月 30 日
晚，长影乐团在长影音乐厅为大小朋友
们送上了夏日清凉——暑期总动员“送
你一朵小红花”大型动漫电影视听交响
音乐会。整场音乐会充满欢乐轻松氛
围，在青年指挥家谢江的带领下，戴上
可爱小耳朵发箍的长影乐团演奏家们，
带着童趣和爱心为现场观众送上一曲曲
优美音乐。

除了孩子们熟悉的动漫音乐，现场
还颇具新意地设置了特别互动环节。主
持人组织小朋友向身边的爸爸妈妈献上
了大大的拥抱，并道上一句“辛苦”。
亲子间的互动，让这场音乐会更具特别
意义。

长影乐团用交响音乐会
开启暑期总动员

本报讯 （记者李木子） 1 日晚，
CBA公司官宣新赛季CBA联赛将于10月
10 日开赛，第一阶段仍采用赛会制，吉
林九台农商银行东北虎队与辽宁、北京等
队分在同一小组。

2022-2023 赛季 CBA 联赛共有 20 支
球队参赛，全赛季分为常规赛和季后赛，
其中常规赛共设42轮，20支参赛队按照
2021-2022赛季CBA联赛最终排名蛇形分
为4个小组，每组5支球队，每支球队与
小组内其他球队各进行3场比赛，与其他
小组的每支球队各进行两场比赛，最终常
规赛前12名球队进入季后赛。季后赛设
12进8、8进4、半决赛和总决赛4轮。东
北虎的同组对手包括辽宁、北京、四川和
福建队。

常规赛第一阶段将采用赛会制方式，
于2022年10月10日至30日期间进行，共
9轮比赛。常规赛第二阶段，CBA公司将
视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和上级主管部门指导
意见，积极推动联赛恢复主客场赛制。外
籍球员政策方面，新赛季每支球队最多同
时可以注册4名外籍球员，每场比赛最多
可以为4名外籍球员报名。

新赛季CBA10月10日打响
东北虎与辽宁北京同组

对于中冠联赛来
说，长春申华的教
练 组 堪 称 “ 豪
华”，除去老帅唐

鹏举的助阵外，这
里 聚 集 了 曹 添 堡 、

刘成、米田贺 3 位亚
泰“96 黄金一代”的

球员。
被亲切称为“超级

替补”的曹添堡在长春球
迷心中一直都有着非常特

殊的地位。2021年，完成转
型的曹添堡执教过四川民族

队，当时率领球队回到长春亚
泰足球基地参加足协杯比赛还

受到了球迷的热烈欢迎。对于自己加盟长春申
华，曹添堡说，“我和刘成、米田贺是从小一起长
大的队友，关系非常好。今年长春申华在成都集
训，我们的接触就更多了。如今，申华有着非常
明确的目标，我也正好处在一个转型期，所以就
决定回来和大家一起工作。我们几个老队友相
互之间非常默契，也很团结，我想这就是球队最
大的利器，能够帮助球队走得更远。”

为了更好地备战新赛季中冠联赛，长春申
华此前在成都集训了4个月，并完成了招兵买
马。主帅刘成告诉记者，球队接下来将进行一
个“大体能储备期”，这对球队未来的征战至
关重要。

此外，长春申华还计划与一些中冠、中乙
球队热身，在对抗和比赛中寻找自身不足，力
争完成冲击中乙目标。

前国脚曹添堡：

默契和团结是最大利器

潘虹在第二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上获得最
佳女主角奖（资料照片）。 （毕馨月提供）

一直在成都训练的长春申华1日晚回到长春，受到球迷的热烈欢迎。抵达当日，球队就在新教练组的

带领下，马不停蹄地来到经开体育场，进行回归后的首次训练。

对于很多长春球迷而言，长春申华足球俱乐部这个名字似乎并不十分熟悉。这家成立于2015年的足

球俱乐部一直不温不火，参加过几次中冠联赛，成绩也只能用“一般般”来形容。不过，最近一段时间，

一直默默无闻的长春申华却成为长春球迷热议的话题，原因很简单：今年，长春申华足球俱乐部明确提出

了“冲乙”的目标，甚至还做出了不少“大动作”，俱乐部邀请了前国脚、亚泰“96黄金一代”代表人物

曹添堡加盟教练组，同时还将前亚泰功勋教练、有着丰富执教履历的唐鹏举招致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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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的资深球迷对唐鹏举这个名字一定
不会陌生，唐鹏举曾经先后两次来长春亚泰
执教。第一次是 1997 年，当时亚泰还在乙
级联赛征战，唐鹏举带队一年。第二次是
2004 年，当时求贤若渴的长春亚泰希望将包
括沈祥福在内的“国奥教练组”全部移到亚
泰，但遗憾的是，沈祥福因为合约问题无法
来亚泰报到。最终，唐鹏举与陈金刚、孙成
耀 3 人在 2004 年 7 月加盟亚泰。2005 年，长

春亚泰冲超成功，老帅唐鹏举
功不可没。2006 年离开亚泰之
后 ， 唐 鹏 举 辗 转 多 家 俱 乐
部，一直都在一线工作。

随着年龄增大，唐鹏举

近几年开始逐渐“转型”——帮助昔日弟子，
这次来长春申华，也同样如此。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唐鹏举说，“我在亚泰执教的时候，曹
添堡、刘成、米田贺都是我的弟子。今年 5
月，他们给我打电话，说看能不能过来帮帮
忙。正好我也有时间，就过来了。”这是唐鹏
举“出山”的一个理由，另外就是他对长春这
座城市的感情。“先后两次来长春亚泰执教，
对这座城市肯定是有感情的。”

对于球队今年的冲击乙级联赛前景，老帅
给出的看法是，“球队有这个想法是好的，但

‘下手’多少有点晚，如果在年初的时候能明
确这一点，就可以多引进一些好球员，这样把
握会更大一些。”

功勋老帅唐鹏举：

曾两次执教亚泰对长春很有感情

申华队回到长春受到球迷的热烈欢迎申华队回到长春受到球迷的热烈欢迎。。 李木子李木子 摄摄

郭艾伦2日通过经纪团队向中国男篮职业
联赛 （CBA） 新科冠军辽宁队提出了转会
申请。

郭艾伦的经纪团队表示，明年男篮世界杯
是中国男篮冲击巴黎奥运会的关键比赛，郭艾
伦作为中国男篮的后场核心，为了提升综合能
力，保持竞技状态，同时给自己更大的挑战，
选择主动跳出舒适圈，有了转会的意向。

郭艾伦的经纪团队还没有透露其最终去
向。同时，郭艾伦通过经纪团队对这些年辽宁
队的培养、辽宁球迷对自己的支持和厚爱表达
感谢。他表示，自己选择离开最终的目的也是
为了有更好的发展。

2021－2022 赛季 CBA 联赛，郭艾伦随辽
宁男篮夺得总冠军。个人数据方面，受伤病影
响，他常规赛出战 21 场，场均贡献 21.5 分、
6.5次助攻、3.7个篮板。目前，郭艾伦正随中
国男篮在欧洲拉练，备战8月下旬在哈萨克斯
坦进行的2023年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四窗口
期比赛。

郭艾伦向辽宁队
提出转会申请

2 日，中国男篮明星后卫郭艾伦发给俱乐
部的一纸传真引发热议。这名处于当打之年、不
久前跟随辽宁男篮夺得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总冠军的球员正式提出转会申请。郭艾
伦该走吗？转会有可能成功吗？最好的去向又是
哪里？所有关心中国篮球的人都想知道答案。

从情感方面来说，作为土生土长的辽宁人，
郭艾伦对辽宁队和辽宁球迷有着很深的感情。
同时辽宁男篮对于这名已经为球队效力12个
赛季、为球队带来两座CBA总冠军奖杯的青训
代表人物也非常重视。在郭艾伦初露锋芒时，辽
篮就给予他完全的信任；成长过程中，他虽一直
与争议相伴，但在俱乐部的帮助下一步步成长
为国内顶级明星球员。辽宁男篮与郭艾伦早已
成为彼此难以抹去的标签。“择一城终老”的浪
漫故事或许为更多球迷所乐见。

转会成功与否决定权在俱乐部

即便抛开与球队和球迷的情感，在现行规
则下，郭艾伦从提出转会到真正实现也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由于目前郭艾伦与辽宁男篮所签
合同为顶薪合同（D类），根据《2022－2023赛季
CBA联赛球员选秀、工资帽、聘用及交易管理
规定》，俱乐部在 D 类合同到期后继续拥有球
员D类合同独家签约权。即便球员方面拒绝续
约，俱乐部仍保留独家签约权直至俱乐部放弃
或转让此权力。郭艾伦本人也表示，转会能不能
成功，决定权在俱乐部。

虽然有声音说顶薪球员优先签约对于联赛
人员自由流动是一种限制，但是必须承认，这一
政策短期看能够保护投资人的积极性，长期看
能够保护球队青训培养的积极性。这种更强调

“有序性”多于“自由性”的人员流动政策，无论
是在保障CBA联赛健康运行还是促进中国篮
球可持续发展方面，都是目前各方利益的“最大
公约数”。

球员个人想法也应得到理解

这样看，即便郭艾伦和辽宁男篮在一些问
题上可能还存在分歧，但最终留队可能是相对
较好的选择。当然，考虑到郭艾伦已经用两个
CBA 总冠军和两个全运会冠军回报了辽宁队
对自己的培养，因此他希望能找到一个更适合
的战术体系、挖掘自己更大潜力的想法也得到
了一些球迷的理解。

从中国男篮在亚洲杯上的表现看，确实需
要像郭艾伦这样的骨干球员突破自我、走出“舒
适圈”。周琦在亚洲杯上的表现也证明，海外联
赛的锻炼确实能让球员在对抗强度、适应国际
裁判判罚尺度、保持高水平竞技状态方面拥有
更多经验和优势。郭艾伦作为国内顶尖后卫，如
果能够通过在海外联赛的表现提升自己，用积
极进取为后辈做出表率，那么对中国篮球和郭
艾伦本人来说，可能是最好的“双赢”结局。

（本组稿件及照片均为新华社发）

CBA顶薪球员的
两难选择

新 闻 分 析

郭艾伦（左）在比赛中进攻的资料照片。

唐鹏举唐鹏举（（右右））训练前给队训练前给队
员布置任务员布置任务。。 李木子李木子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