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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学生资助一体化发展联盟成立

高校新生受助信息可共享
本报讯 （记者 徐瑞哲）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前天签署框架协议，长
三角学生资助一体化发展联盟在沪成立。由
此， 沪苏浙皖建立起受助学生信息共享机制，

2019年秋季入学高校新生的高中阶段受助信
息就能实现共享，并逐步推进各学段受助学生
的信息共享。

2018年仅上海市的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

普通高中，就有 2.3万名幼儿及学生享受资助，

资助金额约 5700 余万元； 中职阶段还有约
21.3万人次享受资助， 资助金额约 3亿元；高
等教育阶段则有 167万人次享受资助，资助金
额更高达 5.6亿元左右。 有了长三角资助育人
重点协作项目， 今年凡考取苏浙皖高校的上海
生源，在考生未向高校报到之前，其高中阶段接
受教育资助的情况， 就到达三省之内录取高校
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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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位学者评出“中国影视影响力排行榜”，《我不是药神》《大江大河》榜上有名

“新口碑时代”催生更多优秀影视作品
本报讯 （记者吴桐）《中国电影蓝皮书

2019》《中国电视剧蓝皮书 2019》前天在第 22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发。 这是北京大学影视
戏剧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
院联合发起的第二届“中国影视年度蓝皮书”

项目。 蓝皮书评选出 “中国影视影响力排行
榜”，电影《我不是药神》《红海行动》《无名之
辈》，电视剧《大江大河》《延禧攻略》《和平饭
店》等榜上有名。通过“影响力”“创意力”“工
业美学”“可持续发展”等关键词，蓝皮书对这
些影视作品进行了案例化的剖析和总结，期
待对艺术生产与产业发展产生指导意义。

“中国影视影响力排行榜”是如何诞生
的？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范志忠告诉记者，来自北京大学与浙江大学
的一千多名相关专业学生，投票评选出候选
年度电影与电视剧各 20部。 年轻人是影视
消费的主力军，其中大学生的审美和喜好尤
其重要。 在学生投票的基础上，50位影视界
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成员最终投票
选出最具代表性的 10部作品，作为年度“十
大影响力电影”“十大影响力电视剧”。

由个案分析年度影视业现象
与现有的一些年度报告重视全局分析、

数据梳理不同，《中国电影蓝皮书 2019》与《中
国电视剧蓝皮书 2019》侧重以个案切入来分析
年度影视业的十大现象。 就像解剖麻雀一样，

蓝皮书为每个案例下了一份“诊断书”，总结并
归纳其核心创意点、 制胜之道或败北之道，研
判其可持续发展性。

现实主义美学的回归、互联网时代的网络
批评影响力、聚焦于互联网的创作题材、宫斗
剧中“爽文化”与游戏升级模式的特征、“重工

业电影”升级所带来的“想象力消费”等议题，

都集中体现在《中国电影蓝皮书 2019》和《中国
电视剧蓝皮书 2019》入选的影视作品案例中。

比如，在“2018中国十大影响力电影排行
榜”上位列第一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在范志
忠看来，就是一部现象级的作品。他说：“这样
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在观众中引起了巨
大的共鸣， 还引发了有关部门的积极呼应，产
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我相信，未来在中国

影视创作中， 现实主义题材将继续作为热
点，诞生更多优秀的作品。”

“口碑”评价体系有待完善
在《中国电影蓝皮书 2019》《中国电视剧

蓝皮书 2019》首发现场，北京大学影视戏剧
中心主任陈旭光和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
研究院执行院长范志忠进行了题为“互联网
时代中国影视创意力、想象力、影响力”的主
旨演讲。 陈旭光认为，2018年中国电影虽行
业遇冷、增速放慢，但在整个互联网语境中，

从电影美学、 文化格局和新导演队伍等来
看，却让人欣喜：现实主义美学崛起且风格
多样， 新主流电影再上台阶，“想象力消费”

时代登临。当下网络影评、评分网站使得“口
碑”成为票房标准，创意、内容、质量成为真
正的制胜之道，“口碑”越来越成为中国电影
票房的试金石，口碑与票房渐成正比，从而
进入一个“新口碑时代”。

在这个“新口碑时代”，几乎人人都是批
评家，人人都有机会发议论。但陈旭光认为，

中国电影的“口碑”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仍
有极大的空间。要提升观众的鉴赏力和判断
力，更要尊重观众，真正发挥观众的主体性
与积极性。

从西班牙返沪后，第一时间携家人前往崇明看望恩师徐根宝

武磊：回家的感觉好亲切
■本报记者 陈华

昨天是“父亲节”。

前一天，中国球员武磊
携妻子和一双儿女前
往崇明岛根宝足球基
地看望恩师徐根宝。

和徐指导肩并肩坐在简易看台观看小
师弟们训练，回到室内足球馆二楼宿舍寻找
自己当年的床铺，喝一碗根宝基地咖喱牛肉
汤， 一一满足所有小师弟们的签名合影愿
望， 武磊坦言：“基地就是我们这批球员的
家，回家的感觉真的好亲切！”

收获自信，盼为国足多做贡献
15时许， 徐根宝就端坐在基地宾馆咖啡

馆里，不时翻看微信信息，等待“爱将”归来。

桌上，葡萄、桃子、矿泉水、乌龙茶摆放齐整。

“武磊到了！”基地工作人员轻声提醒。徐
根宝腾地一下站起身迎接。师徒畅聊中，对自
信的解读、 对国家队的责任， 是两大主要话
题。武磊留洋期间，徐根宝一直发微信鼓励弟
子，“中国球员去踢五大联赛， 确实节奏一开

始会跟不上，但我多次告诉武磊，你要自信。你
在上港队，身边的队友是胡尔克、奥斯卡，他们
是巴西国家队的水平，你都跟得上节奏、融入配
合。西班牙人队球星的实力，肯定不如奥斯卡、

胡尔克，只要你融入球队，自然能站稳脚跟。”

武磊和徐根宝心里牵挂着中国国家队。徐
根宝表示，“中国足协和俱乐部应该鼓励本土
球员留洋，就算是去荷兰、比利时等欧洲二流
联赛，锻炼价值也很大。”

虽然武磊近期还在养伤， 但他主动提及 9

月的 2022 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 40 强赛，“伤
势到时候应该可以康复，我希望自己能为国家
队做出更多的贡献。”

着眼长远，真爱不是一味顺从
“来，武磊，咖喱牛肉粉丝汤，我们基地的

招牌菜，你小时候最爱
吃了！”到了晚餐时间，

徐根宝招呼着武磊和
家人品尝根宝基地美
食，把一片心意融入在
这顿爱心晚餐里。

真正的爱，不是一
味顺从和溺爱，更应该是着眼长远、敢于说不
的大爱。早在 2013赛季，上港队前往西班牙踢
太阳杯，武磊表现出色被挪威莫尔德队主帅索
尔斯克亚看上。 索尔斯克亚如今是英超曼联
主帅，当年他曾拉住笔者询问武磊的转会费，

“来我手下训练一年，第二年可以踢英超”。不
过，徐根宝至今还是认为，当时的武磊还没准
备好留洋， 北欧和英国足球的身体对抗太激
烈，并不适合武磊，“西班牙足球综合素养高，

技战术好，作风也很顽强，相比英超，武磊更适
合踢西甲。”

结束爱心晚餐，武磊为每个小师弟在球衣
上签名并合影留念。“小队员踢得很好，有板有
眼，比我们当时更清楚。”武磊感慨，现在基地
的住宿和训练条件更好，“希望师弟们更珍
惜。”

影视化妆专业的师生进行海洋生物奇幻妆设
计。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今日看点打造场景丰富、配套齐全、基础深厚、科技含量高、制作成本低、发展后劲强的黄金三角影视文化产业带

中国女足明对阵西班牙，贾秀全表示：

用自己的方式赢得比赛

■本报特派记者 秦东颖

北京时间 6 月 18 日零
点，中国队将在本届法国女
足世界杯的最后一场小组
赛对阵西班牙队。中国队目

前一胜一负积 3分，与西班牙队相同，以净胜球劣势
排在小组第三。如果赢下本场比赛，中国队将以小组
第二的身份出线，打平或输掉比赛将看能否以最好成
绩的小组第三晋级 16强淘汰赛。

算了 100种方法也没用
根据对阵表，中国女足所在的 B组第二名将在淘

汰赛遭遇 F组的第一名。不出意外的话，美国女足将
获得 F组的第一名。 作为当今世界女足的头号劲旅，

美国女足小组赛首轮以创纪录的 13 比 0 击败泰国
队，体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在 1999 年的女足世界杯，

正是美国女足让中国女足饮恨拿到世界杯亚军。所以
外界也有声音认为， 中国队打平即可大概率出线，同
时避开美国队。

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贾秀全谈到怎样面对与西
班牙队的比赛时表示，“中国女足还是专注于每一场
比赛，算了 100种方法也没用。队员在比赛中要勇于
付出，把真实的东西展现出来。”

力求解决“锋无力”问题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对阵西班牙队，中国队进攻

端的表现将影响比赛的走势，几位前锋杨丽、王霜、李
影的状态备受关注。

杨丽在对德国和南非的小组赛中，屡次错过得分
良机。训练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杨丽依然充满内
疚，“在（国内）联赛中很少遇到过这种情况，联赛节奏
比世界杯慢很多，留下的调整空间要大一些。世界杯
完全不同，特别是南非队的后卫，上来特别快。”跑位
出来了，但是临门一脚欠火候，缺乏自信，这也是中国
女足目前的一大问题。

对于“锋无力”问题，贾秀全给予了最大的宽容，

“门前对抗、对手干扰、自己的心态，会影响球员在一
瞬间的选择。这就需要在平时的训练和一系列比赛中
去提高，逐渐形成稳定的心态去把握。”

（本报勒阿弗尔 6月 16日专电）

中外友人乒乓嘉年华
昨天，中外友

人乒乓球嘉年华
举行 。 来自俄罗

斯、德国、加拿大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友人同上海
市的乒乓球爱好者相聚上海中学，挥汗对垒，筷子夹
球、颠球比赛趣味十足。 本报记者 邵剑平 摄影报道

参加活动的中外学生在小小乒乓桌上“杀”一局。 中外学生在乒乓板上画喜爱的图案。

2018中国十大影响力电影、电视剧排行榜
1 《大江大河》

2 《延禧攻略》

3 《和平饭店》

4 《正阳门下小女人》

5 《如懿传》

6 《创业时代》

7 《归去来》

8 《黄土高天》

9 《美好生活》

10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我不是药神》

2 《红海行动》

3 《无名之辈》

4 《邪不压正》

5 《影》

6 《江湖儿女》

7 《狗十三》

8 《无双》

9 《无问西东》

10 《地球最后的夜晚》

上海交大与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共建

全球健康学院在沪成立
本报讯 （记者 徐瑞哲）昨天，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全球健康
学院在沪成立。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担任学术
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主任高福担任首任院长。

今年，中国疾控寄生虫病所加挂“国家热
带病研究中心”， 并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共
建， 定标于 2025年、2035 年分别成为亚洲领
先、世界一流的热带病研究机构。

此次新建的全球健康学院，将重点聚焦热
带病与突发传染病、 全球卫生政策与标准、全
球妇幼卫生、全球营养与食品安全、全球精神
卫生 5个发展方向，通过全球分布的国际合作
网络，从“健康中国”到“健康丝绸之路”，促进
中国方案、中国人才、中国产品更好为全球人
类健康服务，也为我国参与全球健康治理提供
有力支撑。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
新出席。

在长三角共享“上海服务”，形成紧密合作和一体化联动新格局

长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合作启动
■本报记者 李君娜
实 习 生 刘珈辰

从浦江到钱江，从
太湖畔到巢湖边，在长
三角地区，“一体化”一
词从未如此高频出现。

近年来，长三角影视力量愈加凸显，它们以
一体化发展的新进程， 孕育高质量发展的
新动能。

为积极响应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国
家战略，推动长三角地区影视拍摄服务的协
同合作与联动发展，长三角地区主要影视拍
摄基地倡议建立 “长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合
作”机制，形成紧密合作关系。昨天，长三角
影视拍摄基地合作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启动，

意味着长三角影视一体化进入新阶段。

长三角影视基地“抱团”合作
1987年，中央电视台影视基地在无锡落

成，这个我国最早规划建设的影视城出人意
料地点燃了行业的“星星之火”。此后，各地
纷纷效仿，长三角地区涌现了上海、无锡、吴
江、横店、象山、南北湖等 30多个影视基地。

其中，上海车墩影视基地因拍摄《情深深雨
蒙蒙》《新上海滩》等民国题材而闻名，东阳
横店影视基地成为 《甄嬛传》《延禧攻略》等
古装大戏的拍摄基地，《赵氏孤儿》为象山影

视城打响了知名度。

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主任施娟表
示：“长三角是中国影视产业国际化与市场
化水平最高的地区，车墩、横店、象山、央视
基地、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等影视基地
都分布在长三角一带；这里也是中国影视产
业集聚化与专业化程度最强的地区，围绕影
视的创作投资、拍摄制作、文化旅游等产业
异常发达活跃。可以说，长三角影视产业发
展水平，直接影响着国家影视产业发展速度
和开放合作程度。”

如今， 由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牵
头，来自长三角地区的主要影视拍摄基地倡
议建立“长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合作”机制，形
成紧密合作关系。据悉，参与倡议的影视基
地，包括上海车墩影视基地、上海胜强影视
基地、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浙江
象山影视城、浙江东阳横店影视基地、安徽
滁州长城梦世界影视城等长三角具有较强
影响力的影视基地。

打造黄金三角影视文化产业带
启动仪式上，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行

业协会秘书长、 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
负责人于志庆代表长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发
起四大倡议，包括：共同建立健全长三角影
视拍摄服务体系， 形成长三角影视拍摄咨
询协调服务一体化联动机制；共同编制《长

三角地区影视拍摄指南》，介绍长三角地区影
视拍摄政策、资源和相关服务；共同参与上海
国际影视节和长三角文博会等重要影视展
会， 宣传长三角影视发展政策及产业和影视
拍摄服务环境； 共同建立长三角影视拍摄数
据库， 为在长三角地区取景拍摄的影视剧组
排忧解难、 提供后续咨询协调跟踪服务奠定
基础。

长三角地区拥有丰富的影视拍摄基地资
源，而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给剧组提供的
免费咨询协调服务，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标准化
体系，可以在长三角共享“上海服务”的精髓，

形成长三角影视拍摄服务紧密合作和一体化
联动的新格局，实质性推动长三角地区影视产
业的共同繁荣发展。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启动长三角影视拍
摄基地合作，不仅将推动长三角影视产业高质
量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发展。对影视人来说，

长三角的影视公司和影视基地高效协同，合
力深化跨区域合作， 也是影视产业再次腾飞
的新机遇新挑战。”来自浙江象山影视基地的
陈建瑜直言：“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实现强
强联合、优势互补，不断叠加产业集聚效应，

打造国内场景最丰富、配套最齐全、基础最深
厚、科技含量最高、影视制作成本最低、发展
后劲最强的黄金三角影视文化产业带，必将形
成中国影视文化象征的标示带，再创中国影视
的新辉煌。”

“上海服务”辐射长三角影视
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成立已将近 5

年，几乎覆盖剧组拍摄的全部需求，涉及取景
地、特殊拍摄、置景、车辆、法务等各种剧组拍摄
事项。多年来，只要剧组在拍摄时遇到问题，剧
组就可以通过服务机构沟通， 由服务机构来进
一步协调、对接各方需求，并以完全免费的方式
提供中介服务。 这不但挖掘了上海现有的拍摄
资源，也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在上海打造四大品牌的今天，“上海服务”

品牌的精细化、系统化，也得到了全国各地前
来取经的兄弟机构的一致称赞。如今，这个服
务品牌辐射到了长三角，也将有利于长三角地
区影视拍摄服务水平的整体提升。 于志庆透
露：“未来，我们将在取景地合作、服务模式输
出等方面， 和长三角的影视基地展开合作，形
成长三角影视拍摄服务紧密合作和一体化联
动的新格局，实质性推动长三角地区影视产业
的共同繁荣发展。”比如，“一体化”后，来上海
取景拍摄的剧组还可以延伸去长三角其它省
市拍摄， 并且有助于充分发挥浙江、 江苏、安
徽、上海的地理、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对此，上
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上，横店影视城展区负
责人表示期待，长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合作机制
将帮助横店影视城的发展，剧组可以更便捷地
享受去沪苏浙皖拍摄的服务，也帮助充分发挥
了长三角地区的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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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君娜）

昨天上午， 第 22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电影市场正式开展。位
于上海展览中心的本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将开放
至 6月 18日，总展商突破 300

家， 其中境外展商占 40%，展
商数量超过去年。

为了进一步完善电影产
业链，今年的电影市场从电影
教育、电影投融资、电影服务
三大板块入手。其中，电影教
育类的展商分为学院派和企
业派两大类。学院派展商包括
上海戏剧学院、温哥华电影学
院、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

上海大学电影学院等多所院
校。企业派则侧重对企业人才
培养计划的展示：投融资主题
馆覆盖银行、 基金两大类展
商；电影服务类主题馆聚集全
国知名的影视拍摄基地，以及
包括法务、咨询公司、保险公
司等在内的影视服务公司。

在温哥华电影学院的展
区， 陈列着许多学生作品，包
括特效头套、 特效游戏等。展
区墙上贴有包括 《地久天长》

《环太平洋》《一出好戏》《流浪
地球》 等在内的知名电影海
报，这些都是温哥华电影学院
的学生参与其中的电影作品。

现场， 几个学生正在忙碌地为
一位模特化妆。几个小时后，模
特变成完全认不出来的 “精
灵”。 展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市
场首次设立电影人才培养馆，

也足见上海打造电影人才闭环
的决心。因为更重视技术教育，

温哥华电影学院的学生往往在
毕业前就已被各大影视制作公
司锁定，也正符合了‘用作品
说话’的人才定位。”

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电
影市场新增“合拍片市场”，推
动国际合拍片市场的发展。今
年，“合拍片市场”活动将延续
到电影市场的最后一天，同时增加聚焦伊朗和泰国
的活动，通过合拍片项目培训会、合拍片项目路演、

制片人圆桌洽谈会、制片人对话等多种形式，进一
步推动合拍片市场。今年的“一带一路”主题馆仍然
设置国别推介活动，泰国、伊朗、哈萨克斯坦、俄罗
斯等“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都将参与进来。同时，

还将在展览中心增加每天 3—4 场市场放映活动，

境内外买家可前往市场观摩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