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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竞赛单元无一入选#第 !"届威尼
斯电影节让不少中国电影人感到些许失
落$对此%担任本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
单元评委的中国香港导演陈可辛 #日接
受专访时表示%中国电影拥有未来%此次
失利并不代表着没落$

威尼斯电影节与中国电影渊源颇
深%从最早在 #"$"年斩获金狮的侯孝贤
导演的影片&悲情城市'%到后来大家所
熟知的 &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

再到去年的&桃姐'&人山人海'%水城一
向是华语电影的福地$但是今年%华语电
影遭遇滑铁卢% 算上正在上演 (逐狮大
战)的威尼斯%今年华语电影在欧洲三大
电影节上结结实实*打了一回酱油+,

对此陈可辛认为% 没有电影入选主
竞赛单元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已经开始
走向没落% 此次失利只说明今年的华语
影片不够好% 更何况中国电影已经在威
尼斯电影节上*风光了近 %&年+%随着外
国观众对中国的了解不断加深% 中国导
演需要挖掘新的题材才能打动观众$

对于近些年一些招致许多批评的中
国大片% 陈可辛直言% 中国很多所谓的
*大片+都是*伪大片+*假大片+$他说%现
在的中国电影投资人一般会把票房估算
到 %亿元人民币左右% 而以此折算成本
的话%投资大约在 #亿元左右%但这个资
金标准的电影在技术和特效上根本无法
与好莱坞大片相提并论$他希望%中国电
影将来能够多几部像&画皮 %'那样将票
房估算到 !亿元人民币的作品% 这样用
两三亿元拍出的影片才能够达到真正
*大片+的技术标准$

针对近些年中国电影中越来越多的
西方元素%陈可辛认为%中国电影不需要
一直强调中国特色% 世界电影正呈现大
同的趋势$现在的中国影人都意识到%最
大的竞争压力来自好莱坞$ 中国电影要
做的%并不是思考怎样吸引外国观众%而
是把本国观众抢回去% 这就需要借鉴好
莱坞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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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 海口市仲夏文艺季精品文艺
演出上演$由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民
族歌舞团带来的*华兴之夜+唤醒真爱之

大型民族歌舞剧&草原记忆'在海口市人
大会堂演出%扑面而来的草原气息-民族
特色及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表演%赢得了在
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据介绍%海口市委-市政府特别邀请
荣获 %&#%年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
演金奖节目&草原记忆'来海南%为庆祝即
将来临的第 %$个教师节% 给教师职工送
去节日的祝福,

&草原记忆'选材来自上世纪 !&年代
国家遭受自然灾害% 内蒙古大草原收养
'&&&名上海孤儿历史事件中的闪光点和
最富有情感的片段% 叙述了 '&&&名上海
孤儿被送到内蒙古大草原%由当地人民领
养抚育-长大成人的真实感人故事, 该剧
于 %&&"年 (月 %"日首演%至今已演出上
百场%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首届内
蒙古自治区民族文艺会演金奖等,

据海口市文体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草原记忆'是 %&#%海口市仲夏文艺季推
出的第二场精品文艺演出%是海口市庆祝
第 %$个教师节的重点文化活动,

% &#%年海口市仲夏文艺季由海口市
委-市政府主办, 将推出*社区文化+-

*军营文化+-*校园文化+-*精品文化+-

*少儿文化+-*企业文化+! 大主题版块%

共计 '& 多场公共文化活动和商业精品
文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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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 由严宽-朱刚日尧-黄轩-苏
青-李东恒等主演的&铁血男儿夏明翰'即
将登陆央视黄金档,该剧在制作中参考了
大量历史资料% 追求真实性与人性化%拒
绝用同类题材剧所习惯的*高-大-全+模
式塑造人物%由严宽扮演的主角夏明翰比
此前的红色作品英雄人物更加*偶像化+,

该剧采用虚实结合的叙事手法%融入大量
悬疑-谍战-心理-爱情等现代剧因素%有
别于以往传统的红色剧套路,

由北大星光集团等联合出品的&铁血
男儿夏明翰'%以史料为基础%力图还原历
史的本来面貌%其中涉及夏明翰的大部分
故事都来自对史实的考证,可是该剧塑造
的夏明翰却颠覆了传统%不是千篇一律的
符号化形象%而是变得*偶像化+, 饰演夏

明翰的严宽在剧中的装扮和夏明翰烈士
本人的照片一样%同样是戴眼镜的知识分
子%但严宽的形象更加俊朗,

除此之外%&铁血男儿夏明翰'中出现
了若干虚构角色,比如由朱刚日尧和黄轩
饰演的*章承基+和*孙越泽+%在剧中是夏
明翰的结拜兄弟%而历史上却没有原型人
物, 然而这两个角色也有着各自的信仰%

和夏明翰又是童年至交%三个人之间发生
的纠葛也推动了夏明翰的成长%让夏明翰
成为了一个有勇有谋有追求的优秀革命
志士,

&铁血男儿夏明翰'对于夏明翰的塑
造%首先将其还原为一个普通人%其次才
是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者%该剧是一部适
合现代人口味的红色题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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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队胜澳大利亚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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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亚洲男子排球联合会杯比
赛 %日在越南北部永福省进入第二天, 首
场比赛失利的中国队在第二场比赛中以 '!

&完胜澳大利亚队,

首局比赛一开场双方比分交替上升%

然而实力和经验更胜一筹的中国队最终以
%)*%+拿下第一局,第二局比赛中国队始终
保持较大的领先优势%以 %+*#+轻松拿下,

第三局中国队继续控制局面% 以 %+*%%赢
得整场比赛,

第三届亚洲男子排球联合会杯比赛于

"月 #日*)日在越南永福省举行,#日进行
的首场比赛中%中国队以 %*'败给卫冕冠军
伊朗队%而澳大利亚队以 &*'输给印度队,

本届比赛共有 $支队伍参赛% 其中中国
队与澳大利亚队- 印度队- 伊朗队被分在 ,

组%-组有越南队-韩国队-日本队和缅甸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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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结束的 %&#%年全国中学生田径
锦标赛上%代表我省出征的海南华侨中学田
径代表队%以总分 #(+分的优异成绩第 (次
勇夺团体总分冠军, 其中李春平以 #&.+)秒
的成绩夺得男子百米金牌% 并打破了 #&.!&

秒的全国中学生纪录,李春平的成绩能在全
国田径大奖赛上进入前三名,

陈艳以 ')'' 分的成绩夺得女子五项
全能金牌%破全国中学生纪录%她还在去年
结束的全国城运会比赛中获得女子七项全
能第 (名, 作为一支业余训练的队伍%海南
华侨中学田径队缘何能培养出高水平的选
手. 该队主教练杜震向记者打开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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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我们有意识-大胆地对训
练进行了革新$ 不再刻意强调高强度-大运
动量的训练%而是细抠技术环节的动作$ +

杜震说$

杜震表示% 以往我们总是强调队员在
跑动中步伐要迈得大一些$ 这就造成了队
员拼命-盲目地奔跑%其实在这个过程反而
很容易产生阻力% 不利于速度的提高$ 他
说!*现在%我要求队员改进技术%每跑一步
都要产生合理的动力$ +

杜震透露% 原来他很重视队员的后蹬
技术% 认为只有腿蹬起来了% 才能跑得更
快$现在他逐渐改变了这种观念$ *目前%我
更重视队员前脚掌着地时的技术训练$ +正
是这些微小技术的改善% 让海南侨中田径
队在和国内同龄选手的比拼中不落伍$

海南华侨中学田径队一共 (&名队员%分

两个年龄组%队员全都是海南农村子弟$杜震
选苗子有自己的方式% 他首先要观察队员的
身材是否匀称%其次要看他的目光是否有神%

最后才测他的爆发力$ 杜震说!*当年陈艳的
成绩并不突出% 但他发现这个小姑娘眼神和
别人不一般% 他便下决心把陈艳招到侨中田
径队$ 现在看来%当时的赌注下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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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国内和省内著名教练员来给队员上
技术课%在省内学校田径队中%海南华侨中
学此举算是开了先河$ 杜震说!*这些教练
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训练理念% 让我和我
的队员们受益匪浅$ +

杜震担任海南华侨中学田径队主教练
已近 #& 年%他觉得自己有被*掏空+的感
觉$ 他说!*我急需学习先进的训练方法和
理念%为自己充电$+为此%他萌生了聘请高
水平的专业教练来校讲学的想法$ 去年和
前年% 釜山亚运会女子 #&&米栏冠军冯云
来到海南华侨中学% 现场指导队员们的技
术动作$冯云是刘翔的师姐%目前在广州一
所大学担任田径教练$ 杜震说!*冯云的到
来开扩了我们的训练思路和眼界% 她给我
们讲解了最新的训练方法和训练手段$ +

除了请亚洲级教练讲课外% 杜震这几
年还参加了几次全国高水平田径教练员培
训班$ 特别是在前年的培训班上%几名美国
田径教练的观点让他茅塞顿开$ 他说!*美
国人不大讲究苦练% 在他们看来这样练会
破坏肌肉的弹性$ 就像橡皮筋一样%你每次
都拉大到最大%橡皮筋早晚会断掉$ +吸收

了先进的训练理念后% 杜震现在不再完全
按照训练计划训练队员$ 他说!*我不会硬
性规定一名队员一天一定要跑完多少米%

而是根据他当天的状态制定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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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买加人在短跑项目中无人能敌%博
尔特和布雷克名冠天下$ 在杜震看来%只要
海南的田径人能齐心协力% 把海南短跑练
成*中国的牙买加+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在伦敦奥运会上中国短跑选手苏炳添
跑进了*第二枪+$杜震透露%苏炳添曾参加
了 %&&) 年在海南华侨中学举行的全国中
学生田径锦标赛$当时%代表福建参赛的苏
炳添百米跑出了 #&.$&秒的成绩% 获得亚
军$现在的李春平和苏炳添当年同岁%李春
平百米成绩远比苏炳添当年要好$杜震说!

*来自儋州的李春平练短跑才短短 ' 年时
间% 我们学校还有一名选手的成绩比小李
还要好%只是这次没有参加比赛$ +

这些年% 杜震一直在关注海南短跑后
备人才的情况$ 他说!*海南人的爆发力和
灵活性在国内独树一帜% 像李春平这样的
精品/毛坯0在省内各市县还有不少%等待
我们去发掘和培养$ +

杜震说%要想把海南短跑练成*中国的
牙买加+%必须要有一名高水平的专业教练
牵头%成立一个团队$ 海南省田径队的老教
练张学勇就是最佳人选$ *用集体的力量发
展和提高海南的短跑水平$ +杜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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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伦敦残奥会比赛 #日进入第三天%

中国队再次赢得 )块金牌% 其中田径和游泳选手显示了强大的实
力%联袂贡献 +金%柔道选手也终于在比赛最后一天获得突破%凭
借袁艳萍赢得唯一的一块金牌$

中国队今天成为*伦敦碗+最大的赢家%在田径比赛中一共拿下 '

金 '银 %铜$其中%张亮敏和汤红霞包揽了女子铁饼 /##+#%级金银牌%

刘辅梁以 #+米 %&的成绩赢得男子三级跳远 /(!级冠军%这个成绩也
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在晚上最后一个项目的比赛中%杨丽婉在女子
铅球 /+(+++++!级比赛中获胜%取得了中国当日比赛的最后一块金牌$

游泳军团也收获颇丰% 北京残奥会冠军杨洋在男子 %&&米自
由泳 0%级比赛中赢得冠军$ 昨天赢得男子 #&&米自由泳 0##级银
牌的杨博尊% 在 +&米自由泳中报了败给美国人斯内德的一箭之
仇%他以破世界纪录的 %+秒 %)的成绩夺冠%斯内德获得银牌$

%!岁的杨博尊最有可能成为残奥会上中国的第一个双料冠
军%被人们称为中国*小飞鱼+的他报了六个项目%后面的四个项目
中包括他最擅长的 #&&米仰泳比赛$

中国选手至今在田径和游泳比赛中获得的金牌和奖牌数超过
了所有对手$ 依靠*水陆+两军的齐头并进%中国队已经获得 %&金
#+银 %#铜%在奖牌榜上远远领先位于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队1##金
+银 #'铜2和第三位的英国队1"金 #!银 ##铜2,

柔道比赛今天结束了最后一天的比赛%中国队终于结束了*决
赛必输+的局面, '!岁的卫冕冠军袁艳萍在女子 )&公斤级决赛中%

击败土耳其选手阿肯赢得金牌,

自行车比赛再次传来捷报%%"岁的何茵在女子 +&&米个人计
时 1#*'级比赛中%以 (%秒 (($的成绩赢得金牌%并打破了该项目
的世界纪录, 这也是患有脑瘫的何茵六年刻苦训练的最好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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