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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孔越 通讯
员张小平）4月13日至15日，由省
体育局、教育厅等六个部门联合主
办，东台市人民政府承办的“威克
多杯”2018年江苏省少年儿童羽
毛球冠军赛第一分站赛在我市体
育中心体育馆举行。

羽毛球堪称我国的国球，由于
其具有室内室外兼顾，单打与双打
均可，简单易学，富有趣味，能够强
身健体，开发智力，对少年儿童的
成长终身有益等特点，在重视全面
发展的今天，我省越来越多的少
年儿童选择了羽毛球运动，参与
本项比赛的运动员也逐年增加。
今年全省报名参赛的有 30 支代
表队，249名 10岁和11岁组别的
运动员。比赛场次相应增多，比
赛水平逐年提高，从比赛中可以
看出，我省少年儿童运动员的基
本功逐年提高，比赛越来越紧张
激烈、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吸引

越来越多的羽毛球爱好者前来观
战。省体育局和相关部门也派出
了专家组前来选才，为我省选拔
和培养体育运动的后备力量。

为承办好本次赛事，我市成
立了专门的组织委员会，下设办
公室、竞赛组、场地器材组、后勤
保障组、安全保卫组等“一室四
组”，明确工作目标，分解工作任
务，做到各负其责。市体育馆对
内外环境进行了整治，配备了必
要的比赛设备设施。

比赛中，参赛人员遵循“友
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以倡
导健康生活为宗旨，展示出积极
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在
为期三天的比赛中，共进行了近
600 场比赛，经过激烈的角逐，
每组积分前八名的选手顺利进
入下一分站赛，省和盐城市体育
局的领导为优秀选手颁发了获
奖证书和奖品。

2018年省少年儿童羽毛球冠军赛
第一分站赛在我市举行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亮相

4 月 13日下午，“天坛奖”
国际评委见面会在北京举行，
评委会主席王家卫首次谈到最
佳影片评选的三大标准，坦言
选择标准有三点，一是要有好
的故事，其次要有创意，还要用
电影语言讲好故事。

王家卫谈评审标准
分享拍《爱神》心路：致敬

安东尼奥尼

对于担任评委会主席，王家
卫反复表示非常荣幸，也大赞
评审团成员阵容强大。“我会砥
砺前行，把电影节交给我的任
务好好完成。”

在今年北京电影节展映单
元，王家卫参与执导的《爱神》

放映了60分钟版本。这也是该
片首次在内地上映。

“很高兴可以和观众见面，
希望能向大师米开朗基罗·安
东尼奥尼致敬。”王家卫回忆，
自己当时拍摄是受安东尼奥
尼邀请，“2000 年，他已经 70
岁不能讲话，我见他时他坐在
轮椅上，跟我说他想拍一部电
影，想用最后时光通过电影表
达对青春的向往。”

段奕宏暂无当导演计划
“把演员做到最好是一生

的梦想”

曾拿过三座A类电影节最
佳男主角的段奕宏，当天受访
时称，自己从演员到评委的心

路历程充满了纠结，“我说服
自己的理由是，我是在做自己
喜欢的事情，也能提高业务水
平。当演员是创造价值，当评
委是发现价值，希望我能发现
高水准的电影”。

近年来不少演员演而优则
导，但段奕宏表示还会继续当
好演员，暂无转型计划。“我愿
意做更优质的演员，和导演、
编剧、摄影等一起打磨留得住
的电影，把演员做到最好是我
一生的梦想。”

段奕宏告诉媒体，自己一
直期待好的剧本，也曾多次和
新导演合作。“很多人说我疯
狂，认为我没有找安全系数，
但我更看重年轻导演那种创
作疯狂和砰砰心跳的感觉，他

们有对生活有挣扎感，对未来
有担忧，我愿意跟随这样的导
演。”

舒淇想演“人性角色”
谈身体近况：要好好照顾

身体

早前舒淇曾在网上透露身
体不适，当天她回应称目前身
体还不错。

在她看来，电影人都很辛
苦，常常在寒冷或炎热的天气
下拍摄，不仅消耗体力，也会
伤害身体免疫系统 。舒淇说：

“所以除了完美拍摄电影外，
还 是 要 好 好 照 顾 自 己 的 身
体。”

相关链接

北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怎么选？王家卫坦言评选标准

“汾酒杯”2018全国游泳冠军
赛暨亚运会选拔赛正在太原进
行，孙杨、徐嘉余、汪顺、傅园慧、
刘湘等名将悉数出战，但短距离
自由泳前世界冠军宁泽涛缺席。
4月 14日，河南省游泳中心主任
杨青山透露，宁泽涛目前正在澳
大利亚，将参加6月举行的亚运会
选拔补充赛。

此前在太原举行的全国游泳
项目备战东京奥运会工作会上，
亚运会选拔办法“出炉”：全国冠
军赛的各单项冠军确定入围亚运
会阵容；赣州全国夏季锦标赛作
为亚运会补充选拔赛事，每个项
目的冠军成绩，50米要比全国冠
军赛的第二名成绩快0.25秒，100
米快0.5秒等以此类推，才能入选
亚运阵容。

杨青山表示，宁泽涛现在的
队籍在河南，自从去年全运会后

他进行了休息和调整。“全运会之
后他去了趟美国，从美国回来后，
春节前后在我们那里训练。春节
后大年初三，他去澳大利亚跟随
布朗教练训练。他本来计划要参
加太原的全国冠军赛，但根据身
体恢复的情况，准备不是很充分，
所以没有参加这次冠军赛。他准
备参加 6 月份的赣州全国锦标
赛。”

“我们希望宁泽涛在赣州选
拔赛上取得好成绩。至于他能不
能参加亚运会，我现在不敢确定，
因为一切按照选拔标准来。到6
月份选拔赛时，如果他的成绩能
够达到参加亚运会的标准，我想，
他是应该能参加的。”杨青山说。

对于亚运会上宁泽涛能否参
加接力的问题，杨青山说：“现在
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要由国家
队安排。”

宁泽涛在恢复调整中
将参加亚运会选拔补充赛

北京时间 4月 13 日晚，德甲
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官方宣布，现
任法兰克福主帅科瓦奇将从7月
1 日起，接替老帅尤普-海因克
斯，成为拜仁新任主帅，双方签订
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

科瓦奇出生于 1971 年 10 月
15日，曾是克罗地亚的国脚，场上
位置是防守型中场，于 2009 年 1
月退役，他职业生涯曾效力过勒
沃库森，汉堡，拜仁，柏林赫塔，萨
尔茨堡红牛等队。

退役之后，科瓦奇先担任萨
尔茨堡红牛的助理教练，2013年
开始执教克罗地亚U21国家队。
2013年10月，科瓦奇成为了克罗
地亚国家队的主教练，并在2014
年世界杯率队参赛。

2016年3月8日，科瓦奇正式
成为法兰克福主帅，率队在附加
赛中击败纽伦堡保级成功。本赛
季法兰克福表现出色，目前排名
德甲第5名，有望参加下赛季的欧
战赛事。

拜仁官方宣布新任主帅
科瓦奇将接替海因克斯

将于4月15日至22日在北
京举行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上，6部 IMAX经典影片将震
撼加盟。这次 IMAX 的阵容名
单将比往年更加豪华，除了曾在
中国掀起巨大 IMAX 观影热潮
的二十世纪福斯电影公司的《阿
凡达》将以 IMAX 3D 格式再度
重映外，16年未引进国内的热门
影片《死侍》也将在电影节期间

与IMAX观众见面。此外，华纳
兄弟影片公司的《蝙蝠侠》系列
三部曲将悉数加盟，其中包括了
首次在中国内地 IMAX 上映的
的系列第二部《蝙蝠侠：黑暗骑
士》。而去年曾登陆中国的由
IMAX超高清2D胶片摄影机拍
摄了大部分画面的诺兰大作《敦
刻尔克》，也将在电影节期间回
归 IMAX 大银幕。此次北京国

际电影节的 IMAX 片单也可谓
新老经典交汇，形成了一系列有
趣的对比：冷酷寡言的蝙蝠侠，
搞怪贱萌的死侍，严肃写实的敦
刻尔克营救和绮丽梦幻的潘多
拉星球，都将在展映期间等待铁
杆影迷的回归。

《阿凡达》《敦刻尔克》再次
回归 IMAX银幕 热度不减再引
观影狂潮

IMAX 3D版《阿凡达》将在
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重映的消
息发布后在微博上一石激起千
层浪，IMAX官方微博账号举行
的评论转发抽奖送票活动掀起
了 IMAX 粉 丝 巨 大 的 参 与 热
情。2010 年，《阿凡达》在中国
首次上映时就曾引发了巨大
IMAX观影热潮，当时上映的16
家 IMAX影院大排长龙，一票难
求。而也正是《阿凡达》的风靡
让许多中国观众初次认识和感
受 IMAX 无 与 伦 比 的 观 影 体
验。而本身就具有超强“IMAX
基因”的《敦刻尔克》电影票也大
受欢迎；作为IMAX技术最重要
的支持和推动者，导演克里斯托
弗·诺兰采用 IMAX 超高清 2D

胶片摄影机拍摄了《敦刻尔克》
中的大部分画面，为IMAX观众
提供了更加宽阔的视野和令人
惊叹的画面质量，可谓是一部为
IMAX量身定制的影片。

《死侍》《蝙蝠侠：黑暗骑
士》首度亮相 IMAX 版本一票
难求

继去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
放映 IMAX 版本取得巨大成功
后，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也众
望所归的引进了《死侍》，这将
是“小贱贱”第一次在北影节
的 IMAX 大银幕展映。而《蝙
蝠侠》系列三部曲作为影史经
典 ，在 全 世 界 范 围 内 忠 粉 无
数。其中未在内地上映过的
第二部《蝙蝠侠：黑暗骑士》
IMAX 版更让许多影迷翘首以
待。在 15 日华丽开启的北京
国际电影节，也将会是 IMAX
粉丝们的一场视听盛宴。此
次北京四家 IMAX 影院（北京
CBD 万达影城、北京怀柔万达
影城、北京通州万达影城以及
北京朝阳大悦城金逸影城）将
在电影节期间安排相应场次
放映。

六部 IMAX经典大片亮相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4月13日，第八届北京国际
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天坛奖”国
际评委会媒体见面会举行。中
国导演王家卫、中国男演员段
奕宏、波兰作曲家詹恩·凯兹梅
利克、美国电影导演/编剧/制片
人乔纳森·莫斯托、罗马尼亚电
影导演卡林·皮特·内策尔、瑞
典电影导演/编剧鲁本·奥斯特
伦德以及中国女演员舒淇出席
发布会。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
奖”评委会主席、中国著名导演
王家卫表示非常荣幸可以在国
际评委会中担任主席，并对远
道而来的各位电影人表示感
谢。他非常期待能够在未来七
天时间里观看到15部优秀的入
围影片，会和各位评委一起好
好的完成任务。

评委会成员、获得过奥斯卡
奖的波兰作曲家詹恩·凯兹梅

利克表示非常高兴来到中国，
他认为北京有很多优秀的电影
人，与这些电影人一起工作则
是最棒的事情。另一位评委罗
马尼亚电影导演卡林·皮特·内
策尔是首次来到中国，他在发
布会现场表达了对主办方邀请
的感谢，期待在北京国际电影
节期间度过愉快的一周。

美国著名电影导演、编剧、
制片人乔纳森·莫斯托被问到

“将来有没有拍摄更多不同类
型电影的计划”时，提到他并不
会刻意的去想自己要拍某个类
型的电影，有时一个简单的想
法就会让他产生讲故事的冲
动，而好的故事是制作一部电
影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所以要
让观众买账，首先就要拍出能
够说服自己的电影，至于类型，
则不是他首要考虑的事情。

瑞典电影导演、编剧鲁本·

奥斯特伦德此次除了担任“天
坛奖”评委外，还是带着“任务”
来的，那就是如果时间允许的
话，他希望能在中国发现合适
的演员。

导演被问到拍摄电影的类
型，演员则自然会被关心角色
的类型问题了，作为本届电影
节唯一一位女评委，中国演员
舒淇就再次被问到是否会尝试
更多类型的角色，舒淇笑答：

“其实我是演过大大小小将近
七八十部影片，但是因为外形
的关系所以大部分都是演属于
比较悲情或者是失恋或者最近
比较多一点喜剧的东西。但我
特别喜欢拍的电影就是关于人
性，就是比较像一个杀人犯怎
么样杀人的心路历程。但是我
其实说了好多年都没有导演找
过我。”

经五轮筛选，来自 19 个国

家和地区的15部影片入围本届
“天坛奖”，其中境外影片13部，
境内影片2部。它们分别是：捷
克影片《赤足》、印度影片《黑暗
之风》、格鲁吉亚/卡塔尔/爱尔
兰/荷兰/克罗地亚合拍影片《妈
妈》、法国影片《狗》、加拿大影
片《目视朱丽叶》、中国影片《十
八洞村》、英国影片《旅程尽
头》、南非影片《克洛多娃》、罗
马尼亚影片《奥克塔夫》、中国
影片《红海行动》、格鲁吉亚/爱
沙尼亚合拍影片《惊慌妈妈》、
伊朗影片《灼热之夏》、芬兰/德
国合拍影片《希望的另一面》、
以色列/奥地利合拍影片《证
言》、伊朗影片《未择之路》。

在未来的一周时间里，七位
评委将对入围北京国际电影节

“天坛奖”的 15 部影片进行严
格、仔细的评选，并最终评选出

“天坛奖”10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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