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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26 日晚，
CCTV军事频道播放了经典
老电影《上甘岭》，有很多观众
才意识到，平时没怎么看到过
抗美援朝题材的影视剧。

据报道，7月 17日，广电
总局电视剧司召开全国广电
系统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调
度抗战题材、抗美援朝题材
和抗疫题材电视剧播出工

作。2020 年是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2020 年 10 月 25 日是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70周年纪念日。因此，有业
内人士认为，今年10月25日
前后将成为一批“抗美援朝”
影视剧集与观众见面的时间
点。

日前，编剧余飞透露，他
参与编剧的电视剧《跨过鸭
绿江》将于8月开机，这是一
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电视
剧，在备案立项表上显示，该
剧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申
报，共40集。主要讲述的是：
1950年 6月 25日，朝鲜战争
正式爆发。第七舰队驶入台
湾海峡，美军别有用心地派
飞机“误炸”安东市区，造成
无辜百姓伤亡。形势所迫，
愤怒的新中国领导人下了亮

剑的决心……
近期立项备案的抗美援

朝题材电视剧还有几部，分别
是《奇袭白虎团》《战旗如画》
《铁道卫士》《我心有歌》。另
外，根据目前的公开消息来
看，有两部抗美援朝题材的影
视剧锁定10月档期，一部是张
黎监制的网剧《我们的战争》，
另一部则是由管虎、郭帆、路
阳执导，张译、吴京主演的《金
刚川》。

还有一部抗美援朝题材
的电影被疫情耽误了，2019
年底，博纳影业主投的抗美援
朝题材电影《冰雪长津湖》就
已立项和开拍，“长津湖战役”
是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
中发生在长津湖地区的一场
重要战役。博纳老总于冬曾
透露，原本全部人马已经到
位，但疫情一来全部停拍，剧

组1800人滞留丹东，直接损
失超过1.5亿元，影片需要大
量的雪景，只能延期到 2020
年 11 月再开拍。预计 2021
年上映。

以往关于抗美援朝题材
的影视剧并不多，观众比较熟
悉的是2016年播出的《三八
线》，该剧由张国强、王挺、曹
曦文领衔主演，该剧讲述的是
1950年鸭绿江上的渔民遭美
军战斗机轰炸后，村里两个小
伙子参加志愿军奔赴朝鲜、保
家卫国的故事。

2011 年，八一电影制片
厂出品了纪录片《冰血长津
湖》，该片曾获得第29届中国
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
2000年，央视还曾拍过一部
《抗美援朝》，该剧由李前宽、
肖桂云执导，由古月、孔祥玉
等主演，该剧至今未播出。

央视重播经典老电影《上甘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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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20 日 ，
2019-2020中国排球超级联
赛男排比赛将在秦皇岛重新
恢复启动。

上赛季排名第八的河南
男排首轮3比0战胜天津队之
后，积分暂列A组3支球队之
首。

从大年初三开始，河南
男排就一直在队内封闭训
练，至今都没有出去过，更不
用提和外队的对抗赛了。

“这么久没有比赛，也没
有出去休整过，队员的状态
略微有些疲惫，这都是很正
常的。”河南队主教练崔建军
告诉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

半年封闭的时间，崔建
军为了给队员们调整状态，
也是煞费苦心，“练三周，休
息一周。”

崔建军口中的休息，并
不是真正的休息放假，而是
稍稍调整了训练的强度，不
那么高强度，“还可以让队员
串串门，去找找女队的队友
们聊聊天，说说话，也是一种
放松。”

重新启动的联赛采用赛
会制，赛期缩短为两周，从8
月 20 日开始至 9 月 2 日结
束，共有河南、上海、北京、江
苏、山东、八一、四川、浙江、
天津、广东、辽宁、河北、福
建、湖北14支参赛球队。

比赛分为四个阶段，第
一阶段为分组单循环，之前
的A、B、C、D分组保持不变，
1月19日已经进行的第一轮
小组赛直接带入成绩。

第二阶段为排位赛，各
小组前两名进入前八名排位
赛，各小组三、四名进行9至
14名的排位赛。

第三、第四阶段为半决
赛和决赛，其中冠亚军决赛
采用三场两胜制。

对于即将开始的比赛，
崔建军的目标很明确，就是
要抓住好机会争取最好的成
绩。

什么好机会？
“今年因为疫情，各队不

让请外援，我们和强队的实
力水平更加接近，这是一次
取得好名次的机会。”崔建军
说。

经过半年的训练，现在
队伍已经进入到提升信心的
阶段，“我经常跟队员说，打
出自己训练时的水平就可
以。”

由于队伍太过年轻，今
年的联赛，崔建军仍然作为
主力主攻手上场，同时他还
增加了两名老队员，以期在
关键场次可以起到稳定军心
的作用。

身兼主帅与主力队员两
种角色，崔建军如何分配好
自己的精力？

对此问题，崔建军爽朗
地一笑，说：“那就拼吧，有什
么的。”

而在他身后的家中，女
儿刚刚一百天，“家里全靠老
婆了，我什么忙也帮不上，就
全心全意带好队伍打好球
吧。”

8月20日，河南男排将
挑战上赛季冠军上海队。

本报讯 7月31日晚，建业
将在中超A组第二轮比赛中
迎来“东道主”大连队。首轮比
赛，两队有着相同的遭遇，都是
在领先的情况下被逆转。7月
29日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双
方均表示要吸取教训。

本赛季,中超16支球队分
成两组在大连和苏州两个赛区
开战，其中唯一称得上是本土
作战的，只有大连队。不过，占
据天时地利之便的大连却在首
轮比赛遭遇了建业相同的进
程。首轮，建业3∶4输给了江
苏苏宁，而大连2∶3输给了山
东鲁能。如出一辙的是，建业
和大连都是两球领先，随后在
短时间内被对手逆转。此次，
建业和大连相遇，两队实力相
近，但近况却大为不同，目前建
业仍然只能以双外援应战，而
大连除了一名外援有伤在身，
队内4名外援都在上轮比赛登

场。
7月26日，建业一线队教

练组组长杨戟出席赛前新闻发
布会，对于球队的情况，杨戟表
示：“我们这几天做了很多工
作，总结了上一轮联赛，也准备
了这一轮。球员方面，我们要
看看巴索戈能不能及时赶到大
连，卡兰加的伤势还没有完全
康复，他何时复出需要医疗组
给出评估意见。我们球员的选
择并不多，根据实际情况，接下
去的比赛还是要依靠现有球
员，好的方面是上轮比赛过后
我们没有出现新的伤病。”

“我们针对大连人也做好
了相应的部署，虽然他们首轮
输球，但这支球队很有实力，他
们有非常好的教练，外援能力
很强，也有很多有特点的年轻
球员，球队很有气势。我们首
先要做好防守，吸取上一轮的
教训，在比赛当中注意力要更

集中，防守要更严密，打出自己
的技战术特点。球队上下目前
很有信心，会全力以赴争取胜
利。”杨戟说。

对于首轮被苏宁逆转，是
否会对建业队员的心态造成影
响，杨戟表示：“心理方面教练
组也考虑到了，和球队上下都
做了沟通，队员们并没有因为
第一场比赛失利发生信心减少
的情况，反而增添了信心，失球
多主要是球员在当时注意力不
集中出现了失误，相信大家都
会吸取上一轮的教训。”

面对与建业的对决，大连
队主教练贝尼特斯显得非常自
信。“我们掌握了对方足够的信
息，知道怎么去做，我们会做出
方案，但最终要看场上表现。”
贝尼特斯说，大连队是年轻的
队伍，作为年轻球队需要时间
来准备，虽然时间不充裕，但依
然在努力。”

上轮比赛，大连丢的3个球
全都是被头球破门，而且两个都
是角球。定位球和高空球防守
成为了大连公开的短板，也是建
业可以利用之处。不过，贝尼特
斯表示已经在训练中特意进行
了改善。“我们对丢球做出了分
析，在定位球防守上调整了，在
英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值得
一提的是，我们是年轻队伍需要
去学习。训练当中有针对性的
训练，会跟球员讨论怎么去做，
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
包括对方是左脚还是右脚，让他
们去判断。年轻球员成长需要
时间，这时候需要龙东这样的外
援去帮助他们。”

男排联赛即将启动
河南队的机会来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小娟

挑战“东道主”，建业渴望首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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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分析，相关题材影视剧将热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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