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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3月4日放映安排（主城区及天府
新区每周三、周日放映，二三圈层区（市）县每
周日放映）：

影片名为《人怕出名猪怕壮》，放映影城包
括太平洋影城（春熙店、王府井店、川师店、新
城市店、金沙店、沙湾店、金色海蓉店、武侯店、
紫荆店、蜀西店、温江店、龙泉店、新津店、崇州
店、彭州店、都江堰店、邛崃店、简阳德盛店）、
万达影城（锦华店、金牛店、成华店）、峨影1958
电影城、和平电影院、卢米埃影城（龙湖店）、东
方世纪影城、星美学府影城、339电影城（新时
代高塔）、影立方773IMAX影城、保利国际影城
（奥克斯店）、星美国际影城（戛纳店、双流店、
蒲江店）、越界影城郫县店、中影飞尚国际影
城、青白江英凰影城、九州国际影城、西岭国际
影城等。（注：个别影院因节目原因会存在放映
影片与影讯不符，请以实际放映为准）

了解详细信息请关注官方微信“文化成都”。

公益电影影讯

25日，随着广西崇左市大新县监察委员会
挂牌成立，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各级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完成，
这标志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迈过关键性节点。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
治体制改革，目的是为了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依法建立党统一领导的反腐
败工作机构，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
员监察全覆盖。

2016年11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大幕正式
拉开。改革以北京、山西、浙江3省市为首批试点，
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党
的十九大对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出战略部
署，提出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
市、县监察委员会。2017年10月23日，中央办公厅
印发《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试点方案》。随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次会议通过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
组建工作与地方人大换届工作紧密衔接。

2018年2月11日，青海省监察委员会领导
班子成员全部产生。全国省级监察委员会全部
成立；2月13日，河北唐山市监察委员会挂牌。
全国市级监察委员会全部完成组建；2月25日，
广西崇左市大新县监察委员会揭牌。全国省、
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完成。

全国各地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推进，为下
一步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构建起国家、省、
市、县四级监察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一个党
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正
在形成。 据新华社

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影股份有限
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厉害了，我的国》
将于3月2日登陆全国影院。

影片将祖国发展和成就以纪录片的
形式第一次呈现在大银幕上，全面反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了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据
悉，影片展示了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下中国这五年的伟
大成就，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全面建设小
康征程上的伟大奋斗。

如果热血沸腾的《红海行动》还让人意
犹未尽，那么《厉害了，我的国》这部影片也
一定不容错过。电影《厉害了，我的国》不同
于《红海行动》以军人浴血奋战风貌引燃爱
国热情，而是站在更高角度，展现强军背后
的强国之姿和国家的辉煌建设成果。

从片方近日公布的剧照、预告片来
看，影片从圆梦工程、科技创新、绿色中
国等多角度记录下我国的大国风采，场

面震撼恢弘，大国雄姿跃然眼前。影片
运用大量航拍镜头，展现中国桥、中国
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等超级工程
的震撼影像以及背后的故事，将个人在
工作岗位上的奉献和社会发展的内容
有机结合起来，展现生动的百姓生活，
呈现出全国人民积极自信、锐意进取的
精神风貌。此外，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
电望远镜FAST、全球最大的海上钻井平
台“蓝鲸2号”、磁悬浮列车研发、5G技术
等里程碑般的科研成果也将在影片中
一一呈现。

《厉害了，我的国》不仅有宏大工程
背后的故事，还聚焦百姓的生活。影片后
半部分从“小家”的角度切入，讲述平凡
百姓的生活变迁。从基层扶贫工作人员
的生活状况，到筑起世界上最大的人工
林的坝上三代人，再到细致做好入户工
作的健康管理员和保家卫国的威武之
师。生动记录了我国在扶贫、生态文明建
设、医疗保障、国家安全体制等各方面取
得的卓越成就，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在
全面建成小康征程上的伟大奋斗。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刘珂君

电影《厉害了，我的国》
3月2日燃情献映

南京一些组织和人士
欲对“媚日青年”提起公益诉讼

针对两名男子穿着侵华日军军服在南京
紫金山抗战遗址摆拍事件，部分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及遇难者遗属表示强烈不满。记者25日从

“维护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律师大联盟”获悉，
律师们已着手研究启动公益诉讼，并呼吁推进
相关立法。

头戴侵华日军军帽，手持日本军刀，日本“武
运长久”旗帜飘扬，被拍者造型“活泼”，显然以此
为乐，如此逼真的“鬼子秀”并非出现在影视作品
中，而是摆拍于真实的抗战遗址前，引发舆论哗
然，更引发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遇难者遗属的
强烈不满。“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对他们进行教
育。不但教育他们，也要教育有这种思想的年轻
人。”8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德寿说。

对此，南京警方第一时间调查处理，唐某、
宗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因构成寻衅滋事
被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依法分别予以行政
拘留15日。

然而，仅仅一个“寻衅滋事”“行政拘留”，
是否能够真正震慑哗众取宠者？南京市法律援
助基金会理事长、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主
任谈臻表示，南京市律师协会和法律援助基金
会共同发起成立了“维护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
律师大联盟”，近期律师们也从法律层面对此
事展开了热烈讨论，但尴尬的是，国内暂时没
有专门的相关法律，提起诉讼主体、用怎样的
诉讼请求、如何主张权利都面临重重障碍。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吴先斌告诉记
者，他愿意由民间抗馆作为提起公益诉讼的主
体提起诉讼，让两个媚日青年给南京、给全国
人民一个交代。

谈臻认为，提起公益诉讼的目的，不仅是为
了引起全社会关注，更重要的是推动立法，尤其
是在南京这样特殊的城市，应考虑从地方立法
的角度推动否认南京大屠杀等历史真相、亵渎
烈士及抗战遗址等行为刑事入罪。 据新华社

全国31个省区市
三级监察委员会
全部产生

是一个重要的诗歌坐标
草堂诗歌奖，

一千多年前一千多年前，，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诗人杜甫写下诗人杜甫写下
了不朽的二百四十余首诗了不朽的二百四十余首诗。。杜甫草堂也成为千年来成都的杜甫草堂也成为千年来成都的
文化坐标和诗歌符号文化坐标和诗歌符号！！

20182018年年22月月，，由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由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成都市文联指导成都市文联指导，，
《《草堂草堂》》诗刊与成都商报社共同设立和打造诗刊与成都商报社共同设立和打造““草堂诗歌奖草堂诗歌奖”！”！

想要投稿的诗人们想要投稿的诗人们，，赶紧看过来赶紧看过来！！

“首届草堂诗歌奖”得到各界关注
成都商报专访著名诗人吉狄马加

2016年5月，成都市文联创办《草堂》诗刊，致力于传承天府文化，
立足成都，影响全国。一年多来，《草堂》以厚重、大气的诗风，精良、优
美的制作，在诗坛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

2018年2月，由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成都市文联指导，《草堂》诗
刊与成都商报社共同设立和打造“草堂诗歌奖”，旨在弘扬天府文化，
推动华语诗歌的进步和发展，旗帜鲜明地传承杜甫伟大的现代主义
诗歌精神！

“首届草堂诗歌奖”，于2月9日正式发出征稿启事后，得到社会各
界关注。

昨日，成都商报专访了“首届草堂诗歌奖”的评委会主任、中国作
协副主席、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吉狄马加从该奖的亮点、影响谈到评
价的标准以及责任与坚守。

成都商报记者：国内诗歌奖众多，你
认为“首届草堂诗歌奖”有哪些亮点？

吉狄马加：如今，国内重要的刊物、
作家协会，以及民间机构，都有设立各种
诗歌奖项，诗歌奖遍布全国各地，这是中
国诗歌繁荣的一种状态。

而草堂诗歌奖的设立，重要的一个
亮点，是可以推动当代诗歌的繁荣和发
展，把优秀诗人的作品，通过奖项评选

推动，表现出来。我希望通过草堂诗歌
奖的评选过程，能亮出真正优秀的诗
歌，就像草堂诗刊的宗旨一样，“有温度
与质感的大唐风骨”，可以引导诗歌创
作关注现实，反映现实，做到真正有热
度、有力度。严肃评奖过程，把真正的好
诗推荐出来，使得草堂诗歌奖，呈现对
诗歌发展繁荣的品质，就是这一奖项的
标准。

成都商报记者：草堂诗歌奖依托《草
堂》诗刊，2016年5月《草堂》诗刊诞生，谈
谈你对它的了解？

吉狄马加：因为四川成都是中国的
诗歌重镇，《草堂》诗刊在最早创立的时
候我就听说了，但《草堂》创刊之前，我并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所以在第一期出来
后，我就很关注，一直到现在，我认为，目
前在中国的众多诗歌刊物中，它是一个

重要的、有特点的、有分量的重要刊物之
一。《草堂》诗刊还给我留下一个深刻印
象，它很注重诗歌的品质。从创刊到现
在，它比较坚守一种诗歌精神，作品有标
高的作用，《草堂》上会集中发表一些重
要诗人的高质量的作品。主编和编者一
直致力于让它变成高质量的、反映诗歌
整体水平的刊物。所以，我对《草堂》留下
了深刻和美好的印象。

一本诗刊一本诗刊
重要的、有特点的、有分量的贰

一个亮点一个亮点
把优秀诗人的作品表现出来壹

成都商报记者：草堂诗歌奖的设立，将会
给成都这座城市带来哪些影响？

吉狄马加：不谈直接的影响，我认为诗歌
永远是一种间接的影响。成都是诗歌重镇，不
是今天开始，几千年来，四川成都都是诗歌非
常重要的地域。《草堂》举办的诗歌奖，能很好
地推动诗歌繁荣，而诗歌繁荣可以很好和伟大
的诗歌传统续接起来，又能融入当代性，所谓
当代性必须反映现实生活。《草堂》是中国诗坛
重要的诗歌杂志之一，它开设的草堂诗歌奖，
是一个重要的诗歌坐标。它是一个引导诗人关

注现实，关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社会实践。
成都商报记者：据你预计，首届草堂诗歌

奖的举办，会在文学圈乃至普通民众中，产生
怎样的反应？

吉狄马加：客观说，这个话应该留给后来
的诗歌读者，以及关注的诗人朋友来评价。最
重要的就是成果，而成果的评判交由热爱诗
歌的受众，以及诗坛的诗人，包括现实生活中
的人。我来做评价不客观，我也无法在今天做
出评价。但是我也期许，我们草堂诗歌奖，真
正发挥正能量的作用。

一种影响一种影响
能很好地推动诗歌繁荣叁

成都商报记者：作为评委会主任，你更青
睐什么风格的作品？或者你更期待与怎样的
作品相遇？

吉狄马加：当然，我作为评委之一，我个
人希望一些真正反映今天、见证这个时代、反
映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作品，有热度、温度，
反映现实生活力度的作品，能在这一评选中，
推荐出来。

今天，生活在这一伟大的时代，人民创造
美好生活，尤其是在实现中国梦，我们伟大的
民族复兴的历史过程中，我认为应该有诗歌
的声音，让诗歌来呈现这一特点。同时，我认

为，应该有表现人民创造历史新生活的作品，
被这一评奖推荐出来，这是我个人的期望，也
是一种期盼。

成都商报记者：是否对“首届草堂诗歌
奖”有什么寄语？

吉狄马加：我希望草堂诗歌奖，在今天构
建当代诗歌的发展格局中，能发挥一个真正
推动诗歌繁荣发展的正能量作用。

我也希望草堂诗歌奖很好地宣传四川，
宣传成都，更好地推动当代诗歌，走进我们大
众生活，走进人民生活，更好地走向国际，走
向世界。

一种期盼一种期盼
推荐表现人民创造历史新生活的作品肆

成都商报记者：在成都本地生根发芽的
草堂诗歌奖，如何打造出响亮的品牌，产生更
为广阔和深远的影响？

吉狄马加：持之以恒，坚持下去，一届又一
届之后，最终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重要奖项。

不要考虑时间，可能是一年，可能是三

年。中国很多文化品牌不能成为世界性的原
因，就是不能持之以恒。很多知名的文化活
动，都坚持举办了一百多年。所以，不管遇到
什么困难，就是要锲而不舍。只有这样才能成
为国际品牌。坚持就是真正的胜利！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摄影记者 王效

一种坚守一种坚守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就是要锲而不舍伍

《草堂》诗集

文在寅会见朝鲜代表团
朝方说有意与美国对话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 25 日发布消息说，总
统文在寅当天在平昌会见到访的朝鲜高级别
代表团，朝方在会谈中表示“有充分意愿”与美
国展开对话。

据青瓦台发言人金宜谦介绍，文在寅当天
在平昌会见前来出席冬奥会闭幕式的朝方高
级别代表团，双方进行了一小时会谈。

据金宜谦介绍，文在寅在会谈中表示希望
南北关系在更广范围内取得更大进展，朝方回
应说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也有此意。
文在寅说，为改善南北关系、根本解决朝鲜半
岛问题，需尽早开启朝美对话。朝方对此予以
认同，表示朝韩关系应和朝美关系共同发展。

当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
英哲率领朝鲜高级别代表团经由京义线陆路
抵达韩国，参加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代表团成
员还包括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
善权及6名随行人员。 据新华社

如果热血沸腾的《红海行动》还让
人意犹未尽，那么《厉害了，我的
国》这部影片也一定不容错过。

据了解，熊猫道具出自四川省南充大木
偶剧院的工艺师之手，他们始终致力于这项
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大木偶要由人穿着进行表演，所以重量
需要在30斤以下，按照四川南充大木偶剧院
院长唐国良的说法，单是这一项要求就让他
们的团队熬了好几个通宵。

为了达到预期效果，制作团队在选材
上 先 后 尝
试 了 人 造

纸藤、天然白藤、竹篾条、铝合金丝、碳纤
维条、PVC仿真藤条等多种材料，进行了
上百次测试，才最终确定了用铝合金管材
和碳纤维条相结合，配合上LED灯的制作
工艺。

最终版的熊猫道具，高2米35，却仅有20
斤左右的重量，比初期的版本轻了几十斤，连
唐国良也不禁感慨，“没想到大家共同努力，
能做出这么高科技、轻便、同时能达到演出效
果的大道具。” 据新华社

“北京8分钟”闪耀平昌冬奥会闭幕式

熊猫信使 南充制造

25日平昌冬奥会
闭幕式的“北京8分
钟”，不但传递出中国
人民对全世界朋友的
盛情欢迎，更汇聚着熠
熠闪光的“中国智慧”。

表演中，两只憨
态可掬的大熊猫让人
印象深刻（左图），它
们既是文化的使者，
更代表着中国“国宝
级”工艺的传承。那
么，熊猫信使是如何
打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