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娱
2020年8月19日 星期三 责编 程永兵 美编 孟萌

AⅠ·11

河南老人王天成一家的
“生存保卫战”

鲁磨路是武汉市区的一
条热闹大街，70岁的河南农
民王天成就靠人行道上的一
个电话亭和简陋的水果摊维
持一家的生计，他们与武汉城
管“斗争”了14年，王天成是
脑中风患者，妻子癌症晚期，
儿子是没有右手的残疾人，他
们唯一的开心果是正读初中
的孙女萍萍，她健康开朗。

“一家人留在城里，萍萍成为
城里人”是全家人的梦想，
日子过得艰难而平实。直到
有一天，鲁磨路按照城市发
展规划打造“珠宝一条街”，
需要彻底清理所有沿街摊贩，
王天成一家和城管中队的矛
盾开始升级，一场“生存保卫
战”就此展开……

从王天成的角度来看，他
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真正过
上“城市人”的生活。这是王家
不想回老家最主要的原因。重
要的是，王天成认为自己的亭
棚是上一届城管局长给的，完
全合法。于是他尝试各种方法
试图保住全家的利益，面对王
天成的抗争，城管部门也展开
还击，用高音喇叭在街道上宣
传城市管理政策。附近的市民
也开始加入到“该不该取缔王
天成水果摊”的讨论中来，其
中包括高校教授，老红军，还
在上学的高校学生，以及周边
社区的居民。

城管希望通过合理治理，
真正给市民创造一个干净、井
井有条的城市。

双方都带着一份“城市之
梦”在鲁磨路展开较量……

用真实镜头
体现人文关怀

《城市梦》由高口碑纪录
片《生门》原班人马打造，制
片人戴年文介绍，该片拍摄
于2014~2015年间，当时留
意到城市管理执法是社会上
备受关注的话题，便试着与
武汉城管联系，经过协商后，
对方答应了拍摄要求，并且
表示“我们是阳光执法，欢迎
你们来拍。”确定拍摄主题
后，剧组在鲁磨路遇到了王
天成一家，经过一段时间观
察后，便确定了以他们一家
为拍摄对象。

谈到创作灵感，导演陈为
军介绍，改革开放40年来的
城市发展、变化是触动他制作
这部纪录片的主要缘由。即使
是在国内，也有很多观众未能
清楚地认识到当今中国的巨
变，就像城管与小贩之间的关
系，并不是猫和老鼠那样简
单。于是在 《城市梦》 中，
一方面可以看到王天成带着
老弱病残的家人如何利用各
种现代化工具与城管进行争
斗，另一方面则是城市管理
者想方设法与他们沟通、互
动甚至是发生戏剧化的冲突。
而穿插在这一过程中还有王
兆阳被父亲的亲情裹持下矛
盾的迸发，这使得影片更具多
元化色彩。

人文关怀是陈为军在影
片中力图体现的，他表示，之
所以把《城市梦》定位为纪录
片，是因为影片以客观、全面
的方式展示不同人物的不同
立场，及事件发生的前因后
果，而不是简单化地将冲突双
方置放于争斗的状态。影片中
有一句由城管队员说的话是：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
作的弱者。这种结构性的矛盾
冲突是城市文明发展过程的
一部分，短期里还会继续发
生，《城市梦》所记录的解决问
题的过程，对于后来者在处理
这类冲突时也会有所启示。另
一方面，随着镜头、叙事跟随
着王天成一家的变化，人文主
义关怀也逐渐体现出来，让观
众沉浸其中。

8月17日，体彩大乐透
第20077期开奖，前区开出
号 码 “17、 23、 28、 29、
32”，后区开出号码“01、
03”。本期全国销量为2.7亿
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
9740万元。

一等奖空开
奖池滚存8.9亿元

本期，一等奖空开。二等
奖中出65注，单注奖金21.32
万元。其中 22 注为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 17.06 万
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
金为38.38万元。

三等奖中出190注，单注
奖金为10000元。四等奖中
出404注，单注奖金为3000
元。五等奖中出12790注，单
注奖金为300元。六等奖中
出12867注，单注奖金为200
元。七等奖中出32201注，单
注奖金为100元。八等奖中
出561375注，单注奖金为15
元。九等奖开出6269837注，
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
束后，8.9亿元滚存至8月19
日 （周三） 开奖的第20078
期。

“温暖有光放映队”
讲述温暖故事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
温暖有光。在刚刚过去的第
十二个全民健身日，中国体育
彩票携手CCTV—6电影频道
推出的脱贫攻坚主题公益纪
实节目《温暖有光放映队》开
启了横贯十省的“送电影下
乡”之旅。

《温暖有光放映队》于8
月8日晚19:30在CCTV—6
电影频道与广大观众见面，节
目共计10期，通过对十个地
区的走访，见证我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过程中的一幕幕变
化和温暖故事。在告别了首
站云南腾冲后，8月15日，放
映队的第二站走进了四川峨
边。林永健与白客、高至霆组
成的“温暖有光放映队”，走进
了当地的三所学校。在30余
分钟的节目里，孩子们感受着
光影的温度，而放映队员们也
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峨边。

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
发行26年来，累计筹集公益
金超过5400亿元，为支持社
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
展贡献着巨大力量，履行着国
家赋予的光荣使命。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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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河南老人的扎根之旅
《城市梦》将刷新你对纪录片的认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实习生 郑艳

在人们观念中，
纪录片就是客观冷静
记叙事态发展的艺术
形式，但矛盾四起，剑
拔弩张却是观众对
《城市梦》这部纪录片
的第一观感。

8月28日，我国
首部反映城管和摊贩
之间关系的纪录电影
《城市梦》将在全国公
映，影片讲述了一位
河南老人王天成如何
为自己的“城市梦”在
武汉打拼，而武汉城
管部门又在不经意间
迎接了堪称职业生涯
中最严峻的挑战之
一。

刚开始，也许观
众会带着某种固有观
念去看电影，但随着
剧情的发展，观众们
紧绷的精神会逐渐放
松，脑海中的观念也
会随之改变，会对“城
管”的印象产生改变，
更会对城市化进程下
人们的拼搏精神感同
身受，电影展现的是
冲突，反映的是善意，
探讨的是人性，因为
故事的结尾并不是一
地鸡毛，而是“男主
角”王天成脸上那一
抹动人的笑意。

日前，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记者采访了
《城市梦》相关主创人
员，听听他们是如何
从艺术的角度来挑战
这次创作的。

纪录片《城市梦》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