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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9部影片都是最新拍摄完
成的国产电影。其中既有气壮山
河、波澜壮阔的时代精品，也有一
叶知秋、小中见大的情怀佳作，或
通过平民史诗反映历史大势、时
代风云，或从凡人小事、乡村巨变
中探寻人性的真善美。

9部影片中，《春天的马拉松》
讲述浙东山村筹备国际山地马拉

松分站赛的故事；《照相师》描摹
了深圳老城照相馆祖孙三代的人
生变迁；《大路朝天》反映了交通
建设和路桥工人的生活；《闽宁
镇》展现东西部对口扶贫；《中国
合伙人 2》表现中国互联网人的
奋斗精神；《黄大年》讴歌当代科
学家的无私奉献；《天渠》反映贵
州遵义党员干部带领群众自力更

生、创造人类工程奇迹；《热土》展
现了湘东年轻人回归故园建设美
丽乡村的历程；《片警宝音》讲述
内蒙古基层警察执法为民的动人
故事。

9部影片从不同角度为人民
书写、抒情，呈现改革开放 40年
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以
及中国人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

的幸福感、获得感。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从

去年开始，电影局协调组织相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关制片单
位开始艰苦创作，最终从中选择
了这9部影片。这些片子特点鲜
明，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展现出
改革开放 40年来神州大地上波
澜壮阔的奋斗画卷。

影片质量比较高

近日，由国家电
影局指导，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
司等单位联合推介了
9 部重点影片，向改
革开放40周年献礼。

据中国足协官网消息，2019
年女足世界杯将于2019年6月7
日至 7月 7日在法国举行，国际
足联于 12 月 3 日公布了比赛官
员名单。中国女子国际级裁判
员秦亮、女子国际级助理裁判员
崔永梅、方燕3人名列其中，将执
法本届女足世界杯。

这是秦亮、崔永梅、方燕3人

继执法 2015年加拿大女足世界
杯后，连续第二次执法女足世界
杯这一世界女足最高水平赛
事。本次世界杯裁判名单，是国
际足联对各国国际裁判在近几
年的重大赛事和培训中的表现、
比赛经验、体能等方面进行综合
评估后确定的，名单集中了目前
全世界最优秀的女子裁判。

中国裁判组跻身国际顶级
再次执法女足世界杯

我从 17 岁开始给党报担
任 通 讯 员 ，今 年 已 经 72 岁
了 ，仍 然 从 事 新 闻 报 道 工
作。我这一辈子唯一乐意做
的 事 就 是 当 一 名 故 事 员 ，
1988 年《东台报》复刊了，我
就与“东报”这个故事员之家
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报社各
位采编挚友们的悉心指导
下，努力“讲好故事，把故事
讲好”。

站在时代高度，讲好事
关全局利于发展故事。1992
年 6 月，我向报社提供了安
丰镇芦东村种养大户，辅导
农户长（养），帮助农民卖的
线索。当时的顾梦斌总编来
了兴趣，即刻带着记者来到
安丰，乘挂浆船赶往远在镇
西南角的芦东村，逐一走访
万长山等几家种养大户，详
细了解大户带小户，对接大
市场的做法。《芦东村形成以
大户为轴心的群众服务体
系》的经验在面上得到推广，
新闻稿获评 1992 年度全国县
市报优秀新闻作品二等奖。
从此，我不断寻找“三农”新
故事。眼下，安丰国贸农庄
走出现代农业“接二连三”发
展之路，红安村打造乡村振
兴样板等故事均给人们以新
的启发。

挖掘内涵深度，讲好生
态立镇科学发展故事。2004
年 5 月间，《东台日报》几乎
每天都见到重大项目落地的
报道。此时，安丰镇也在洽
谈一个千万元项目，我也做
好了报道的准备。然而不
久，镇领导经再三权衡，这棵
已经进了篮子的菜又倒掉
了。稿件未写成，我叹了口
气。报社编辑李汉卿却敏锐
地发现了“新大陆”，夸赞安
丰人有眼光，“发展工业经济
就是要重生态，抓效益，千万
不 能 装 到 篮 子 里 的 都 是
菜”。随即，《安丰镇“挑肥拣
瘦”引项目》的新闻发出去
了，获得当年《新华日报》好
新闻作品二等奖。今日安丰
培育成电子信息产业智造小
镇与这种“挑肥拣瘦重生态”

的科学发展理念密切相关。
贴近地气温度，讲好社

会基层平民百姓故事。《东台
日报》面向大众，常态化聚焦
凡人善举，传播正能量。这
些年，我广交基层朋友，安丰
的凡人新事常常在这个平台
亮相，久而久之产生“安丰好
人”现象，成为一道亮丽风
景。2018 年 3 月 13 日央视根
据我提供的素材制作的纪录
片《千年古镇·以善立人》播
出 ，安 丰 古 镇 善 风 广 泛 传
颂。同年 5 月，安丰古镇旅
游景区建成全市首家“善行
馆”，用一个个鲜活的事例，
引导人们崇善、行善、扬善。
全国模范调解员周兆喜、江
苏好人常义凤、盐城好人吴
雨芳、东台好人乔方平、雷
芳、李成荣等的事迹都是经
我采写通过《东台日报》传播
出去的。

彰显传统厚度，讲好文
化古镇盐韵特色故事。2007
年我退休之时，正是安丰古
镇获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大
喜之年，讲好盐韵特色小镇
故事充实了我的退休生活。
十多年来，《东台日报》经常
以整版篇幅，乃至头版头条
宣传报道我采写的安丰的古
风古韵和独具特色的活力魅
力 。 最 难 忘 2015 年 9 月 29
日，古街修缮面目一新，报社
张仁干总编率队前来采风。
时隔三年，2018 年 9 月 28 日，
安丰古镇获批国家 AAAA 级
旅游景区的喜讯传来，《东台
日报》立即宣传推介，当日下
午，就组好图文并茂的《安丰
古镇，来了！》专版。

“老牛明知夕阳晚，不用
扬鞭自奋蹄”，我将一如既往
把故事讲下去，为党的新闻
事 业 奉 献 余 热 。《东 台 日
报》——故事员之家，我爱
你！

我爱你，故事员之家
顾礼学

9部影片全部是现实题材，认
真书写时代英模人物，展现中国
社会和人民生活的新貌。

通过上世纪 90 年代福建和
宁夏结成对口帮扶省（区），中国
最穷的地方——宁夏西海彻底解
决了贫困问题。闽宁镇成为我国
贫困地区通过对口扶贫协作走向
全面小康的成功典范，为世界提
供了一份解决贫困问题的中国方
案。《闽宁镇》导演董玲发自肺腑

地说：“我为我们中国骄傲自豪，
我为中国共产党骄傲自豪。”

《天渠》中黄大发的扮演者郑
强说，这部电影的最感人之处就
在于它表现了一个主人公作为基
层党员干部不忘初心、坚韧不拔
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需要歌
颂和继承的，这样的人是我们民
族的脊梁。”

去年，峨影集团、潇湘电影制
片厂和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

司一起拍摄了《十八洞村》，得到
各界的认可和支持。今年，峨影集
团选择了风光绝美的雅安到西昌、
雅安到康定两段高速公路的建设，
作为新片《大路通天》的题材，邀
请《十八洞村》的编剧、导演苗月
继续合作。苗月说，大家都知道李
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
但是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蜀道早已
不再难，高速公路架到了“青天”
上，雅西高速有一个特别美丽的名

称，就叫“云端上的高速”。
影片的主创们也被所扮演人

物的故事和精神深深感动。《黄大
年》主演张秋歌说，主创们在创作
过程中，满怀和黄大年一样的心
情，那就是报效国家。“我作为文
艺工作者，能主演改革开放40周
年重要影片，能出演时代楷模黄
大年，对我的艺术生命相当重
要。我进一步学会了做人和做
事。”

现实题材感人至深

据介绍，这些主旋律影片得
到了许多演员的无私支持，他们
成为这些影片的灵魂与核心。
《大路通天》导演苗月特别感谢
两位老戏骨出任影片主演，一位
是因主演《十八洞村》获得百花
奖最佳女主角奖的陈瑾，她在这
部影片里演了老路桥工；另一位
更加出人意料，是多年不演戏的
著名老演员李保田，在今年 7月
份最热的时候到四川雅安地区

参加拍摄，在剧组生活工作了一
个月。

《春天的马拉松》里也有许多
当下很活跃的演员。男主角新时
代村长方春天由在《楼外楼》《老
有所依》等剧中有出色表演的青
年演员张铎饰演。因出演《芈月
传》《产科医生》为观众喜爱的演
员徐百卉饰演村长夫人许纷飞。
老戏骨杨立新饰演一个带着孙子
护林的农村老护林员，擅长塑造

中年女性形象的杨昆饰演了片中
的民宿老板娘。

赵立新也是最近极受观众推
崇的当红男演员。他主演了备
受关注的《中国合伙人2》。改革
开放40年，互联网彻底改变了我
们的生活，这部电影讲的就是中
关 村 几 位 热 血 青 年 创 业 的 故
事。赵立新说，有一天他们拍戏
从凌晨 2 时多拍到了早上 5 时。
他站在国贸一幢很高的楼上，俯

看朝霞中车水马龙的北京城，
“我感到我们这部片子就像我眼
前的这座城市，它经历了很多艰
难，但是充满着希望，充满着温
暖。”

据悉，全国城市电影院线已
从12月1日起，开展“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优秀国产新片展映”活
动，推动近期创作完成的改革开
放题材重点影片与广大观众见
面。

众戏骨担纲主演

从1978年至2010年，赵宏博
和申雪在花样滑冰赛场上驰骋30
多年。温哥华冬奥会，赵宏博以
37岁高龄和申雪一起为中国花样
滑冰获得第一枚冬奥会金牌，将
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中国花样
滑冰事业。如今已年过不惑的赵
宏博和申雪不忘初心，重新站在
了起跑线上，正率领年轻队员为
2022北京冬奥会和中国花样滑冰
事业的发展再次出发。

战胜伤病挑战自我
40年前，贫困家庭出身的赵

宏博为能进入哈尔滨少年体校感
到兴奋和骄傲。

“我们当时的训练条件很艰
苦，没有室内冰场，总到满洲里海
拉尔的湖上和江上滑野冰。”赵宏
博回忆说，“冬天室外非常冷，我

们滑冰时都穿着很厚
的毛衣毛裤，带着帽
子、围脖、脖套、手
套，出汗后一结冰，脖
套硬得能立起来，眉
毛和睫毛上也会结
冰。”

1991 年 哈 尔 滨
全国冬运会夺冠后，
赵宏博和当时的女伴
解毛毛受邀去俄罗斯
训练、比赛半年。赵
宏博说：“在俄罗斯，
当我看到世界顶级运
动员滑冰时，那种艺
术冲击力给我巨大震
撼，他们的动作太美
了，之前我从来没见
过。从那时起，我真
正喜欢上花样滑冰。”

1992年，19岁的
赵宏博开始与 14 岁
的申雪牵手，这一牵

手就是 18 年。因为赵宏博双人
滑的起点比较高，两人在牵手 4
个月后就站上了全国锦标赛的冠
军领奖台。1998年长野冬奥会，
赵宏博和申雪第一次踏上奥运征
程。1999 年世锦赛，申雪/赵宏
博夺得双人滑银牌，2000 年和
2001 年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上，申雪/
赵宏博在双人滑节目中创造了在
世界大赛上首次使用四周抛跳的
历史，尽管他们动作失败了，最终
只获得铜牌，但却是中国双人滑
在冬奥会上夺得的首枚奖牌。同
年，他们在世锦赛上首次夺得世
界冠军，也为中国花样滑冰双人
滑夺得了第一块金牌。

不幸的是2005年，赵宏博在
与花样滑冰队一起在云南进行高
原训练时，在做后外点冰三周连跳

的难度动作时跟腱受伤，此时距都
灵冬奥会只有几个月，这意味着赵
宏博和申雪在都灵冬奥会前，至少
3个月无法合练，他们也不得不退
出冬奥会前的所有赛事。

然而，赵宏博跟腱断裂后仅
半年，便奇迹般复出，当赵宏博和
申雪站在都灵冬奥会的冰面上，
那份对花样滑冰和体育事业的坚
持、挑战自我的精神和对荣誉的
渴望，带给所有人的感动无以言
表。他们在自由滑比赛中，以一
曲《蝴蝶夫人》，为观众献上了优
雅、完美的表演，并再次为中国获
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

重返赛场37岁夺金
都灵冬奥会并不是他们的最

好状态，赵宏博很想证明自己的
实力。于是，赵宏博和申雪在随
后的国际大赛上几乎包揽了所有
冠军。

2007年世锦赛后赵宏博和申
雪选择暂时离开赛场。，二人赴北
美参加了一系列花样滑冰表演，
开阔了眼界，并为日后冬奥会上
夺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圆
冬奥会的金牌梦，赵宏博和申雪
在 2009-2010 赛季宣布复出，再
一次站上冰面的他们成功上演了

“王者归来”。花样滑冰大奖赛中
国站、美国站和总决赛，两人没有
让金牌旁落，技术动作、表演细节
日臻完善，屡屡刷新个人职业生
涯的最高分。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37
岁高龄的赵宏博和申雪以更加新
颖的舞蹈、更加自信的状态和如
痴如醉的表演获得了全场观众长
时间的喝彩，最终以总分 216.57
分，刷新国际滑联的最高分纪录，
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冠军，为中国
获得了花样滑冰历史上首枚冬奥

会金牌，终结了俄罗斯人对花样
滑冰双人滑冠军长达 46 年的垄
断，37岁的赵宏博也成为自1920
年以来获得冬奥会金牌年龄最大
的选手。

不忘初心再创辉煌
温哥华冬奥会后，赵宏博和申

雪退役，2013年，在中国花样滑冰
陷入低谷时，赵宏博应邀出任中
国花样滑冰队双人滑主教练。

4 年后，2017 年 4 月进行的
赫尔辛基花样滑冰世锦赛上，赵
宏博的弟子隋文静/韩聪和于小
雨/张昊，分别夺得冠军和第四
名，让中国花样滑冰重返巅峰。
去年 6月，赵宏博从恩师姚滨手
中接过教鞭，成为中国花样滑冰
队总教练。

如今已年过不惑的赵宏博更
加热爱花样滑冰事业，投入了更大
的热情和精力，兢兢业业地将自己
的技术和多年的经验传授给年轻
队员。训练场边、体能房、教室里，
从2013年担任教练后，赵宏博几
乎每天都与运动员们一起度过。

赵宏博说：“距离北京冬奥会
只有3年多的时间，作为总教练，
我要以身作则，通过自己的经历，
激励运动员珍惜难得的人生机
会，爱国奉献，为祖国争得荣誉。”

如今，赵宏博正率领运动员
们为3年后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
奋战拼搏，而去年10月开始担任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主席的申雪也
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花
样滑冰事业中。

赵宏博说：“我和申雪非常热
爱花样滑冰事业，我们希望能将
自己的技术和才能奉献给祖国、
奉献给花样滑冰事业，在中国花
样滑冰事业的发展中留下自己的
足迹，回报祖国。”

花滑名将申雪/赵宏博挑战自我再创辉煌

12月 1日，黑龙江省体育局
发布消息，黑龙江省亚布力体育
训练基地的大锅盔原小回转冰
状雪场地被国际雪联(FIS)认证，
并颁发符合国际冰状雪竞赛标
准的场地证书。这是中国第一
条冰状雪雪道。

黑龙江省亚布力体育训练基
地是中国国家级高水平冬季项
目训练基地，也是中国备战2022
年冬奥会雪上项目的重要训练
基地。在以往冬奥会中，高山滑
雪比赛场地均为冰状雪场地，为
使中国雪道的训练条件与国际
接轨，为中国国家高山滑雪队提
供优质的训练场地，黑龙江省亚
布力体育训练基地专门从奥地
利聘请了冰状雪专家，现场指导
造雪。冰状雪雪道属于高标准

项目，根据国际标准，所造雪需
要达到一定含水量，才符合高山
滑雪的国际级比赛标准，在这样
的赛道上，运动员才能滑出更好
的成绩。

据奥地利造雪专家介绍，要
造出“冰状雪”，首先要造粉状
雪，再在专业的水压表的测量
下，往雪下20cm-40cm处注水，
让雪呈现出“冰状 ”。冰状雪可
以减小雪板和雪道之间的摩擦
力，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雪道
在训练中不会有变化。在粉状
雪雪道上，前面的选手滑过后，
对雪道状态的破坏性极大，而冰
状雪雪道不易被破坏，让选手不
论第几个出场，雪道的状态都是
一样地完美。

黑龙江省亚布力滑雪场的大
锅盔原小回转冰状雪场地建设
完毕，该场地已被国际雪联(FIS)
认证，技术专家认为该场地无论
从长度、宽度及连续坡的起伏都
符合国际雪道的标准，并对此雪
道进行雪质、含水密度、表面平
整度及坡度比全面检验合格，颁
发符合国际冰状雪竞赛标准场
地证书，已正式对外开放。

中国首条“冰状雪”
雪道亚布力投用

99部重点影片庆祝改革开放部重点影片庆祝改革开放4040周年周年
现实题材感人至深现实题材感人至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