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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慈欣继续玩科幻

6月 17日，出品过《流浪地
球》《战狼2》等影片的北京文化
发布了年度片单，《跳舞吧！大
象》《特警队》《被光抓走的人》
《749 局》四部新片主创集体亮
相。北京文化董事长、总裁宋歌
在现场表示：“咱们这个时代真的
不错。抓住这个时机，我们创作
者一起努力合作，给观众留下好
的作品。”

6月17日晚，“大地之夜”发
布了包括《春江水暖》《六个凶手》
《再见，少年》《花椒之味》《武林孤
儿》《风再起时》多部电影的片
单。《风再起时》是郭富城、梁朝伟
两位香港资深演员的首次合作，
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香港
上个世纪反腐题材的电影。郭富
城说，相比自己以往饰演的警匪
片，这部在格局上更加宏大。

6月16日晚，文投控股影视
战略发布会上公布了多部影片的
投拍计划。其中包括中国首部

“反黑公诉”题材影片《检察风
云》，将由曾执导过《无间道》《窃
听风云》系列的香港导演麦兆辉
担任导演；刘慈欣的首部无小说
电影剧本《末日拯救》，经过刘慈
欣和导演沈悦10年打磨，已经进
入制作阶段，《末日拯救》剧本创
作于长篇小说《三体》之前，是刘
慈欣科幻体系的奠基石；郭德纲、
岳云鹏、郭麒麟等代表德云社公
布了与文投控股合作的电影《丑
娘娘》、大型情景剧《德云茶楼》和
电视剧《相声演义》三个项目；刘
仪伟更是带来《玩命三日》《尼斯
湖水怪》《莫斯科大劫案》三个项
目。

中日电影继续交流

有心的影迷会发现，如今中
日两国在电影文化交流方面的动
作频频。6月17日“齐聚巅峰·无
限可能”中日聚合时代全球发布
会上，宣布中日将合作引进纪录
片《We Are X》，该片是由纪录
片导演史蒂芬·凯亚和制片人约
翰·巴特塞克操刀，记录了日本历
史上最成功的乐队XJAPAN在
美国麦迪逊广场公园成功举办的
一场演唱会，影片以XJAPAN乐
队灵魂人物林佳树为切入点，展
示了他传奇的一生。

《哆啦A梦：大雄的月球探险
记》和《龙珠超：布罗利》两部日本
动漫刚在“六一档”收割完票房，
宫崎骏作品又要来了。6月 21
日，经典动漫电影《千与千寻》将
在问世 18 年后首次在中国上
映。日前曝光的中国版海报由中
国设计师黄海设计，突出了温暖
和勇敢的主题，令人惊艳。

宫崎骏因新片制作未能在6
月17日晚的中国首映现场亮相，
但他特意为中国观众准备了汉字
手写信“千与千寻，请多关照”。
《千与千寻》是宫崎骏的巅峰之
作，影片奇绝的想象力和绚烂画
面让人流连忘返，这也是目前唯
一一部拿下过奥斯卡最佳动画长
片的日本作品。谈及影片的引
进，吉卜力社长星野康二表示电
影能够在中国公映，包括宫崎骏
在内的所有成员都会非常荣幸。
影片制作人铃木敏夫直言：“尽管
《千与千寻》已在欧美获得过柏林
电影节金熊奖等成绩，但最期待
的仍然是“亚洲观众看后会怎
样”。

6月18日凌晨，中国
女足在世界杯小组赛第
三轮中，经过 90 分钟艰
苦抵抗，终于0∶0逼平西
班牙，晋级16强。赛后，
一向带队以严厉著称的
贾秀全赛后抑制不住激
动的眼泪，这场绝地大逃
生，犹如 2014 年老贾带
领建业经历的生死战。

在中国足坛，贾秀全
可谓是一个冷面铁帅，他
带过的球员无不感叹其
严厉。然而，在中国女足
挺过了90分钟的漫长煎
熬，当终场哨响起，老贾
的泪水夺眶而出。这一
刻，是压力的释放，是目
标达成的喜悦，更是为女
足队员们拼搏精神而感
动，铁帅也难免动情。

这场球，中国女足平
得太艰难了，女足姑娘都
在玩命地奔跑、逼抢……
西班牙虽然长时间围攻，
但25脚打门都未能攻破
中国女足球门。门将彭
诗梦奉献了 8 次神奇扑
救，甚至不惜撞上门柱，
赛后西班牙球员也为她
竖起了大拇指。

老贾的泪水，肯定会
打开许多河南球迷的记
忆闸门。2014 年，中超
比赛最后一轮，国安和恒
大都有可能夺得冠军。
而除了哈尔滨腾毅提前
降级外，大连阿尔滨和河
南建业将成为下一个倒
霉蛋。戏剧性的是，争冠

球队和保级球队遭遇了，
建业想保级，底线是不能
输，而国安想夺冠，前提
是必须赢。

由于双方巨大的实
力差距，这场比赛，国安
占据绝对优势，全场 28
脚射门，但建业队员众志
成城，力保球门不失。最
终，两队战成0∶0平。而
建业队最终也就是靠着
这 1 分的优势力压大连
保级成功。赛后，当时作
为建业主帅的贾秀全不
断抹着泪水，事后老贾
说，那是他执教生涯最难
忘的一场比赛。

这场女足世界杯比
赛，相信也会把老贾的记
忆拉回到2014年那场生
死战，也许这场世界杯的
分量会更重，毕竟上次肩
扛的是河南，而这次肩扛
的是中国。28年来，中国
女足参加世界杯还从未
小组出局，贾秀全率领的
中国女足，也做到了。

“第一我觉得这场比
赛很难，姑娘们也是顶住
了压力，我清楚她们的压
力，嘴上不说，但心里想
什么我是很清楚的。第
二，我觉得中国女足、男
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不是靠某一代教练，某一
代人。我们也看到了男
足、女足和欧洲等球队的
差距，需要几代人的付
出，才能不继续拉大差
距。”贾秀全如是说。

本报讯 6月18日，许昌供电公司
组织配网施工人员对10千伏魏21线路
进行升级改造，进一步增强电网度夏供
电可靠性。在迎峰度夏工作中，该公司
用加法强电网，用减法除隐患，全力保
障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
电力平稳可靠供应。

今年夏季，许昌电网最大负荷预计
达到235万千瓦，较去年最大负荷增长
10.3%。面对快速增长的负荷现状，许
昌供电公司统筹推进度夏电网建设步
伐，共安排10项主网、9项配网、10项
农网共计29项迎峰度夏工程，着力解
决电网重过载问题，持续提升电网供电
能力。该公司还结合许昌民生实事工
作安排，先后完成了105个行政村446
个台区的建设任务，共新建改造10千
伏线路137.37千米，新建改造配变446

台，容量101兆伏安，新建改造低压线
路466.195千米，进一步提升了农村电
网质量和供电能力，有效保障了客户度
夏用电需求。

在补强电网的同时，该公司积极开
展设备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全面消除
隐患对电网安全运行和可靠供电造成
的影响。该公司先后完成110千伏及
以上设备预试定检计划67项，带电检
测计划989项；完成220千伏线路检修
8条次，110千伏线路检修4条次；220
千伏主变压器预试3台次，110千伏主
变11台次，大大提高了电网设备的运
行可靠性。在此基础上，该公司全面开
展春季安全大检查工作，通过部门自
查、专家督查等形式，闭环整改各类安
全隐患131项，有效消除了电网运行隐
患，保证了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杜文育 通讯员 焦永生

许昌供电公司“加减法”迎峰保供电

据统计，在2018年的上影节
上共发布了200余部电影拍摄计
划。如今再回首来望，让人感慨
颇多，从华谊公司来看，吕乐执导
的《找到你》成为现实题材的黑
马，引进的枝裕和电影《小偷家
族》拿到了近 1 亿的票房，而《狄
仁杰之四大天王》《云南虫谷》等
电影表现相对一般。今年华谊的
姿态低调了不少，不过华谊总裁
王中磊也透露了华谊的内容储备
比较多元，一方面是时代号召，需
要拍一些文化属性的影片，另一
方面娱乐化的电影也不可少，他
还透露了冯小刚新片《如果芸知
道》正在拍摄中。

民营电影巨头万达的日子不
太好过，在去年发布的一系列片
单中，只有《巨齿鲨》票房超过10
亿，《反贪风暴3》票房为3.75亿，
低成本电影《快把我哥带走》意外
成为黑马，其他电影都表现平

平。涅槃重生的乐创文娱累计发
布了近30部片单，其中包括徐克
的《神雕侠侣》，但经过一年之后，
除了张艺谋的《影》，以及正在上
映的《秦明·生死语者》之外，其他
电影均无下文。

与往年相比，今年互联网影
业的动静小了不少，只有腾讯影
业发布了包括唐季礼执导、成龙
主演的《急先锋》在内的多部影视
作品。

有业内人士认为，与往年的
浮躁、大干快上，有没有消息先发
布出来的风气相比，经历市场低
谷后，大多数电影公司也都平静
下来，用客观的眼光打量市场。

“市场环境如何？舆论导向怎
样？观众的兴趣爱好在哪里？演
员选择的标准是否有变化？这些
都是决定中国电影未来导向的因
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电影公
司在阵痛中也得到了成长。”

中国电影在阵痛中成长

本报上海专电 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后的头几天，是发布会最多
的日子。各家公司曝光片单、签约计划、项目进程等消息层出不穷。
这种现象在2016年的上影节上达到了顶峰，“忽悠”之风也甚嚣尘上，
随着行业泡沫的出现，很多片单也成为了一个被打脸的笑话。综观今
年上影节，与2017年、2018年两届相比，项目数量有所复苏，北京文
化、文投、大地等公司纷纷发布自己的计划，但与早年的浮躁相比，如
今的电影圈显然更偏向于“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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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秀全落泪
是因为顽强的她们

影视市场回暖 各公司片单频发

多了诚意 少了浮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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