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1日，根据川航3U8633航班
机组成功处置高空险情真实事件改
编的电影《中国机长》，其主创人员回
到故事的发生地之一成都，举行了盛
大的提前观影和媒体见面会。出品
人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导演刘
伟强、监制李锦文，领衔主演张涵予、
欧豪、杜江、袁泉、张天爱、李沁，主演
雅玫、高戈等一同亮相。活动现场星
光熠熠，主创们分享了电影幕后的故
事，并向中国民航英雄机组致敬。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观影活动就
连电影票也别出心裁地制作成登机
牌的样式，航班号、登机口、座位号一
应俱全，邀请蓉城观众提前“登机”。
在120分钟的观影时间里，大银幕上
险象环生，观众的情绪也随之波澜起
伏，有观众点赞这部影片“有好莱坞
水准的惊险效果”。

还原真实万米高空遇险情
2018 年 5 月 14 日 ，四 川 航 空

3U8633航班机组执行飞行任务时，
在万米高空突遇驾驶舱风挡玻璃爆
裂脱落、座舱释压的极端罕见险情，
生死关头，英雄机组正确处置，最终
让飞机平安备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确保了机上全体人员的生命安全，创
造了世界民航史上的奇迹。

为了还原这个真实的故事，剧组
不仅1：1造了一架模拟飞机，还辗转
重庆江北机场、成都双流机场、拉萨
贡嘎机场实地拍摄，记录机场的繁忙
景象和旅客的出行百态。

真实事件中，9名英雄机组成员
凭借高超的专业素养，拯救了全机
119名乘客。为了还原真实情况，剧
组特地挑选了119名年龄和职业各异

的演员，全程跟组拍摄。导演刘伟强
透露：“这次群演挑选的标准很严格，
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等疾病患者一律
不行，因为演员们每天要坐在轰鸣、
抖动、翻转的模拟机舱里面，就像坐
过山车、跳楼机一样，身体要承受得
住才行。”

豪华阵容多亏刘传健指导
为了帮助演员们快速入戏，主创

团队除了安排专业的训练之外，还在
开拍前多次到成都与川航机组人员
交流。张涵予、欧豪、杜江、袁泉等演
员都与英雄机组成员的原型人物加
了微信，遇到把握不准的细节，就请
当事人指导。

曾在《集结号》《湄公河行动》中
塑造了硬汉形象的张涵予，坦言这次
扮演川航英雄机长刘传健挺有压
力。“从导演到演员都很克制，我们没
有刻意煽情，尽量让所有细节令观众
信服，最大可能还原这个真实的故
事。”张涵予说。

此外，欧豪在片中差点被吹出机
舱驾驶室，令观众揪心不已。他透
露，拍摄现场有6个巨大的鼓风机，风
力大概八级，吹得他差点飞起来。“命
悬一线的关头，那种绝望的感觉特别
强烈。”欧豪说，英雄机组的敬业精神
让他十分感动。

倍感亲切满满的四川元素
无论是双流机场川流不息的旅

客，还是群众演员一口地道的四川
话，以及机组成员心心念念的火锅，
片中满满的四川元素，让成都观众在
观影时倍感亲切。

主创团队之中，饰演空姐的雅玫是
地道的川妹子。她大方分享，拍摄间
隙，作为东道主的她经常带大家寻找美
食，曾经创下连吃三天火锅的纪录。

而刘传健机长也对该片表达了
很高的期许：“相信电影《中国机长》
会感染大家，希望大家到电影院去看
《中国机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恩湖曾洁

大美高原！回到香格里拉：
林跃藏地油画巡展首登拉萨
拉萨，2019年9月21日——香格里

拉，一个“品牌灵感来自《消失的地平线》
中传奇之地”的居所，用“香格里拉”这个
名字代表酒店及度假酒店享誉国际的宁
静氛围与卓越服务；“东方画獒大师”林
跃，一个行走高原30多年的艺术家，被茫
茫大美征服后，他的油画创作题材几乎
被青藏高原的生命之美所承包。一股不
可阻挡的力量，将林跃与香格里拉酒店
集团紧密相连。

9月至10月，香格里拉酒店携手著名
画家林跃，在拉萨、迪庆、成都三地举办

“回到香格里拉——林跃藏地油画巡
展”，共同守护那片人间难得的净土。开
幕式于9月21日在拉萨香格里拉大酒店
举行，一场来自高原的艺术盛宴就此拉
开帷幕。

三地画展观众均可免费参观，欢迎
大家共赴这场艺术盛宴。同时，拉萨、迪
庆、成都三地香格里拉大酒店倾情推出

“回到香格里拉”主题客房套餐，为旅客
们带来一场探索之旅，一起寻找心中的
香格里拉。套餐可通过飞猪平台预订。

“回到香格里拉”林跃藏地油画巡展首站在拉萨香格里拉大酒店展出。

画家林跃在拉萨香格里拉大酒店向现场嘉宾分享创作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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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汤晨）9月21日，阴
雨绵绵的成都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大晴天，
ATP成都公开赛挥拍开赛。本次比赛吸引
了多名世界男子网坛的高手。其中，刚刚在
美网击败费德勒闯入四强的保加利亚名将
迪米特洛夫也将登场。下午三点正赛的抽
签仪式进行，英国一哥埃德蒙德和中国选手
李喆作为嘉宾参与抽签。

来自英国的凯尔·埃德蒙德表示，这是他
第二次参加ATP成都公开赛，他很喜欢这座
美丽的城市。在成都，他遇到的所有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都非常亲切友善，很享受来这里比赛
的感觉。对于比赛预期，他说只要上场，就会
以胜利为最终目标。抽签仪式结束后，埃德蒙
德还和现场热情的球迷们签名合影留念。

本次成都公开赛，中国选手李喆幸运地

获得了赛事的外卡。李喆说，他很珍惜这得
来不易的机会，很喜欢成都网球公开赛的氛
围，成都的场地条件也很符合他的战术打
法，他希望能够突破自己，取得好成绩。此
外，他也希望网球爱好者们可以多多关注和
支持中国男子网球。

当天资格赛中，前年冠军、乌兹别克斯
坦选手伊斯托明和去年冠军托米奇狭路相
逢，遗憾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托米奇在比
赛中途因身体不适退赛，伊斯托明赢得了这
场“前任冠军对决”。

9月21日和22日是本次公开赛的资格
赛，23日正赛将开打。在正赛的抽签结果揭
晓后，高排位的种子如美国大炮伊斯内尔和
人气颇高的迪米特洛夫，首轮都将轮空，静
候对手的产生。

9月19日，来自美国的摄影师欧阳凯在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川西高原贡嘎环
线，耗时近11小时，以60公里越野跑的方式，
沿途拾捡垃圾，以此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

这已是欧阳凯自2018年之后，第二次来
贡嘎山捡垃圾。他希望在即将到来的国庆
假期，大家出游途中也和他一样爱护环境。

初识贡嘎他被雪山彻底震撼

欧阳凯是一名定居成都的90后摄影师，
他的作品曾登上《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和美
国《国家地理》官网。

2010年，欧阳凯考取美国明尼苏达州圣
奥拉夫学院，因为酷爱摄影，他被学校的一
个网站雇为校园摄影师。2014年，欧阳凯考
取奖学金来到北京大学念中文硕士课程，按
照规划，他的研究方向和摄影并不相关。

去过近30个国家的欧阳凯，来到中国
后，先后在北京、上海、珠海等地生活，中国
的大山大河和自然风光让他着迷。

2014年，欧阳凯第一个知道的徒步路线
就是四川的贡嘎环线。2015年初，在成都锦
里看到一个有关横断山脉的摄影展，他更是
为之癫狂，“完全没想到这样壮阔的景观，居
然离城市如此之近。”

当年4月，欧阳凯约了一个朋友前往贡
嘎山，开始了他和大山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遗世而立的巍峨雪山，彻底将他震撼。

这次，欧阳凯花了6天时间徒步贡嘎环
线。现在，这里已变成了中国最热门的高海
拔徒步路线。

辞掉工作用镜头传播四川之美

从贡嘎返回北京后，欧阳凯进入了毕业
就职的阶段，但他知道坐在办公桌后面，已
经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2016年，欧阳凯辞掉外企工作，准备开
始一场人生冒险。他准备到野外去，利用相
机，将他在中国山水之间感受到的美和震撼
传播出去，“我觉得人们并不了解中国……我
希望可以展示中国的美丽。”除了介绍异国风
俗外，他最大的心愿，是用镜头、文字与户外

探险，向世界分享四川的山野之美。
2017年，欧阳凯重走贡嘎环线，他发现

随着游客增多，乱扔的垃圾也变多了。他觉
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2018年，听从大山的召唤，欧阳凯再次
来到贡嘎山下，这次他的目的是捡随处可见
的垃圾。

边跑边捡高海拔山区奔跑60公里

“环境被污染后，我们在野外不能饮用
天然水源；塑料垃圾不可降解，会影响城市
饮用水，甚至会流到冰川海洋里，动物误食
垃圾甚至会死亡。”“贡嘎环线是我走过的最
美徒步路线之一，这样被破坏太可惜。”欧阳
凯希望以一己之力，带动大家一起保护贡嘎
环线之美。

9月19日清晨，欧阳凯带了很多高热量
的食物补充体力，甚至还有中秋节没有吃完
的月饼。60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这
对他的身体极限是一个考验。但当他收拾了
一口袋垃圾之后，他认为一切辛苦都很值得。

跑步途中，欧阳凯也欣喜地遇到当地一
家青年客栈组织的志愿者捡拾垃圾。“虽然
我个人捡不完贡嘎环线的垃圾，但是希望我
可以通过这60公里的汗水，带动更多的人和
我一起保护环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涛

9月21日晚，由中国作家协会、海南省委
宣传部指导，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三沙
市委市政府、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的

“我向新中国献首诗”诗歌朗诵音乐会暨颁
奖盛典在三亚红树林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来
自全国的获奖诗人、知名朗诵艺术家、演员
欢聚鹿城，以诗歌的力量，以满怀的深情，向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海南省委常
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海南省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肖莺子等出席晚会并为获奖诗人
颁奖。 李少君、梁平、刘立云、曹宇翔、董国
政、邓凯、梅国云等著名诗人出席颁奖典礼。

晚会围绕爱国情怀，设置“致·我们走在
大路上”“赞·在希望的田野上”“梦·再一次
出发”三大篇章，创作编排了20个融思想性、
艺术性、时代性、观赏性为一体的节目，通过
诗朗诵、大型舞蹈、歌曲串烧等形式，展示

“我向新中国献首诗”大型诗歌征集活动结
果，颂扬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人民生活幸
福美满的景象。

乔榛、瞿弦和、张筠英、刘纪宏、胡乐民、
康庄、侯京健、朱琳、张宏等重量级朗诵艺术
家及知名演员济济一堂，联袂献演，声情并
茂的朗诵为观众们带来精彩的视听享受、丰
厚的精神洗礼和激荡的爱国情怀。

“我向新中国献首诗”全国诗歌征集活
动于2018年12月14日启动，历时七个月，共

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诗人和诗歌爱好者近12
万首诗歌作品。晚会现场揭晓了一、二、三
等奖获奖作品，其中王二冬的《快递中国（组
诗）》、谢宜兴的《宁德诗篇（组诗）》获得一等
奖。四川诗人阿芦、阿根获得二等奖，另一
位四川诗人廖淮光获得三等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张杰 实习生张谌

美国小伙跑步60公里
沿贡嘎环线捡垃圾

他希望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大家出游途中爱护环境

《中国机长》来蓉
成都影迷持“登机牌”观影

全明星阵容亮相，刘伟强张涵予袁泉领衔分享幕后精彩

“我向新中国献首诗”诗歌朗诵音乐会
暨颁奖盛典在三亚举行

ATP成都网球公开赛抽签揭晓
迪米特洛夫率男子网坛众多高手齐聚蓉城

2018年，欧阳凯在贡嘎山日乌且捡垃圾。图由受访者提供

涉嫌醉驾张鹭被取消国脚资格并停赛
“国门”张鹭因涉嫌醉驾，9月21

日受到中国足协和天津天海俱乐部
的严惩。

中国足协在处罚决定中说，立即
取消张鹭在中国国家队的集训、比赛
资格，停止参加中国足球协会举办的
所有正式足球活动，并将依据有关部
门的正式处理结果，做出进一步的严
厉处罚。

同时，由于天海俱乐部球员在过
去两年多次出现涉嫌醉驾的违法行
为，中国足协决定对天海俱乐部提

出通报批评，责成俱乐部对日常管
理进行整改，并向中国足协提交整改
报告。

处罚决定称，对于国家队管理出
现的问题，责成国家队领队刘殿秋做
出深刻检查。同时以此为戒，进一步
加强对国家队的管理，强化球员个人
修养和素质水平的提高。

对于张鹭涉嫌醉驾，天海俱乐部
也对其做出停薪、停训、停赛的处罚
决定。

根据天津警方 21 日上午发布

的情况通报，9 月 18 日 22 时 52 分
许，公安交管部门在河东区六纬路
与东兴路交口夜检时，查获张某涉
嫌醉酒驾驶机动车（现场呼气式酒
精检测结果为 191.2mg/100ml），
随后鉴定部门出具的《司法鉴定意
见书》显示，张某血液中酒精含量
为 253.3mg/100ml。目前，张某因
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公安河东分
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据新华社

扮演川航英雄机长刘传健的张涵予。

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阎晶明
（左）为一等奖获奖者颁奖。

欧阳凯希望用镜头、文字向世界分享四
川的山野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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