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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有网友在微博晒
出《流浪地球 2》开机现场图，吴
京、刘德华、张丰毅等演员现身。

电影《流浪地球 2》是《流浪
地球》的续集，继续由郭帆执导，
该项目于 2020年 11月在金鸡奖
期间正式官宣，故事梗概为：太阳
即将毁灭，人类在地球表面建造
出巨大的推进器，寻找新的家
园。然而宇宙之路危机四伏，为
了拯救地球，流浪地球时代的年
轻人再次挺身而出，展开争分夺
秒的生死之战……

2021年 6月，刘德华曾在影
迷会 33周年的直播活动中向粉
丝透露，自己确定出演《流浪地球
2》，而张丰毅出演《流浪地球 2》
的消息则是首次曝光。另外，吴
京的回归也是影迷们的关注点
——在前作中，吴京饰演的刘培
强已经牺牲，在续作中要如何回
归呢？

该片目前定档 2023 大年初
一上映。

从 10 月中旬开始，进口片
陆续进入国内市场，《沙丘》
《007:无暇赴死》《极盗行动》《入
殓师》相继定档。国产电影同样
精彩纷呈，有黑色幽默悬疑的
《不速来客》，奇幻题材的《图兰
朵：魔咒缘起》，还有许鞍华执导
的《第一炉香》……一批文艺气
息浓厚的电影等来了档期，更多
大片也有望引进，未来三个月的
电影院将更加精彩。

10月文艺爱情扎堆

10 月初的电影《我和我的
父辈》与《长津湖》点燃了观众的
观影热情，接下来还有《兰心大
剧院》《乌海》以及一众进口大片
持续这波 10月的观影热。将于
10月 15日上映的电影《兰心大
剧院》改编自虹影小说《上海之
死》及横光利一小说《上海》，该
片由娄烨导演，巩俐、赵又廷主
演，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解构一个
谍战故事。

从预告中看到，《兰心大剧
院》有许多高能动作场面，巩俐
的动作戏行云流水。除了火爆
的动作场面，娄烨导演擅长的情
感纠葛同样在终极预告片里惊
鸿一瞥。巩俐本人也表示对《兰
心大剧院》非常喜爱，她说，“这
是一个可以给这个世界留作纪

念的片子”。
同样在 10 月 15 日上映的

《图兰朵》，以豪华的演员阵容吸
睛，除了苏菲·玛索、关晓彤和迪
伦·斯普罗斯，许久不演戏的姜
文也贡献了抢镜的“双马尾”造
型。《图兰朵》原本是意大利作曲
家贾科莫·普契尼的歌剧作品，
电影将歌剧转化为影视作品，使
西方人创造的东方故事在本土
落地生根。

爱情题材的《第一炉香》将
于10月22日上映。该片虽然从
选角开始就备受争议，但这部电
影是许鞍华继《倾城之恋》和《半
生缘》后，第三次将张爱玲小说
搬上银幕，影片故事情节的缠
绵、暧昧与纠结和重量级幕后班
底，同样令人期待。

小成本犯罪悬疑电影《不速
来客》将把 10月影市的悬疑气
氛拉满。该片由范伟、窦骁、张
颂文主演，影片中三位来客意外
相遇在同一个房间内，一夜之间
接连发生两起离奇命案，三个男
人一台好戏，充满喜感的悬疑故
事令人期待。

10 月 29 日将上映的电影
《乌海》聚焦一对夫妻的矛盾爆
发，是喜欢生活流的观众不可错
过的现实题材。这部周子阳导
演的新作在上映之前已经拿下
国内外不少电影节奖项，男主角

黄轩也一改平时温文尔雅的银
幕形象。

岁末喜剧悬疑齐聚

10月下旬的院线还有多部
进口片是影迷们的心头爱，《沙
丘》和动作大片《007:无暇赴死》
都将上映。《007:无暇赴死》将于
10月29日上映，剧情紧接上部，
以前的几条故事线将交汇在一
起，片长达 163分钟，打破“007”
系列电影的最长纪录。

将于 10月 22日上映的《沙
丘》，以诗意且壮观的画面，呈现
了少年英雄保罗能力的觉醒、直
面恐惧的命运抉择。导演丹尼
斯·维伦纽瓦称，这是他拍过“最
雄心勃勃的电影”。

阿根廷的口碑之作《极盗行
动》则是把 2006 年轰动一时的
银行抢劫案改编搬上银幕。此
外，4K修复版日本高分经典片
《入殓师》值得二刷，生活化的镜
头语言透出日本美学意趣。

国产片方面，今年最后三个
月里有几部重量级新片，包括
《门锁》《铁道英雄》和《沉默的真
相》。目前定档 11月的影片较
少，热度相对较高的有《梅艳芳》
《扬名立万》等。记述“百变天
后”梅艳芳传奇一生的传记电影
《梅艳芳》将于 11月 12日上映，

该片历时7年制作完成。
贺岁档方面，目前有超过 9

部电影宣布定档，涵盖喜剧、爱
情、悬疑等类型。12月3日上映
的《最后的真相》由黄晓明、闫妮
主演，将给观众带来一场罗生门
式的迷案。由黄渤、贾玲领衔主
演的《穿过寒冬拥抱你》，讲述了
几对普通武汉市民疫情下的爱
情故事。

贺岁档中值得一提的是电
影《平原上的火焰》，片中热血执
着的警探和顽劣叛逆的少女，将
在东北小城内掀起波澜。该片
改编自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
摩西》，将于12月24日上映。由
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周
野芒主演的《爱情神话》同样于
12月 24日上映，该片将解读普
通人的小幸福。

由冯小刚、陈冲主演的《忠
犬八公》将以感人的宠物故事陪
伴观众跨年，该片将于 12月 31
日上映。同样在12月31日上映
的还有由毛晓彤、杨玏主演的
《一年之痒》，二人在电影中演绎
从相知到热恋再到分手的情
侣。跨年“合家欢”目前定档的
还有开心麻花的最新作品《李茂
换太子》，由曹炳琨自导自演的
催泪亲情电影《只要你过得比我
好》，由古天乐、张智霖、郑嘉颖
主演的《反贪风暴5》等。

喜剧、悬疑、文艺

未来三个月大银幕类型丰富

北京时间 10月 13日凌晨，
中国男足国家队在吉达客场与
沙特队的 12强赛中以 2比 3落
败，国足距离带1分回家仅差一
个身位。48天的“西征之旅”以
一场失利收尾令人遗憾，但同样
为现阶段的国足提出更为现实
的目标。

入籍球员使用仍是焦
点

客战沙特队前，外界就将此
役称为“国足 12强赛以来最艰
苦一战”——对手坐拥小组赛 3
战全胜的华丽战绩，并有近6万
名现场球迷的助威。中国队的
处境与其形成鲜明对比，开局两
连败，上轮才凭借武磊最后时刻
的进球击败越南队，跌跌撞撞地
拿到第一个胜场；沙特队的主场
氛围更是国脚们近两年来极少
感受到的，他们参加的大部分联
赛、国家队比赛场次都是无观众
的空场。

“铁家军”上半场以弱者姿
态排出的 532阵型不难理解，在
首轮“头铁”与澳大利亚队抢开
局遭受惨败后，主帅李铁对日本
队、沙特队都采取了谨慎的防守
态度，以5后卫应对。然而缺乏
自信的球队在两个半场的表现
如出一辙，均是开场就陷入被对
手围攻的境地，几乎组织不起有
效反击。

相同的还有这两场比赛下
半场的走势，12 强赛前 4 轮，
国足只有对日本、沙特的后 45
分钟才出现艾克森、洛国富、
阿兰、蒋光太 4名入籍球员同
时在场的画面，然而只有这一
人员配备才改变了场上局势。
中沙之战赛后，有记者指出了
这一现象，并询问李铁“是否
考虑过之后的比赛一开始就采

取更有侵略性的战术”？国足主
帅的态度是“战术问题，不想多
说”。

客负沙特队后，李铁的用人
思路再次受到外界质疑。能否
多给入籍球员一些时间依然是
焦点。国足 4战 1胜 3负，出线
形势严峻，而坐在板凳上的入籍
球员是不能救场的。

战阿曼、澳大利亚，不
拿分恐提前出局

12强赛B组如今得到了“神
奇小组”的称号：前 4轮 12场比
赛战罢，没有出现一场平局，每

场比赛均分出胜负。对比另一
小组积分榜可以看到，伊朗队与
韩国队均保持不败，位列A组前
两名，两队积分分别为10分和8
分，第三名黎巴嫩队积 5分，阿
联酋队和伊拉克队同积3分，叙
利亚队1分垫底。

按照 12 强赛出线规则，两
个小组前两名球队直接晋级世
界杯正赛，两个小组的第3名通
过附加赛决出胜负，胜者获得与
其他大洲球队通过附加赛争夺
世界杯正赛名额的资格。

输掉 3 场小组赛后，中国
队 （积 3分） 的务实目标是争
取向小组第 3名发起冲击，但

身处胜场多的B组，实现这一
目标的前提就是尽可能获得更
多分数。11月份国足与阿曼队
（积 6分）和澳大利亚队（积 9
分）两场比赛的结果变得至关
重要，一旦无法获得理想分
数，球队甚至可能早早丧失理
论出线希望。

李铁及国足上下均盼望能
真正重回主场作战，在西亚封闭
集训、比赛的 48天确实给球队
身心带来严峻考验，但希望与筹
码不能仅寄托这两场比赛是否
在国内进行上，将帅同样需要吸
取前4轮比赛的经验教训，做出
行之有效的改变。

11月两战将决定国足命运

对战沙特，洛国富替补建功。

10月13日，艺高旗舰发表声
明称近日有公司自称“杨千嬅 25
周年巡回演唱会 珠海站”主办单
位于互联网发布虚假消息并进行
售票。官方表示目前尚未公布任
何 2021年或以后的演唱会安排，
网上流传的“杨千嬅25周年巡回
演唱会 珠海站”门票开始预售也
是虚假消息。对于这种欺诈行
为，官方也保留了一切法律追究
权利。随后另一官方渠道正向文
化娱乐也转发了消息。杨千嬅本
人也转发了微博，提醒大家不要
被骗：“希望大家关注官方及正规
渠道，有消息一定会第一时间告
诉大家，也期待尽快在演唱会上
跟大家见面。”

《流浪地球2》开机
吴京刘德华张丰毅现身

杨千嬅嬅辟谣
巡演门票预售

悬疑剧《第十二秒》
18日开播
万茜、任重第五次合作

10月 11日，由潘镜丞、魏玉
海联合执导，万茜、任重主演的都
市悬疑情感剧《第十二秒》发布定
档宣传片及概念海报。

《第十二秒》改编自作家丛阳
撰写的同名小说，原著以赵亦晨
和胡珈瑛的爱情为主线，揭露并
真实刻画诸多社会问题，评分高
达8.0。

八年前，南江市刑警队队长
赵亦晨的妻子胡珈瑛怀着身孕失
踪，只留下时长11秒的报警电话
录音。八年后，赵亦晨收到匿名
线索，在西关市许家找到了身患
失语症的女儿，而妻子的孪生妹
妹忽然出现，并带来了妻子已经
死亡的消息。

当年的事故意外还是他杀？
孪生姐妹的关系如何？妹妹又将
引出怎样离奇的身世之谜？预告
片留下不少悬念。

《第十二秒》是万茜和任重的
第五次合作。剧中，万茜一人分
饰双胞胎姐妹许菡（胡珈瑛）和许
涟，任重饰演的刑警赵亦晨则是
一位极富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警
察父亲。剧中，万茜不但将以温
婉贤淑的姐姐身份与任重出演恩
爱夫妻，更将以桀骜不驯的妹妹
身份与其针锋相对。

据悉，该剧将作为“芒果季
风”剧场新剧，于 10月 18日起正
式接档《婆婆的镯子》，登陆湖南
卫视、芒果TV同步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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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长津湖战役中的丹阳英烈
——记参战主力部队58师172团政委李树人

蒋国清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下一
代就要打！”9月 30日，我国第八
个烈士纪念日，电影《长津湖》在
全国公映，公映后，引起强烈反
响，并不断刷新各项票房纪录，更
是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情绪。影片
是根据抗美援朝战争二次战役中
东线长津湖战役的真实历史改编
的。长津湖战役中参战主力部队
58师 172团诞生了志愿军第一个
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而该团政
委正是丹阳籍革命英烈李树人。

李树人（1919-1951），陵口镇
李家村人。他的少年时代是在旧
社会度过的，父亲是私塾先生。
少年时他就随父读私塾，后毕业
于师范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
李树人于 1938年 7月毅然投笔从
戎，参加了管文蔚领导的丹阳县
抗日自卫团（后改编为新四军挺
进纵队），开始了他戎马一生的军
旅生涯。

1938年 10月，为培养军政干
部，挺纵选派李树人等骨干青年
赴新四军军部学习。在培训期
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1939年，李树人回到新四军
挺进纵队担任 12大队指导员，先
后参加了郭村保卫战、黄桥战役

等战斗。
1948 年 5 月直至新中国成

立，李树人历任第三野战军 20军
58 师 172 团政治处主任、团副政
委、政委。此后，他又随部队转战
苏鲁豫皖等地，参加了豫东、渡江
和解放上海等战役。

1950 年 4 月，李树人与妻子
朱虹有了女儿，正当全家沉浸在
和平生活中时，朝鲜战争爆发
了。按照当时规定，夫妻双方都
在部队时，可以有一个人留在国
内。但朱虹也积极请缨要求上前
线。夫妇俩忍痛割爱把 6个月大
的女儿寄养在太仓老乡家里，义
无反顾地奔赴抗美援朝前线。11
月的朝鲜，气温降到接近零下四
十摄氏度。李树人所在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第 9兵团 20军 58师 172
团，因紧急入朝还没来得及补充
弹药、粮食和被装，便跨过鸭绿江
开赴前线。

1950年11月27日晚，抗美援
朝第二次战役打响。58师的任务
是围歼下碣隅里美军陆战一师一
部，172团担负在水门桥边的高地
上阻击美军的任务。李树人和团
长王祥率团徒涉长津湖，于 28日
凌晨攻占独秀峰、三德峙高地，切

断公路由北向南击敌侧背。他们
突入机场，与守敌展开激战。一
营攻击下碣隅里，夺取东山，抢占
了前沿的小高岭，犹如一把利剑
插入敌人的咽喉。28日，杨根思
奉命坚守 1071高地东南小高岭，
负责切断美军南逃退路。29日，
战斗持续一天一夜，杨根思率部
接连击退美军 8次进攻。在美军
发起第9次进攻之时，全连仅剩下
杨根思和一名伤员。杨根思下令
让伤员带着机枪撤离，毅然抱起
炸药包冲入敌群，与 40多个敌人
同归于尽，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保住了小高岭阵地。战后，志愿
军总部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其

“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
称号。

1951年 4月 22日，中朝军队
发起第五次战役，强大的攻势把
敌人一直打回到“三八线”以南。
172团投入东线战斗。战前的团
党委会上，李树人讲：“出国第一
仗，我们打了胜仗，也经受了考验
和锻炼。在这次战役中要成建制
地消灭敌人，打它几个漂亮的歼
灭战，为团的历史再添光辉。”5月
16日黄昏，172团向敌防御纵深猛
插，在半场里附近与守敌展开激

战，打得敌人狼狈逃窜。李树人
亲率二营与团直属部队前进，在
进至一道狭窄山沟中时，突然遭
到美军密集炮火袭击。李树人率
部队沉着应战，并组织炮连、警卫
连向山头敌人进攻。激战中，他
奉命到师指挥所接受新任务，途
中不幸被敌人炮弹击中胸部，伤
情严重，连讲话都很困难。但李
树人关心的是战斗进程，命令通
讯员立即通知团长去领新任务。

李树人光荣牺牲后，因部队
正在持续追击运动状态，又处于

“三八线”以南，没有条件转移遗
体和厚葬烈士，同志们怀着对李
树人的无限崇敬，就地刨开山石
泥土，将他的遗体匆匆地掩埋在
昭阳江畔大兴里附近的青山之
中。几十年来，李树人的女儿李
海放曾赴烈士牺牲的韩国江原道
昭阳江畔麟蹄郡及坡州志愿军墓
园等地寻找父亲忠骨遗骸。

改革开放后的 1992年，在 20
集团军党委和中共丹阳市委、市
政府的关怀下，在我市烈士陵园
为李树人烈士勒石立碑，建立衣
冠墓冢，并由新四军老首长、开国
上将叶飞题写碑名，永志纪念。

孩子们拿起画笔，蘸上颜
料，在画纸上描绘着自己心中
的美好……每逢节假日，市美
术馆（三吕故居）一开门就会迎
来一群活泼的孩子，他们在志
愿者老师的引领下，一路参观
馆内正在展出的画展。同时以

“描绘心中的美术馆”为主题进
行绘画创作，用一幅幅生动的
图画表达自己心中的美术殿
堂。其实，这些场馆里的“美术
课”是该馆开展的“打造最美文
化空间 描绘心中的美术馆”活
动现场，是该馆为孩子们量身
定做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立
体式的艺术体验，让孩子们对
艺术有了全新的了解和认识。

“让大众走进美术馆、爱上
美术馆，在美术馆内认知美、体
验美、探索美，是美术馆公共文
化服务的重要内容；让小朋友
拿起画笔，把自己的所见所闻
用艺术的形式加以呈现，是美
术馆公共教育工作中最受欢迎
的实践活动。”市美术馆馆长林
洁说。

现场创作，用画笔描绘想象
国庆期间，数十位小朋友穿

过挂满五星红旗的小广场走进
美术馆，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

是首次走进美术馆，在受到了
馆内讲解员的热情接待后，孩
子们一边实地参观三吕故居，
一边认真观看正在展出的《百
花争艳作品展——江苏省女书
画家作品展》。在这些丰富多
彩的展览作品面前，有的孩子
主动铺开画纸，开始临摹学习；
有的孩子则观察馆内的一草一
木进行素描写生……庭院内的
花窗、长廊、芭蕉叶、石榴树一一
出现在孩子们的画纸上。记者
看到，小朋友们自由大胆创作
的作品，或显稚趣、或具生动、或
富奇思妙想。在讲解员生动的
解说、老师耐心的指导下，大家
感受到了美术课堂给他们带来
的别样乐趣。

互动体验，用公共教育激发
兴趣

位于城市中心的市美术馆
与名人故居“三吕故居”作为一
个整体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建
筑面积2000余平方米，集文化
研究、展览交流、公共教育多功
能于一体。场馆布局紧扣公共
文化服务功能需求分为三个部
分。美术馆居中，面积约 1000
平方米；西部为吕凤子故居和
吕澂故居，布展面积700余平方

米；东部为吕叔湘故居，布展面
积400余平方米。三吕故居通
过丰富的图版、实物，全面介绍
我市三位文化名人——著名书
画家、美术教育家吕凤子，著名
佛学家吕澂以及著名语言学家
吕叔湘先生的生平故事、学术
成就和文化贡献。

美术馆展厅与名人故居相
互独立又相互连通，让观众可
随着空间的转换充分感受地方
文化的深厚积淀与文化事业的
蓬勃发展。随着今年我市美术
馆入选江苏省“最美公共文化
空间”打造对象名单，该馆面向
未成年人实施免费开放且参观
优先政策，在节假日广泛开展
包括美术展览、讲座以及少儿
书画比赛等专题活动。通过组
织馆内专业书画家举办公益美
术课活动，邀请省内外美术名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等专家前来举办艺术
讲座等方式，为未成年人创造
了一个体验互动式的美育课
堂，引导他们在艺术氛围中感
受美、体验美、创造美。“从幼儿
园至初高中各个年龄段的孩子
在这里都能被丰富多彩的活动
内容激发对美术的浓厚兴趣。”
林洁说。

“我们希望能为社会公众提
供一个感受艺术、走进艺术、体
验艺术的平台，将艺术融于日
常，带大家回归温润如水的慢
生活。”林洁说，随着科技的快速
发展，美术馆已不仅仅是单纯
的美术馆，而是融创新、艺术、文
化、科技的城市文化空间和平
台，“让当代艺术真正走进人们
的日常生活”才是美术馆存在
的真正意义。为此，近年该馆
以“共创新空间 共享新体验”为
核心，致力于打造有颜值、有内

涵、有效能的公共文化空间，用
文化激活城市与人的交流，为
群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服
务，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展示
地方名人文化、推进文化事业
繁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吸引着广大群众尤其是未成年
人前来参观学习。

接下来，该馆将不断强化公
共文化服务职能，运用更多的
展示手段和互动模式，将历史
文化和高科技手段有机结合起
来，打造“最美公共文化空间”。

市美术馆（三吕故居）：

将艺术融入日常，打造“最美公共文化空间”
本报记者 曾丽萍 通讯员 张淑斐 魏一楼

图为小画家在市美术馆写生。记者 丽萍 摄

李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