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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我国首部反
映城管和摊贩关系的纪录
电影《城市梦》正式上映，8
月30日，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记者在豆瓣电影上看到，
上映三天的《城市梦》豆瓣
评分为8.2分（满分10分），
超过热映大片《八佰》的7.7
分，在同档期电影中，口碑
仅次于9.3分的复映片《盗
梦空间》。

《城市梦》讲述的是武
汉市洪山区城管局二中队
与来自河南的摊贩王天成
一家的“相爱相杀”。王天
成与老伴、儿子、儿媳、孙女
共五口人靠着一个旧报刊
亭谋生。十几年来，他们把
报刊亭改造成杂货摊、水果
摊，占道经营。按照城市发
展规划，王天成摊档所在的
鲁磨路将打造成“珠宝一条
街”，需要彻底清理所有沿
街摊贩，王家和城管中队的
矛盾开始升级。整个过程
中，城管中队坚持文明执
法，积极协助解决王天成一
家的难题，帮他们找到新的
生存空间，最终双方达成互
相理解。

据介绍，2019年《城市
梦》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首
映时就曾引起轰动，收获良
好口碑；在电影上映之前的
城市点映中，《城市梦》又凭
借过硬的质量收获了一批
国内粉丝。8月28日，《城
市梦》首日上映的豆瓣评分
为7.7分，8月 30日已跃至
8.2分，超过了7.7分的《八
佰》、5.1分的《我在时间的
尽头等你》、6.4分的《电力
大战》及 4.6 分的《荞麦疯
长》，成为目前上映新片中
口碑最好的电影。

有影迷表示：“诙谐与
闹剧贯穿全片，看预告片的
时候只想着这是一部反映
中国城市内摊贩与城管之
间拉扯的现实纪录片，但随
着影片的深入我们发现真
正的含义是在讲家乡与城
市，过去与未来的关系。”也
有影迷评价，看起来是小贩
抗争史，背后是近数十年大
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以
工作换取在城市落脚机会
的变迁，“从这个角度来看，
《城市梦》早就已经走出了
城管和摊贩之间的矛盾，反
思了如火如荼的城市建
设”。

网友评分8.2分

《城市梦》
口碑超过
《八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实习生 郑艳

形象大使
为何选择刘昊然？

刘昊然，1997年10月
10日出生于河南省平顶山
市，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表演系本科。2014年，主
演电影《北京爱情故事》正
式出道，凭借该片提名第
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
佳新人奖。电影节郑州执
委会认为，刘昊然的成长
和进步有目共睹，他身上
所蕴含的阳光、务实、真诚
等气质，与郑州这座高质
量、快速度发展的城市气
质十分契合。

此次为家乡代言，刘
昊然用心诠释城市与电影
的关系，在电影节形象代
言片中，他讲道：“如果将
华夏历史浓缩进电影胶
片，最先在银幕上绽放光
彩的地方一定是郑州，40
年前的一部电影，将少林
寺从黄河沿岸带到世界眼
前，如果将聚光灯打向郑
州，明亮光束下，一座日新
月异的国家中心城市轮廓
渐显，这里是交通枢纽之
城，蓝图已绘就，郑州用包
容兼并变化，如果将镜头
对准郑州，时光会为你讲
述属于一座城市的温暖，
街头巷尾一砖一木，都融
进了历史的一环，黄河长
啸，嵩山相和，五千年的华
夏文明在这里繁衍，大河
儿女被孕育出独一无二的
亲和力。”

在宣传片中，刘昊然
来到郑州经六路郑品书
舍，品尝咖啡、翻阅书籍。
镜头一转，他骑着单车穿
梭于郑州的大街小巷——
嵩山南路、淮河西路，经七
路、纬一路，这是写就在郑
州道路里的山川河流……
刘昊然用年轻的热切打量
着郑州，郑州以古朴的韵
律回应年轻人的凝视。嵩
山新雨的诗意，黄河漫步
的闲情，商城墙上历经
3600年的隔世沧桑，故里
的土地孕育根的气息，这
一切就像是电影，甚至比
电影更精彩。

视觉海报有何寓意？

今年金鸡百花电影节
的视觉海报让网友感到惊

艳，也成为近年来口碑最
好的金鸡百花电影节海报
之一。据介绍，今年的主
视觉海报由来自荷兰的
LAVA设计团队创作，以
期寻求中国文化在世界语
境上的完美表达。

主体形象选择大鼎作
为背景，以“百花齐放春满
园”为灵感，延展“希望”的
意境，秉承简约、大气的风
格，通过花蕊的色彩变幻，
突显“心灵故乡光影盛宴”
的意境。各种线条构成的
花朵造型，犹如滔滔黄河
奔涌出的浪花，又如大美
河山孕育出的奇花，张开
的花瓣像放映机投射出的
光芒，拥抱来自五湖四海
的电影人，以此传达“文明
之花赋予电影生机和活
力”的温暖寓意。

“郑州之眼”设计灵感
来自3000年前？

郑州厚重的文化在本
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体现
得淋漓尽致，此次 Logo

“郑州之眼”的设计灵感就
来源于商代青铜重器杜岭
方鼎上的饕餮纹，有专家
分析，饕餮纹中对眼睛的
强调，与太阳有关，寓意

“光明”。
杜岭方鼎，1974年发

现于郑州杜岭街，方鼎一
共有大小两件，杜岭一号
现藏于国家博物馆；杜岭
二号由河南博物院收藏，
是该院的“九大镇院之宝”
之一。文字的使用、成熟
的制度，还有青铜器的出
现，是全世界公认的人类
跨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中
国更是将青铜器视为国家
象征。

杜岭方鼎是人类所能
认知的年代最早、体量最
大、铸造最为完美、保存最
为完整的青铜重器。在中
国乃至世界古代文明探索
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
义。另外，在现代语境里，

“问鼎”也比喻在比赛或竞
争中夺取第一名或优异成
绩。这个内涵，刚好契合
将在郑州揭晓的大众电影
百花奖。在饕餮纹的基础
上，Logo还将中间的图案
化作为奖杯，并巧妙地将

“郑州”二字嵌入其中。

影迷能去现场观看吗？

按照百花奖的规则，终评将由101名观
众评委在9月26日晚于郑州举行的颁奖典
礼现场，以按表决器的方式投票产生。东
道主郑州有5个名额，他们将代表郑州，亲
临电影节现场，为自己喜爱的电影、演员投
票，在颁奖典礼现场以按表决器的形式决
定各大奖项的最后归属。观众评委选拔决
赛已于8月28日举行完毕。

当不了观众评委，咱们能买门票以普
通观众身份去现场吗？截至目前，官方未
公布门票等相关消息。

活动招募志愿者吗？

目前活动志愿者招募相关信息还未对
外公布。但是，在厦门举办的第28届中国
金鸡百花电影节、佛山举办的第27届中国
金鸡百花电影节均招募近600名专业青年
志愿者，所以，今年咱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提名名单，你选谁？

据介绍，本届百花奖入围影片共 189
部。《我不是药神》《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
地球》《我和我的祖国》《少年的你》获最佳影
片提名。肖央、张译、张涵予、周润发和黄晓
明将角逐最佳男主角，张静初、周冬雨、章子
怡、惠英红和谭卓将竞争最佳女主角，陈国
辉、郭帆、曾国祥等将角逐最佳导演。此外，
易烊千玺和文牧野等获得最佳新人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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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9日，2020年中国金

鸡百花电影节暨第35届大众
电影百花奖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

行，正式宣布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
影节暨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于9
月24日~26日在郑州举行。

本届电影节形象大使由河南籍青年演
员刘昊然担任。郑州将迎来属于自己的
电影盛会，河南影迷反响空前热烈，认
为刘昊然的青春形象能够凸显郑州
气质，同时刘昊然也在宣传片中

解释了金鸡百花与郑州结
缘的原因。

延伸

郑州之眼

形象大使刘昊然 电影节郑州执委会供图

电影节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