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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
丹阳市融媒体中心

宣

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
会开幕式10月22日晚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
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
林匹克运动会（以下简称“残特
奥会”）开幕式定于10月22日20
时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

十四运会刚刚在陕西成功
举办，本届残特奥会首次与全运
会同年同地举办，并紧接 2022
年北京冬残奥会、杭州亚残奥
会。从“全民全运，同心同行”到

“点亮梦想，为爱起航”，3900万
三秦儿女已经做好准备喜迎残
特奥会，和全国 8500 万残疾人
一起携手共进，绽放最美的梦
想。

据介绍，本届残特奥会开幕

式将着重体现残健融合、残健共
荣理念，描绘残疾人奋斗新时
代、共享新生活的动人画卷。万
众瞩目的文体展演将重点突出
残疾人演员的精神风貌，用“温
暖、自强、绽放”三个主题词串
联、营造出一个共同的梦。

文体展演上，身着唐代“运
动员服装”的打马球俑形象吉祥
物“安安”将穿着轮滑鞋闪亮登
场。此次“安安”将以什么方式
唤醒会徽，又将呈现哪些精彩的
表演？上述悬念将在开幕式上
逐一解开。

石榴花开，籽籽同心。作为
西安市市花，以石榴花为原型的

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在十四运
会期间频繁出镜，受到很多人喜
爱。可以肯定的是，石榴花已经
确定将会出现在本次文体展演
中，并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
觉体验。

本届残特奥会会歌《我们在
一起》已经对外发布，在开幕式
上演唱会歌的四名歌手也已做
好准备，向全世界彰显残疾人自
强不息、拼搏奋进的精神以及昂
扬向上的姿态。此外，主题歌
《心中有光》将为大家呈现优秀
残疾人舞者的精彩演绎，充分体
现残疾人事业“平等、参与、共
享”的发展目标。（综合）

朱一龙蜡像入驻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港杜莎夫人蜡像馆
20日，演员朱一龙的全新蜡

像正式入驻香港杜莎夫人蜡像
馆。这尊蜡像以一身黑色西装
造型亮相，并搭配自拍姿势。

朱一龙曾出演电视剧《芈月
传》《镇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
瘦》《叛逆者》等。此次他的蜡像
入驻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名人
派对”专区，为了打造更有趣的用
户体验，此尊蜡像以“自拍”的形
式亮相，内有自拍程序，拍摄完成
后游客可自行下载照片。

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市场
主管俞汶诗表示：“非常欢迎朱
一龙加入杜莎大家庭，他是一个
很专业很敬业的艺人，在量身时
配合度特别高，甚至比我们的蜡
像师要求还要严格，期待大家来

杜莎近距离感受朱一龙的魅
力”。

对于这尊极具创意的蜡像，

朱一龙也是非常喜爱，他表示，
期待在网上看到大家跟他的蜡
像自拍出有趣的照片。（综合）

朱一龙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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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最后一个单元《袁隆平
的梦》播出，重大现实题材作品
《功勋》进入收官阶段。首批8位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延年、于
敏、黄旭华、张富清、申纪兰、孙家
栋、屠呦呦、袁隆平，在演员王雷、
雷佳音、黄晓明、郭涛、蒋欣、佟大
为、周迅、黄志忠的精彩演绎下，
悉数与观众见面。功勋人物与共
和国命运相连的故事，感染了观
众。该剧在豆瓣网获得 9.1分的
高分，收视率持续领跑黄金档电
视剧排行榜。

启动与筹备
集中表现功勋人物的

高光时刻

共和国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最高荣誉勋章，授予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中作
出巨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的杰

出人士。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周年，党中央决定，
首次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集中评选颁授，于敏、申纪兰、
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
黄旭华、屠呦呦成为首批“共和国
勋章”获得者。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于
敏是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在中
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
基础问题；申纪兰是全国劳动模
范，曾倡导并推动“男女同工同
酬”写入宪法，为争取男女平等作
出巨大贡献；孙家栋是我国人造
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拓
者之一，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技术负责人；李延年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原 54251部队副政治委
员，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汗
马功劳；张富清是战斗英雄，深藏
功与名的时代楷模；袁隆平是首
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杂

交水稻之父；黄旭华是中国第一
代核潜艇总设计师；屠呦呦是中
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创
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

2019年10月底，导演郑晓龙
和金牌制片人曹平接到国家广播
电视局的任务，为8位“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拍电视剧。郑晓龙与
曹平是国内电视圈的“黄金搭
档”，曾合作过《金婚》《甄嬛传》
《芈月传》《急诊科医生》等多部叫
好又叫座的电视剧。

选人与拍摄
8位演员贡献出了职业

生涯的最大能量

《功勋》采用了现实主义拍摄
手法，从真实的生活逻辑出发创
作，在服化道、置景、台词方面都
真实反映出了年代特色。执导 8
个单元的郑晓龙、毛卫宁、沈严、

林楠、杨文军、康洪雷、阎建钢、杨
阳，都是业界知名导演。与其搭
档的徐速、宋方金、申捷、王小平
等人也都是资深编剧。

《能文能武李延年》单元聚焦
“李延年所在的连队如何夺回失
守的 346.6高地”这一事件，诠释
了战斗英雄的信仰和本色。

导演沈严并不想把《无名英
雄于敏》拍成伟人传记，便带领团
队研读纪录片、文献资料，拜访于
敏家人，采访他的同事和学生，一
点点构筑起剧本里鲜活的“于
敏”，重现 50多年前那段艰苦但
热血的日子。

在《申纪兰的提案》单元，为
了还原当时西沟村的风貌，剧组
最终将山西省平顺县双射泉村确
定为主要拍摄地。剧组花了大力
气置景、做旧，以此致敬功勋人物
申纪兰。

为了拍《孙家栋的天路》，导
演杨文军坚持前往甘肃省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进行实景拍摄，剧组
工作人员经历了沙尘暴，大风撕
裂了帐篷；由于房源紧张，很多人
只能打地铺，睡仓库，电视人体会
到了老一辈航天人不畏艰辛的航
天精神。

表演上，王雷、雷佳音、黄晓
明、郭涛、蒋欣、佟大为、周迅、黄
志忠8位演员可谓贡献出了职业
生涯的最大能量，多数演员的演
技备受观众肯定。

饰演于敏的雷佳音说：“我演
于敏，可能会有不足。但是，我已
经倾其所有了。”饰演屠呦呦的周
迅不仅拜访了屠呦呦，还专程前
往中国中医药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和屠呦呦的同事聊天，了解他人

眼中的屠呦呦。郑晓龙高度评价
了周迅：“她后来连走路，拿包的
样子都越来越像这个人物。”为了
能贴近现实袁隆平的形象，黄志
忠一个月减肥20斤，导演阎建钢
认为黄志忠已经把袁隆平“化”到
了自己身上。

宣发与口碑
1分 30秒的片头做了

小半年时间

《功勋》播出期间不仅获得了
高收视、高口碑，在社交网络的表
现也十分优秀。该剧一开播，用
了“AI 换脸术”的片头便吸引了
不少人注意，随之在社交网络疯
传：演员从远处向观众走来，过程
中慢慢变老，最后变成功勋人物
的真实模样。据悉，剧组召集 8
位演员到北京，先拍好每位演员
向前走的镜头，并进行三维扫
描。但真实功勋人物不可能到现
场走位。怎么办？最后，剧组使
用了 2019 年功勋们获得奖章时
的照片。特效团队为每个人建
模、抠像，用了小半年时间，才把
这个1分30秒的片头做出来。

《功勋》团队也坚持以“让观
众满意”为标准，该剧播出后，观
众评价颇高，首个单元《能文能武
李延年》的“头炮”尤其打得响。
有观众评价：“这是目前为止国产
战争戏的封神之作。”“作为军事
爱好者，我一直遗憾国内没有《兄
弟连》那样水准的战争戏，这个单
元给了我希望。”“建议毛卫宁导
演把这个单元剪辑成一部三小时
电影公映。”

（综合）

豆瓣得分9.1,《功勋》是怎么做到的？

FIFA最新世界排名：中国队位列世界
第75亚洲第9

当地时间 10月 21日，国际
足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男足国家
队排名。在世预赛亚洲区十二
强赛中暂时居 B 组第 5 的中国
队位列世界第 75、亚洲第 9，排
名与上一期相比无变化。

在北京时间 13日凌晨结束
的世预赛亚洲区十二强赛第 4
轮比赛中，中国队 2:3遗憾不敌
沙特。目前国足以 1胜 3负积 3
分的成绩位列小组第 5，距离小
组第3的日本队有3分差距。对

于中国队而言，接下来的每场比
赛均不容有失。

伊朗（22）与日本（28）这两
支亚洲劲旅进入世界前 30。进
入亚洲前十的还包括澳大利亚
（34）、韩国（35）、卡塔尔（46）、沙
特（49）、阿联酋（71）、伊拉克
（72）、中国（75）、阿曼（77）。

分列世界前3的是比利时、
巴西与法国。意大利、英格兰、
阿根廷、西班牙、葡萄牙、墨西哥
和丹麦分列4至10位。（综合）

电影《长津湖》密钥延期至11月30日
票房已列中国影史第三

10月 21日，电影《长津湖》
宣布密钥延期上映至 11 月 30
日。

据悉，10 月 20 日 16 时 50

分，电影《长津湖》累计票房超
50.35亿，正式超过《哪吒之魔童
降世》票房成绩，暂列中国影史
票房榜第三名。（综合）

科幻电影《沙丘》10月22日上映
日前，好莱坞科幻大片《沙

丘》在北京举办了首映礼，影片
由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甜
茶”提莫西·查拉梅、丽贝卡·弗
格森、奥斯卡·伊萨克、乔什·布
洛林、赞达亚、杰森·莫玛、哈维
尔·巴登、张震等主演，众多中国
电影人抢先在大银幕上沉浸体
验了宏大壮阔的沙丘世界。

全新发布的“传奇将至”预
告中，宇宙中最神秘的沙丘星球
充满未知危机和命运挑战，厄崔
迪家族捍卫荣耀，哈克南家族掠
夺资源，弗雷曼人守护家园，这
三大势力带着不同目的聚集于

此，爆发惊心动魄的正面对决，
少年英雄保罗也在这场战火的
洗礼中迎来命运转折。

电影《沙丘》整个项目从第
一天起就是为了在大银幕、
IMAX 银幕上观看而设计的。
为呈现不同星球的特色风貌，
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携团队奔
赴全球多地实拍取景。从“传
奇将至”预告中不难发现，挪
威的绝美冰原、约旦的奇异岩
层、阿布扎比的无垠沙漠，巧
妙组成了一幅美不胜收的科幻
画卷。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