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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云上结合，第28届上海影评人奖举行颁奖礼

只颁新人新作奖，鼓励更多年轻创作
■本报记者 钟菡
“票房的寒冬，却是创作的盛夏。因为有
这样的作品，才使我们对中国电影保有充满
信心的期待。”颁奖典礼开始前，导演郑大圣
的一段话， 让在场的每个电影人感到鼓舞。
第 28 届上海影评人奖颁奖典礼昨日举行，
年度新人新作奖等现场颁出。 受疫情影响，
部分获奖者无法来现场领奖，而是发来获奖
感言。颁奖典礼同步在 B 站直播。

十佳电影只公布不颁奖
上海电影评论学会自 1991 年起举办上
海电影评论学会奖 （又称上海影评人奖）的
评选，至今已 28 届。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奖始
终秉持独立、公正，艺术成就与社会效果兼
顾的评审规则，以学会全体会员初选和评审
委员会终选的方式在正式公映的影片中推
选出年度国产电影十佳， 自 2016 年起增加
了年度新人新作及理论评论贡献奖评选。
今年 3 月 22 日， 上海影评学会的微信
公众号公布了第 28 届上海影评人奖年度华
语十佳影片，分别为《四个春天》《流浪地球》
《地久天长》《撞死一只羊》《过昭关》《哪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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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楠 通
讯员 龙钢）昨天上午，市民
岳新华拿到虹口区彩虹湾四
期墨翠里小区房屋的钥匙后
感慨：“过去住在虹镇老街逼
仄狭小的老房里， 现在能住
进这么漂亮的新房子， 像做
梦一样。” 记者在现场看到，
当天与岳新华一起拿到新房
钥匙的居民有 18 户。江湾镇
街道虹彩居委会筹备组组长
赵平说，由于疫情关系，新房
交付将采取平 稳 有 序 的 方
式， 每天办理入住的居民不
超过 20 户。
虹口区彩虹湾大居基
地项目建设，由相对独立的
蔷薇里、金枫里、红馥里和
墨翠里 4 个小区组成，总建
筑 面 积 105 万 平 方 米 。 目
前，一期、二期、三期已先期
建成，居民已入住。四期是
最后一块建设的基地，随着
四期建成入住，标志着上海
中心城区最大 的 保 障 房 基
地基本建成。
墨翠里小区始建于
2016年9月1日，北起安汾路、
南至虹湾路、东至凉城路、西到江杨南路。
目前已建成由15层、25层、35层错落组成的
14栋住宅、配套商业、功能用房等，其中7栋
高层住宅为装配式建筑，是上海市最高的装
配式住宅。 整个四期住宅可容纳3607户居
民，停车位2635个。
为方便居民入户，建设方和上海佳灵杰
物业管理公司、虹口区江湾镇街道虹彩居委
会筹备组的工作人员专门设置咨询摊位，现
场解答入户居民有关养老、入学、入托、就医
等问题。街道还现场为居民办理党员登记接
待、志愿者招募等事项。
目前， 公交 151、108、160、887 路已通
行，彩虹湾老年福利院、长者照护之家、市
民驿站、社区食堂、大型商业体麦德龙超市、
上海市第五中学、 复兴实验小学等已投入
使用。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三角地彩虹湾
菜场、 小型足球场等也将在年底前建成
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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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童降世》《我和我的祖国》《少年的你》《平原上
的夏洛克》和《南方车站的聚会》。上海电影评论
学会会长朱枫介绍，上海影评学会奖一般 3 月颁
出，受疫情影响，今年颁奖仪式至今才得以举行，
很多嘉宾只好 “云领奖”。“这也让我们有机会用
一种和传统不同的线上方式和更多人分享，让这
个奖项具有更多新鲜感。”朱枫介绍，如今十佳电
影只公布不颁奖，只有新人新作颁奖，是为了鼓
励更多年轻人和年轻创作。
当颁奖嘉宾宣布《少年的你》男主演易烊千玺
获年度新人男演员奖时，弹幕顿时炸开了。这是易
烊千玺获得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奖后的又一项业内
认可。评委认为，演员虽然少年成名于歌坛，但他
主演的《少年的你》令人刮目相看。朱枫介绍，最佳
新人奖的入选门槛是拍摄电影不能超过三部，“易
烊千玺的得票很集中。 我们觉得他有流量明星包
袱，但在这个作品中突破了偶像的表演壁垒。只要
艺术质量足够，哪怕是不为人知的演员，我们也会
给奖项。”

一个坚守纯粹的奖项
导演滕俊杰和陈晓鸣都来到现场领奖。滕俊
杰获得“评委会特別贡献奖”，他执导的 8K 全景
声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中国电影史上第

不断创新消费扶贫方式
直播间内， 价值 28 元的红
米、价值 25 元的玛玉小泡茶、价
值 13 元的火龙果干， 除了正常
销售外，还有 1500 份统统“一元
秒杀”的福利，让直播间内热度
不减。其中，在直播间销售的绿
春玛玉茶，其茶叶经上海的技术
扶贫项目组四次调研后，确定符
合出口欧盟标准，但加工能力不
足。为此，去年 4 月，拼多多与绿
春县绿鑫生态茶叶公司共建扶
贫车间，帮助其购置一整套茶叶
烘干设备，提升茶叶加工能力。
直播间内，除了“一元秒杀”
外，还有价值百元的红河绣娘手
工制香囊抽奖免费送福利。长宁

今日看点

全球最大天文馆明年择期开馆
项目建筑工程通过竣工验收，进入展览展示深化设计与装饰施工阶段

本报讯 （记者 吴卫群）5 万份
上
梅林午餐肉、2 万份沈大成蟹粉小
海
笼 5 秒钟售罄， 杏花楼 10 秒售出
一
13 万盒青团……上海举办“五五购
物节”，让百年老字号脱胎换骨，走
百
上互联网营销的新赛道。
七
昨天，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在
十
市府新闻办组织的中外记者新闻
余
通气活动上介绍，“五五购物节·国
潮老字号”促消费系列活动启动至
个
今，上海 170 余个消费类老字号品
消
牌推出形式多 样 的 营 销 活 动 200
费
余场，覆盖线下品牌店 2000 余家，
类
带动销售实现明显增长。
“‘五五购物节’启动以来，上
老
海老字号按下创新 ‘快进键’。”刘
字
敏说，5 月份， 上海老字号举办了
号
40 余场新品发布会，300 余款 “老
实
牌新品”轮番登场，力度前所未有。
光明乳业与大白兔跨界合作，推出
现
网红新品大白兔雪糕；回力以“海
销
市蜃楼”为灵感，采用多层面料叠
售
加的设计手法，使用反光材料勾勒
经典 LOGO， 倾力打造光波系列休
增
闲运动鞋；凤凰自行车推出抗菌自
长
行车；哈尔滨食品厂与贵州非遗赤
水竹编跨界合作，将竹编非遗技艺
运用于伴手礼包装上，助力对口帮
扶； 锦江推出国家级大师掌勺的
“锦宴到家” 半成品，1 个月粉丝量
突破 1.3 万，新菜品上线一秒抢空，
复购率达 50%。
豫园文化餐饮集团老字号扎
堆，“五五购物节”启动以来，新品
首发接二连三：宁波汤团店的咖喱
牛肉粽新品首发，绿波廊、南翔馒
头店、上海老饭店、春风松月楼、松
鹤楼苏式面馆等推出应季新菜品、
堂食惠民套餐。南翔小笼推出夏季
新口味 “香蕉小笼”“可可香菇小
笼”，叫好又叫座。5 月 31 日当天，豫园文化餐饮集
团销售达 97.3 万元，创下近 4 个月以来单日销售新
高。梨本堂还研发出以百年草本饮品“梨膏露”为基
底的夏日新饮品。
“五五购物节”也是老字号积极拥抱互联网，
大力拓展垂直电商、社交电商、直播电商等互联网
营销手段的一次实力检阅。 各大电商平台纷纷推
出老字号主题营销，设立线上“国潮老字号”专区、
上海老字号馆，发布“老字号美食攻略”等。今年
“中国品牌日”前夕，天猫发布的“国货之光”中国
品牌榜单显示，在全国年轻人最喜欢的“十大老字
号”中，上海的大白兔、海天、回力、光明、马利和美
加净上榜。
自 2019 年起， 豫园股份尝试从老庙品牌开始
做素人淘宝直播， 截至目前已培养了 30 人的主播
团队。 今年 1 月至 5 月豫园直播团队共组织直播
450 余场，带动销售 1200 余万元。目前，豫园旗下门
店直播已成为数字化营销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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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0个网点月销售环比增近54%

小吃节“撑起”大市面
上海天文馆通过竣工综合
验收。
上海科技馆供图
本报讯 （记者 俞陶然）记者昨天从上
海科技馆获悉，上海天文馆（上海科技馆分
馆） 项目建筑工程已通过竣工综合验收，进
入展览展示的深化设计与装饰施工关键阶
段，计划明年择期开馆。
上海天文馆位于浦东新区临港大道与
环湖北三路口， 距离轨道交通 16 号线滴水
湖站约 700 米。 它的建设总用地面积 58602
平方米，建筑面积 38164 平方米，包括一幢
主体建筑，以及青少年观测基地、大众天文
台、魔力太阳塔等附属建筑，建成后将成为
全球建筑面积最大的天文馆。

哈尼族“七彩灵鸟”飞入上海
昨天， 在由解放日报·上观
新闻携手拼多多共同开启的“寻
味·百县百品” 上海消费扶贫直
播行动中，长宁区副区长翁华建
担任主播，为长宁对口帮扶的云
南红河州三县扶贫产品直播带
货，推销包括红河县红米、绿春
县玛玉茶、金平县火龙果干等特
色产品，还带来了红河绣娘一针
一线缝制的少数民族特色服饰
和文创周边产品。
如何巩固脱贫成果，进一步
提升当地自身发展能力？上海的
行动在干部们卖力带货的直播
中可以寻到。

很有力量，“有这么多缺点还能被我们欣赏，说
明它的力气真的很足。它把一个女人的寒冬时
刻故事拍出了生命活力。”
《白蛇：缘起》的编剧大毛获年度新人编剧
奖，导演赵霁代表团队“云领奖”，背景画面中
出现《哪吒重生》的海报。作为该团队的最新作
品， 这部动画入选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
近日也发布了定档 2020 年的预告片， 显然导
演有意趁机直播“带货”。
今年的年度电影评论贡献奖诞生双黄蛋，
分别是老一辈影评人章柏青和 《青年电影手
册》。“他们的确不是一个类型的批评家， 甚至
有些观点是互相碰撞的，但在评论学会专家心
目中，只要对中国电影起到积极作用，我们都
认可，应该表彰。”
获得最佳影片的《我和我的祖国》总制片
黄建新清晰记得，上世纪 90 年代初，自己有 3
部电影入围，“上海这个城市很多地方为人先，
特别是评论学会坚持独立立场，对中国电影进
行理性的、学术性的分析评比，意义深远。”《流
浪地球》 监制江平也清楚记得自己曾在 2002
年获得过影评学会十佳影片，“感谢你们在这
里坚守这么一个纯粹的奖项，我们一定做出更
多优秀作品奉献给观众。”

能跟踪地、月、日运动路径，全方位展现璀璨星空

“寻味·百县百品”上海消费扶贫直播行动

■本报记者 任俊锰

一次由国产电影主导世界电影技术的破冰之
旅。接过奖杯，滕俊杰欣慰又激动，他透露，这
部电影是和东京奥运会赛跑出来的成绩。“中
国电影长期在奔跑， 几年前在电影 8K 领域已
凸显端倪， 只是还没人敢用 8K 做 100 分钟以
上的电影。”一次去日本开会，滕俊杰得知 2020
东京奥运会要用 8K 直播， 决心提前半年把电
影做出来。没想到疫情阻挡了奥运会，却没有
阻挡电影工业突飞猛进。“我们用故事说服了
制作方提供设备和数据库支持。8K 电影是高
清电影 16 倍的清晰度， 是 4K 电影 4 倍清晰
度，最初做 5 分钟的内容要渲染 6 天，随着技
术的突破，后来一天半就够了。”
陈晓鸣凭借《学区房 72 小时》获年度最佳
新人导演。作品围绕“学区房”这个叙事核心，
展开一幅现代都市生活的焦灼图景。“我买过
学区房。”陈晓鸣说，现实主义创作要从身边脚
下出发。在电影中，他运用纪录片式的表达方
式，更接近叙事的真实性。
年度最佳新人新作由《送我上青云》获得，
颁奖关键词是“勇敢”。评委认为，它直抒胸臆，
不再掩饰女性的立场和意志，在近年来女性电
影佳作喷涌的国际潮流中，这是一次可贵的发
自本土的呼应。评委毛尖认为，这部电影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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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华恩爱心志愿服务社负责人
靳英丽介绍，华恩致力于红河州
对口县绣娘培训和绣品产业发
展，通过设立绣花合作社带领当
地绣娘，将少数民族文化与市场
时尚元素需求相结合，成立了滇
绣品牌，制作种类丰富的文创用
品，近 8 年时间里，已打造 13 个
绣娘合作社，带动滇绣营销大户
30 户，积极探索具有上海特色的
文创扶贫模式。

“七彩灵鸟”飞出大山
“七彩灵鸟”在哈尼族服饰中
是女性的象征， 其原型是真实存
在的白鹇鸟。 哈尼族人不仅将其
视为吉祥如意的象征， 还寄托了
大山中的女性“飞”出大山看世界
的梦想。直播中，有两款以七彩灵
鸟为素材的文创产品出售， 包括
手袋和小化妆包，绣得非常精细、
美观，经艺术家再创造，这只七彩
灵鸟也飞出了大山。与此同时，哈
尼族的雅米（哈尼语中“姑娘”的
意思）也“飞”出了大山。
今年 5 月 16 日，云南红河空
乘定制班在沪开班，18 位年轻人
走出大山。 她们得益于今年 1 月
上海春秋航空和上海开放大学航
空运输学院联合推出的红河 “蓝
天筑梦计划”，开创“学历教育+
技能培训”模式。此次参加空乘定
制班的大一学生徐晓的姐姐正好
是春秋航空首批红河空乘， 两人
现在一同在上海圆梦蓝天。

上海科技馆负责人介绍，上海天文馆项目
工程造型复杂、施工难度大。2016 年 11 月开工
以来， 上海天文馆建设指挥部攻克重重难关，
实现建筑结构、功能与形态的有机融合。为营
造宇宙沉浸感，天文馆几乎所有混凝土和钢结
构都采用不规则形状， 建成长 36 米、 跨度 61
米的钢结构大悬挑，“悬浮” 于混凝土壳体上
方、直径 29 米的球幕影院，支撑点很少的 200
多米长旋转步道，以及直径 40 米的倒转穹顶。
天文馆的设计源自设计师对星球轨道运
动的抽象，不仅展现天文学概念，而且与轨道
周期紧密相连， 使整个建筑成为一台天文仪

中国人，好样的
毛泽东说过， 教育农民是重要的问
题。 徐峰深有体会道：“毛主席他老人家
太英明了！在中国是这样，在非洲更是如
此。”
刚到乡村举办培训， 那些部落主尤
其是土郎中们根本不相信徐峰他们的宣
传，甚至根本不信有什么“埃博拉”。村里
有人感染并死了后，他们依然我行我素，
跳大神、嚼野草、抚摸尸体……后来死的
人越来越多，人们纷纷逃跑，部落主们才
开始害怕起来， 土郎中再怎么跳神弄妖
也没人听了。 徐峰等中国专家开设的预
防“埃博拉”讲堂则有越来越多的当地百
姓前来听课。
“对，洗手！天天要洗手，接触人后更
要洗手。”徐峰说，“当地人从来没有洗手
的习惯， 而为了让他们有这样一个简单
的生活习惯，有一个正确的洗手方法，你
可能要花几天的工夫，来回不停地示范。
这就是我们在非洲乡村所做的许多事中
的一小件事。”
一段时间， 有个小男孩每天都出现
在培训班上。这引起徐峰教授的注意。一
问，孩子的家人都被“埃博拉”病毒害死
了。已是孤儿的他，每天都用一种异样的
眼神注视着徐峰， 想寻找机会跟中国教
授说说话。
“小朋友， 你好像要对我说什么是
吧？”徐峰用英语问孩子。
小男孩点点头，一字一字地悄声问：
“能带我到中国去吗？”
徐峰问：“为什么？”
“我想当医生……”孩子还没说完，
眼里就溢出两行泪水。
徐峰教授被这孩子的一句话， 说得
既心痛又难过，更多的却是责任。洛克港

器，能跟踪地球、月亮和太阳的运动路径。中国
的元宵节、中秋节、冬至、夏至等节日和节气以
多种方式在建筑内外展示，如特定的光影与地
面标记重合时，即宣告一个特殊时刻的到来。
上海天文馆将全方位展现璀璨的星空。太阳
塔可在白天进行太阳的多波段观测，通过专业级
光学设备展现高清晰度的太阳黑子、日珥、耀斑
等影像。一米口径的天文望远镜可在夜间带观众
欣赏极高清晰度的月面、行星和难得一见的深空
天体。 天象厅将引进国际先进的新型光学天象
仪，投射出高精度的模拟星空，配合自然界各种
背景音效，为观众营造震撼逼真的星空体验。

本报讯 （记者 吴卫群）小吃节撑起上海“五五
购物节”大市面。昨天，为期一个月的“五五购物节·
上海小吃节”收官。统计数据显示，参与本届小吃节
的上海近 40 家企业 4700 余个网点，共实现销售额
13 亿元，月环比增长 53.58%；客流量超过 6916 万
人次，月环比增长 49.55%。
上海小吃节是首届“五五购物节”133 项重点活
动之一，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指导、上海市商业联
合会主办，豫园、万有集市承办。本届小吃节期间，
各参与企业共推出打折、满减、买送、赠券、特价等
优惠活动 97 项，带动销售业绩明显提升。
消费者对特色、畅销品偏爱明显。南翔馒头店
的传统鲜肉小笼每天销量达 8000 个，特别是结合
小吃节推出的线上 5.15 特价小笼， 一经推出即秒
杀一空；上海老饭店推出招牌菜半价供应活动，原
来动辄百元以上的水晶虾仁、松鼠大鳜鱼、葱油清
蒸 回鱼等全部 5 折， 仅 5 月 16 日当天销售就环比
增长 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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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塞拉利昂北部的一片原始热带雨林地
区，也是“埃博拉”病毒传染发病比较高的
地方，严重时每天都有几十例患者增加。让
民众行动起来，自己管理自己，共同抵御病
毒恶魔的袭击是根本所在。 徐峰他们的培
训组在几十天时间里， 不分白天黑夜地组
织乡村民众培训，达 1300 多人次，指导完
成 69 例“埃博拉”预警病例，确诊 14 例患
者， 为 607 例亲密接触者进行了合理的隔
离处置， 一改该地区疫情严重的局面。“我
T 恤胸口上印着的那一面五星红旗， 就是
塞拉利昂人眼中最鲜艳的色彩和希望。”徐
峰骄傲地说，“后来，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当
地人都会友好地向我们伸出拇指，说，中国
人，好样的！好样的！”
西非地区惨遭“埃博拉”袭击的时候，
—
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做了许多“第一”——
在全世界第一次由国家元首致电相关三国
总统慰问并宣布援助重大举措； 第一次租
用包机运输紧急援助物资， 在他国建传染
病诊疗中心； 第一个整建制地派出军方医
疗队； 第一次援助一个地区性的灾难资金
达 7 亿美元……一系列的“第一”叠加了中
国外交和大国形象。 然而让非洲人民感受
最直接和深刻的是，一批又一批到处可见、

战斗在 “埃博拉” 疫区的中国医疗队的身
影。
那天许树强专员乘车到了朱易村。随
行的两名使馆参赞和一个护士长劝他不要
轻易进村。 许树强知道同事们担忧他感染
上“埃博拉”，“放心，我们只要不被当地人
接触身体，就没事。”许树强这么说着，就往
村子里走。
当地的百姓从没见过中国人， 突然见
了许树强一行，格外热情地围了上来，尤其
是那些孩子，纷纷向许树强伸手……“好可
怜的孩子，都瘦成这个样！”许树强一边看
着身边一个个骨瘦如柴的孩子， 一边将手
伸进自己的口袋里。
“巧克力！我这里有几颗巧克力啊！”许
树强高兴地将口袋里几颗准备饿肚时充饥
的巧克力撒向孩子们。
—你不能这样做呀！” 一旁
“许专员——
站着的两位参赞赶紧喊话，但为时已晚。
原以为几颗巧克力可以让孩子们高兴
一阵子的许树强，没有想到他这一撒，不仅
引来了更多的孩子， 连妇女和老人都冲他
而来，将他团团围住，拼命地掏他衣服的上
下口袋、 摸透全身……那情景让许树强没
料到， 更让随行的两名中国使馆参赞和医

疗队的护士长急坏了： 高级专家许树强太
危险了！他全身被“污染”了！
“我们快回去吧，许专员！”女护士长恳
求道。
“不行！”许树强严肃地说道，“还没进村
就要走， 这不是我们中国专家的作风……”
话未落音，他竟然转身往村子里走去。
随行的两名参赞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只好随其而行。
这一天， 中国高级专员在塞拉利昂最
严重的“埃博拉”传染村巡察了几个小时，
他深入农户， 探望感染者的安置与治疗情
况，与村民和当地议员座谈、商讨预防和应
对“埃博拉”的方案。
—阁下到过那个朱易村？” 几天
“你——
后， 科罗马总统在总统府见到许树强便惊
诧地问。
“是的，我去了，而且与村里的村民作
了深入的交谈与商讨， 他们对我们提出的
预防措施很赞同……”许树强告诉总统。
“你太了不起啦！ 这个村子我都没有
去，你却勇敢地去了！”科罗马向许树强竖
起大拇指， 赞叹不绝道，“你们中国是我们
真正的朋友，你们对我们的支持是真心的，
我要向你们的习近平主席表示深深的感
谢。”
也正是在科罗马总统的全力推进下，
中国医疗队在塞拉利昂首都郊区的朱易村
等社区， 试点建立了传染病隔离区域的做
法，以村子为片区，以农户为单元，开展预
防“埃博拉”传染的群防群治活动，结果收
到了前所未有的效果。
“我们医疗队离开几个月后，朱易村等
三个试点村都没有再发现一例新的 ‘埃博
拉’感染者。这充分证明了公共卫生事故中
的‘人民战争’这一‘中国理念’在非洲大地
上取得了效果，扎下了根……”
（完。全书由天地
出版社出版）

连 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