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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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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我公司位于成都市高

新区锦尚 天 华 1 栋 3 层 2 号
（613.23平方米）商业物业进行
招租， 本次招租标的物概况具
体详见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官方网站：http://www.
cdggzy.com

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穿越时空的呼唤》于2017年正式
开始拍摄，前前后后一共花费了3年时
间。影片开拍之前，章家瑞带所有主要
演员去三峡、去航道上体验生活，一起
围读剧本研究人物，“沉淀到当地去，
拍出来的质感才更加真实、细腻、贴
切”。影片准备期间，章家瑞共采访了
100多名航道员：“我觉得不管在哪个
行业，人性都是共通的。航道员在三峡
工作，由于工作特殊，他们也有特殊的
情感表达方式，有的人就靠船上的信
号灯来表达爱情，这种特殊的方式真

的令人感动。”
提起为何选用姚笛担任影片的女

主角，章家瑞表示：“ 姚笛和我很早就
认识，我很喜欢她演的电视剧和电影，
她骨子里有股力量，她的角色很难演，
要扮演两个角色，跨度很大。她虽然看
上去比较瘦弱，但骨子里劲很强，事实
证明她的表演还是很出色的。”

章家瑞和王小帅、娄烨等同为第六
代导演，他也谈起中国电影的现状，“我
接下来的电影还是围绕着女性电影来
做，我现在很矛盾，可能第六代导演都

面临着转型，市场太无情了，如果票房
惨败会给投资方带来挫败感，很多人说
文艺电影大家在电脑上看看就可以了，
所以我会尝试下在影片类型上的转变。
章家瑞透露，“接下来我可能拍一部带
有悬疑的喜剧，不会是一个看热闹就完
了的电影。我不是除了拍文艺电影就不
会拍别的电影的导演。”

据悉，《穿越时空的呼唤》有望明
年年初与全国观众见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
豪 上海摄影报道

谈创作 想拍80年代的爱情故事 充满理想主义、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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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导演章家瑞畅谈创作：

第六代导演都面临转型的尴尬

提起导演章家瑞提起导演章家瑞，，很很
多影迷都不陌生多影迷都不陌生，，他是成他是成
都人都人，，第六代导演第六代导演，，章家瑞章家瑞
导演代表作品导演代表作品《《诺玛的十诺玛的十
七岁七岁》《》《芳香之旅芳香之旅》《》《迷城迷城》》
等曾获国际大奖等曾获国际大奖。。第第2222届届
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举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举
行行，，本届上海电影节将爱本届上海电影节将爱
情片情片《《穿越时空的呼唤穿越时空的呼唤》》作作
为开幕片为开幕片，，该片的导演正该片的导演正
是章家瑞是章家瑞。。昨日昨日，，导演章家导演章家
瑞瑞、、制片人香墨接受成都制片人香墨接受成都
商报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专访红星新闻记者专访，，
透露拍摄影片幕后故事透露拍摄影片幕后故事。。

对话乌拉圭豪门民族队总经理：

苏亚雷斯是
乌拉圭历史上最好的前锋

北京时间6月21日，美洲杯
爆冷，乌拉圭2比2被日本队逼
平。乌拉圭是美洲杯捧杯次数
最多的国家，历史上已经15次
夺得美洲杯冠军，但他们上次
夺得美洲杯要追溯到2011年。
虽然此战只拿到1分，但在豪
门球队巴西和阿根廷开局跌
跌撞撞的衬托下，天蓝军团乌
拉圭还是被不少人贴上了夺
冠大热门的标签。

同为南美三强之一的乌拉

圭是一个视足球如生命的国度，
尽管乌拉圭获得了1930年第一
次世界杯的冠军，但随后的85年
里，巴西和阿根廷逐渐成长为足
球世界的中流砥柱，这个世界仍
然在等待乌拉圭巨人的觉醒。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近日专访了乌拉圭豪门民族俱
乐部总经理塞巴斯蒂安·塔拉马
斯科，由他揭秘乌拉圭是如何培
养出弗兰、卡瓦尼、苏亚雷斯这
些神锋的。

乌拉圭队被日本队逼平乌拉圭队被日本队逼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请你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塞巴斯蒂安：我此前踢过
球，但很早之前就退役了，我于
2014年进入乌拉圭民族队工作，
现在担任总经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有着
“中国男孩”之称的雷科巴去年
曾竞选乌拉圭民族俱乐部主席，
他成功了吗？

塞巴斯蒂安：雷科巴青年时
代曾加盟过乌拉圭民族俱乐部，
他对俱乐部有很深的感情，去年
雷科巴尽了很大的努力竞选俱
乐部主席，但他没有成功，要知
道乌拉圭民族俱乐部是乌拉圭
的豪门，俱乐部主席竞争非常激
烈，竞选失败后，雷科巴目前没
有进行足球方面的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乌拉
圭是国际足坛的劲旅，你们在青
训方面有什么秘诀？

塞巴斯蒂安：乌拉圭有踢球
的传统，我们所有的孩子都玩足

球，每个乌拉圭男孩在会走路以
后，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第一个礼
物基本都是足球。而且乌拉圭的
人口分布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
约有一半都在首都蒙得维的亚
居住，而甲级和乙级联赛总共30
支球队当中，有24支位于蒙得维
的亚，俱乐部各梯队之间的交流
非常方便。

近年来乌拉圭足球教父塔
瓦雷斯做了很多对青训有益的
工作，他2006年上任后，除了担
任国家队主教练，还兼任青少年
梯队负责人，这在南美国家的主
帅中是绝无仅有的。塔瓦雷斯在
乌拉圭青训体系中最大的突破
是全面引入U15年龄组赛事，在
乌拉圭国内普及了这个年龄组。
苏亚雷斯就是在他的任上上演
了国家队首秀。民族俱乐部从一
开始就形成了青训的体制。我们
培养了非常多的好球员，其中最
著名的是苏亚雷斯。

踢足球是乌拉圭的传统
民族俱乐部从开始就有青训体制

苏亚雷斯成为小球员的榜样
也是乌拉圭历史上最好的前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苏亚
雷斯在14岁的时候加入了乌拉
圭民族青年队，俱乐部会以他的
经历来激励这些球员吗？

塞巴斯蒂安：苏亚雷斯是球
探威尔逊·皮雷斯带到民族俱乐
部青训营的，当时没人知道他能
取得现在的成就，但现在所有的
小球员都以他为榜样。如所有在
海外效力的乌拉圭球员一样，苏
亚雷斯对民族俱乐部非常有感
情，2017年，苏亚雷斯和家人一
起还出席了民族俱乐部以苏亚
雷斯命名的新训练场开幕仪式，
在现场他感动落泪，也以自身经
历向小球员进行了激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有没
有关于苏亚雷斯的故事留传下

来？
塞巴斯蒂安：苏亚雷斯是一

个非常活跃，性格非常开朗的球
员，他不是首都蒙得维亚本地
人，但球场上的苏亚雷斯屡次闯
祸。皮雷斯曾向媒体披露，“苏亚
雷斯超爱数学。他从不抱怨数学
家庭作业，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
科目。如果他没有成为职业球
员，我认为他应该会是一个很成
功的会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苏亚
雷斯是现在乌拉圭民族俱乐部
培养的最有名的球星了，对于他
你有怎样的评价？

塞巴斯蒂安：他是一名非常
重要的乌拉圭球员，也是乌拉圭
历史上最好的前锋。

足球风格自成一派
要突破强硬后卫前锋必须更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乌拉
圭盛产世界顶级前锋，而雷科
巴、苏亚雷斯这些前锋都是从乌
拉圭民族队出道，在前锋培养上
乌拉圭民族队是如何做到如“生
产线”一样的效果？

塞巴斯蒂安：我们非常注重
传承，一直在给小球员灌输一种
理念，就是要有良好的行为举
止、对人尊重、认真学习，这些对
于足球运动员都是非常重要的
品德。而乌拉圭的足球风格自成
一派，既能在球场上展现艺术，
也能拿出别人不具备的硬度防
守展开限制。乌拉圭的后卫球员
非常强硬，前锋为了突破防线必
须战胜这些强大的后卫，在强捍
后卫的磨砺下，前锋的水平能飞
速提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乌拉
圭民族俱乐部的孩子一般是从
几岁开始进行足球训练呢，这个
训练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

塞巴斯蒂安：俱乐部的孩子

从九岁开始进行足球训练，他们
之中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和家人
在一起，来俱乐部训练是免费
的。目前俱乐部有二十几位孩子
家不在本地，他们就住在俱乐部
里，这些孩子的住宿、足球装备
和食物都免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一位
乌拉圭民族俱乐部的小球员每
年会进行多少场比赛？

塞巴斯蒂安：一年35场各种
比赛，他们每天会进行2个小时
的训练，有时早上，有时下午或
晚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有没
有什么建议给中国的足球青训？

塞巴斯蒂安：中国应加强球
队的青训建设，孩子是足球这项
运动的基础。乌拉圭民族俱乐部
有120年的历史，而中国青训才
起步没多久，目前中国青训已经
有了一些改变，慢慢地就会产生
好的球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6月23日晚，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
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各大奖项一一
揭晓，96岁高龄的常枫凭借《拂乡心》获得金爵
奖最佳男演员奖。

今年的上海电影节，共15部作品入围金爵
奖主竞赛单元，其中三部中国影片入围：大鹏、
欧豪等主演的《铤而走险》，秦海璐导演作品

《拂乡心》，郝蕾、金燕玲主演的《春潮》。
96岁常枫上台领奖发表获奖感言：“我年

纪大了，记忆力不好了，说话也啰里啰唆，今天
上海国际电影节好像跟我有一个默契，刚才主
持人介绍了，我已经96岁了，这么大年纪，我能
够站在这领奖应该是（因为）年纪大了，非常不
容易，我特别谢谢各位评审。”主持人透露，秦
海璐导演说拍《拂乡心》时有一天拍到凌晨2点
多，常老回去后还喝了点小酒，因为他认为那
天的戏是最重的戏，有点压力，拍完了才如释
重负。演了70多年戏，常枫依然对每一个角色、
每一场戏都那么重视。主持人表示，期待常老
能继续演戏，能再回到上海开百岁宴。

由秦海璐首度执导并联合杨晓丽编剧，常
枫、葛蕾、雷恪生、梁丹妮、桑茗胜主演，宋少
卿、屈中恒、杨洁玫、闫勤特别出演的电影《拂
乡心》，曾在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进行
展映，并举办主创映后见面会及新闻发布会。

展映当天，最令现场观众感到欣喜的是，影
片男主角，已经96岁高龄的华语最年长影帝常

枫也同其他主创一起登台，与影迷零距离互动。
在被问及缘何息影多年后，决定出山为秦海璐
导演首秀担纲男一号，常枫幽默透露合作趣事：

“我是1923年生人，生在东北哈尔滨，我现在这
么大年纪了，还在新时代里面混，觉得非常惭
愧。这部戏让我有机会认识秦海璐导演，我们第
一次见面后她跟我说：‘虽然这个剧本还没有写
好，但我早就预定了你要演蒋生这个角色，我就
看你顺眼。’”谈到决定出演本片，常枫不忘打
趣：“但等我拿到这个剧本之后，不仅这个剧本
让我喜欢，我也喜欢蒋生这个角色。我考虑再
三，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勉强就接受了。”

96岁高龄的常枫在发布会曾宣布此番出演
蒋生是自己的封箱作品：“这是秦海璐导演的处
女作，也是我的封箱之作了。我一定要把这个角
色演好，尽我自己最大努力去做。秦导演很高兴
我们这次的合作，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

《拂乡心》将于2019年9月12日全国上映，作
为秦海璐导演处女作，是秦海璐继编剧、主演《到
阜阳六百里》后，打造的“归乡三部曲”之第二部。

本届上海电影节其他奖项方面，最佳影片
花落《梦之城堡》；96岁中国演员常枫（《拂乡
心》）与伊朗演员哈迈德·贝哈德（《梦之城堡》）
同获影帝；Salome Demuria凭《呼吸之间》获影
后；中国电影《春潮》获最佳摄影；汤浅政明《若
能与你共乘海浪之上》获最佳动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上海报道

96岁常枫获影帝：

这是我的
封箱之作

第第 2222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金 爵 奖 揭 晓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金 爵 奖 揭 晓

金爵奖最佳影片：《梦之城堡》
评委会大奖：《呼吸之间》
最佳导演奖：《梦之城堡》雷萨·米尔卡里米
最佳男演员奖：《拂乡心》常枫&《梦之城堡》哈穆德·贝哈德
最佳女演员奖：《呼吸之间》Salome Demuria
最佳编剧：《兄弟会》亚历山大·龙金&帕维尔·龙金
最佳摄影：《春潮》杰克·波洛克
最佳动画长片：汤浅政明《若能与你共乘海浪之上》
艺术贡献奖：《木生日光下》
最佳纪录片：《时间之桥》

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完整获奖名单：

除了是本届上海电影节的开幕影
片，《穿越时空的呼唤》也入围本届电
影节的“传媒关注”单元，与其他11部
入围电影共同竞逐单元大奖。《穿越时
空的呼唤》由姚笛、宋宁峰领衔主演，
夏梓桐、彭梓洋、陶然等主演，《粉红女
郎》中“男人婆”张延特别出演。

影片讲述90后海归艾米（姚笛饰）
出生在单亲家庭，她从已故母亲的日

记中发现了亲生父亲的线索。她决定
沿长江去寻找父亲的下落，而之前因
误会她自杀而突然出现的流浪歌手涛
（宋宁峰饰）告诉她，他可以为她引路。
长江沿途艾米通过不断地调查，逐渐
找到了父亲失踪的真相，揭开三十多
年前航道学院四个男女大学生一段不
为人知的情感秘密。与此同时，艾米也
发现涛背后隐藏的不寻常身份……

章 家 瑞 毕 业 于 四 川 大 学 哲 学
系，谈起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他表
示，“我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
生，一直想拍80年代的爱情故事。影
片主要的故事写了80年代几个大学
生的爱情，关于他们的青春、事业、
命运、梦想。”在章家瑞的记忆中，这
个年代是最具有理想主义、英雄主
义情怀的时代。

谈题材 不是一部穿越剧 聚焦两代人的情感隔阂
《穿越时空的呼唤》片名听起来有

点像穿越剧，是否担心会被观众误解，
章家瑞表示，“其实片名也有担忧，穿越
剧已经被搞烂了，很多人听到都本能地
抵触。其实我们不怕，内容和片名是符
合的，我们的内容决定了这部电影这么
去叫他。一个是当下的90后这条线，一
个是上世纪80年代的平行线，这两代人

是父辈和子女之间的沟通共振，现在年
轻人可能不太了解父辈的经历和付出，
父辈也不是很了解子女的生活状态，两
代人之间的一些隔阂一直是我关注的，
就像在他们两代人的呼唤中找到理解
和思量，情感的舒缓和舒展都决定了片
名有一定的含义，看完了他们会觉得这
个名字是适合这部电影的。”

为了让影片更适合年轻观众观
看，章家瑞在电影中加入了奇幻的手
法，不到最后一刻，观众不知道最后的
秘密，章家瑞说，现在的文艺电影不能
说不被观众接受，文艺电影范围在扩
大，《何以为家》票房3亿，说明电影讲
故事很重要，电影的故事要讲好，拍摄
手法上也要接近观众的观影习惯。

谈现状 第六代导演都面临转型 会尝试转变影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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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家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