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丽）9 月 14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上海电影家协会获
悉，著名电影导演、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中国电影家协会原主席吴贻弓14日在
上海辞世。

吴贻弓，1938年12月生于重庆，
1948年起迁居上海。1960年，吴贻弓毕
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曾在上海
海燕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
市电影局、上海市广播电影电视局等工
作，是中国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

吴贻弓代表作有《巴山夜雨》《城南
旧事》《少爷的磨难》《阙里人家》等。由
吴永刚总导演、吴贻弓导演的《巴山夜
雨》获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

奖等。改编自作家林海音同名小说的
《城南旧事》，在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评选中斩获多个奖项，吴贻弓获最佳导
演奖。《城南旧事》还获得第二届马尼拉
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1938年12月1日正午12点，我
出生在重庆当时的江苏医院。”2006年
7月23日，吴贻弓曾发表博文《又到重
庆》，他在文章中提到，“我估计这所医
院也是从南京迁去的，就像我父母和许
多所谓‘下江人’一样。尽管后来我又
随父母辗转于昆明、贵阳等地，但在我
六岁时，我家又回到重庆居住下来，直
至抗战胜利。此后，我第一次回到重
庆，是在离开她近36年以后的1980

年，我拍《巴山夜雨》的时候。过了四
年，1984年，我因为拍摄《流亡大学》第
二次来到这里。这是第三次，离开前一
次又已经过去整整15年了。”

拍摄《巴山夜雨》过后，吴贻弓获封
“在银幕上写散文的吴贻弓”的雅号。
他本人听到这样的赞美却不敢贸然领
功，把画面的诗情都归于大自然的造
化，“它本来就漂亮，从古到今很多人都
在那里写过三峡，‘两岸猿声啼不住，轻
舟已过万重山。’包括《巴山夜雨》这个
片名，也是从诗句里来的。”

吴贻弓曾开设名为“申江小吴”的
新浪博客，发表了多达754篇博文，最
后一篇更新是去年5月22日。在博客

中，吴贻弓不仅晒出当年拍摄《城南旧
事》的手稿，还写下到重庆大足石刻、磁
器口等地旅游时的游记与网友分享。

吴贻弓曾获“新时期全国影视十佳
电影导演”“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
家”等称号，2012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

“终身成就奖”、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等多项殊荣。

他曾写博客分享大足石刻、磁器口美景
著名导演吴贻弓14日辞世，享年80岁，曾在重庆生活

图为著名导演吴贻弓。
（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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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第八届重庆国际文化
产业博览会（简称文博会）在重庆国际
博览中心持续火热举行，从收藏交易
到数字出版，从动漫游戏到创意设计，
从文艺演出到旅游体验等，全球28个
国家及地区、全国20余个省区市、重
庆38个区县的文化之花，在此竞相绽
放。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
本届文博会呈现“文化+”多点开花的
态势，助力重庆文商旅体融合发展。

文化+科技
文博会展现专业性引领性

当今世界，数字科技风起云涌。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不断涌现，
推动人们生活迈入“码”时代，也悄然
改变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

AI人工智能仿真机器人、全息投
影、直径达5米的球幕影院、惊险刺激
的VR互动体验等，走进文博会N6
馆，一个未来智慧生活的场景次第呈
现。即便时值中秋假期，观众互动体
验依然爆棚。

这里汇集了全国24家数字文化
装备产品和新型数字文化消费品，涵
盖新型移动终端、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全息成像、可穿戴智能设备、沉浸
式体验平台、裸眼3D、智能家居、智能
硬件等要素。在上海惊鸿机器人展
台，一位身着华服的“女孩”吸引大
量“粉丝”，皮肤白皙、身姿婀娜，若
不是略显机械的抬臂动作，很难让
人发现——“她”只是一台机器。

“除了高仿真身高、毛发、皮肤、语
音对话等外，它的头部还可以实现自
由转向。”展厅负责人韩雪表示，目前，
该机器人已实现自主迎宾、人机对话、
双目视觉导航等功能，可为景区、酒店
宾馆、艺术场馆、休闲会所、商场全行
业带来高质量的服务体验。

在东漫科技展台，一个金色的鸟
笼装着一棵树木，水母、花朵、蝴蝶等
图案在树干的末端漂浮，亦幻亦真。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该产品呈现的是
全息扇技术，通过全息风扇旋转及
LED灯珠接受影像信息，实现裸眼3D
效果。虽然该产品有风扇转动，但并
没有明显噪音和风感。目前，该产品
已在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的科技馆、
景区、商业中心、地铁站等落地应用。

在互动世界科技展区，一个直径
达5米的球幕影院。令观众身处其
中，画面360度展现，将人完全包裹，
实现极具震撼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
上海市激光技术研究所展台，还展示
了一套多媒体激光演绎设备，既可以
在屏幕上投影舞蹈动画，还能展示激
光表演秀，若应用到舞台、演唱会、景
区等场景，将进一步提升视觉效果。

“在经济新常态与新一轮科技革
命交汇的大背景下，创新是文化产业
发展的基本动力，其中科技创新是关
键。本届文博会精准把握了这一市场
脉搏，展现出极强的专业性、引领性和
实效性。”市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文化+旅游
山水之城意蕴更浓

时至今日，文化产业已涵盖旅游、
教育、新媒体、消费等诸多方面，不断
影响着人们体验新的生活方式，正成
为各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
结构、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着力
点。其中，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是时
代的强音。这也成为本届文博会的一
大特色。

在N1“晒文化·晒风景”成果馆，
全市各区县匠心独具地展示出了最优
质的文化旅游资源，共同描绘出“山水
之城·美丽之地”的城市美学。

走进南川展台，南川以“文创+产
品”的形式，展示了户外运动、非遗产
品、旅游纪念品、手工艺品等文创产
品。金佛山方竹笋、大树茶、中药材、
南川米等特色旅游商品及其包装设计
等金佛山系列文创产品，吸引大量市
民参观。现场还为逛展市民提供了价
值十万的文创礼品，场面十分火爆。

北碚展台则围绕“巴山夜雨地·温
泉故里游”开展创意设计，以“come
on 北碚”为主题，将整个展厅打造成
一台高速行驶的列车样式，集中展示
了莫氏7度文创园、同泰文创产品以
及老爷车文化博物馆等，给参观者身
临其境的体验感。该展厅还举行了川
剧变脸、现场抽奖等活动，同样吸引了
众多观众。

奉节展台以“好山好水好风光，有

诗有橙有远方”为主题，展示了以“李
白”“杜甫”等为原型的文创产品，以及
多种非遗文创产品，不仅让市民近距
离感受到了奉节厚重的文化底蕴，更
吸引了众多观众。

渝中、梁平、石柱、璧山等大量区县
的展台同样精彩，人气超高，充分诠释
了重庆“行千里·致广大”的价值定位。

文化+开放
让世界深度了解重庆

文化以其巨大的辐射力、影响力
和感召力，成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交
流互鉴的核心支撑。

在本届文博会上，全球28个国家
及地区、全国20余个省区市同台“晒文
化”，国际化水平创下了历届之最。呈
现出一幅世界文明“大观园”图景，为
重庆题写了“文化+开放”的完美注释。

重庆日报记者在N2馆“一带一
路”国际文化馆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

文创商品琳琅满目，各种体验和观赏
项目应接不暇。

越南展商梅英和丈夫带来了近百
件沉香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重庆的
文博会，希望借助这一优质平台，开拓
中国西南市场。”她说。

巴基斯坦展商阿布拉带来了40
件具有本国文化特色的家具参展。

韩国、白俄罗斯、捷克、马来西亚、
泰国、缅甸、越南、柬埔寨、波兰、印度、
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展台，展
示的文旅商品、文化装备、前沿设计、
美食等，同样观者如潮，氛围热烈。

“文化产业走出去、引进来，不仅
是时代之需、市场之求，也是重庆发挥

‘三个作用’之要。”本届文博会主办方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相关负责人称，重
庆文博会的发展愿景就是成为在中国
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际化文化旅游博
览会，“走出重庆、走向世界，在提升巴
渝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同时，让世界深
度了解重庆”。

探索“文化+”的融合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韩毅

本报讯 （记者 颜安）“啪！”9月
14日早上9时，裁判员的发令枪准时
响起，矫健的选手们像离弦之箭一般冲
入湖中，你追我赶，水面上浪花翻腾，好
不热闹。

2019年重庆国际铁人三项赛暨中
国铁人三项联赛——重庆站在长寿湖
铁人广场揭幕开赛。

铁人三项赛的比赛项目分为游泳、
自行车和长跑。本次比赛的全程分龄
组为标准距离51.5公里，包括游泳1.5

公里、自行车40公里和跑步10公里。
此外，比赛还设置了半程、骑跑两项、水
陆两项、混合接力等，旨在通过这些组
别设置，为国家队备战2020东京奥运
会等大型综合运动会选拔与培养高水
平的后备人才。

创立于2010年的长寿湖铁人三项
赛，是重庆的品牌体育赛事，也是最早引
入体旅融合概念的赛事之一。本次比赛
有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摩洛哥、法国等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运动员。

千余“铁人”长寿湖畔竞技

本报讯 （记者 王丽）9月14日
晚，重庆市话剧院原创话剧《大肠包小
肠》在拾楼小剧场上演，拉开重庆市话
剧院建院70周年首届小剧场话剧演出
季序幕。

据了解，本次演出季将持续至今年
12月，在近4个月的时间里，四川人民
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香港春天实验
剧团以及重庆市话剧院，将为观众带来
12部精彩的原创剧目。分别为：重庆
市话剧院原创话剧《红岩魂》《幸存者》
《其香居茶馆》《大肠包小肠》《燃烧的梵
高》《比萨斜塔》《我可怜的玛拉特》，儿
童剧《老虎拔牙》《兔子与枪》；四川人民
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原创话剧《欲望
街角》《无病呻吟》；香港春天实验剧团原
创音乐剧《Beyond日记之海阔天空》。

本届演出季期间，第三届“川渝话
剧双城记”也将同时进行。重庆市话剧
院原创话剧《比萨斜塔》《燃烧的梵高》

将参加四川省艺术节，在成都理工大学
实验剧场为四川观众送去精彩演出；四
川人民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带来的话剧
《无病呻吟》和《欲望街角》也将于11月
来渝，在拾楼小剧场上演。

话剧《红岩魂》《幸存者》演出期间，
重庆市话剧院将为“11·27”大屠杀幸
存者本人及死难烈士三代以内直系亲
属提供免费门票。同时，《红岩魂》《幸
存者》每场演出均会安排40%的座位推
出惠民票，票价分别为20元、30元、50
元。

“今年是重庆市话剧院建院70周
年，我们不仅提供惠民票价回馈观众，
还将寻找话剧院老观众免费送票。”重
庆市话剧院院长张剑介绍，话剧《其香
居茶馆》演出时还将为50位观众提供
免费门票，观众可凭2000年以前重庆
市话剧院演出门票或者海报原件领取
演出票一张。

市话剧院首届小剧场话剧演出季启动
12部剧目将陆续上演

本报河南郑州电 （记者 杨铌
紫）9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继续举行，在下午进行
的板鞋竞速100米项目中，西南大学男
子板鞋竞速运动队再添一枚金牌，目前
重庆代表团共收获56枚奖牌。

板鞋竞速是由多名运动员一起将
脚套在同一双板鞋上，在田径场上进行
比赛，以在同等距离内所用时间多少决
定名次。在这个项目上，重庆队一直都
成绩斐然。

“比赛时什么都不要想，我们兄弟
三人一条心，铆足了劲儿，把6条腿跑
成两条腿、3个人跑成一个人。”西南大
学男子板鞋竞速运动队队长黄彬这样
形容板鞋竞速100米的比赛，他说，过
程虽然短，但最后冲刺的时候很激动也
很爽，比完赛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复。最

终，3位运动员以15秒51的优异成绩
拿到了重庆队板鞋项目的第一枚金牌，
这也是该项目在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
中的最好成绩。

在前一天进行的独竹漂项目中，同
样来自西南大学的壮族姑娘韦杨遮以
28秒27的成绩，摘得独竹漂女子60米
直道竞速的金牌。在郑州郑东新区龙
湖水域比赛现场，重庆日报记者看到，
选手们站在一根长7.5米的大竹竿上，
手持一根长4.5米的小竹竿划行，要在
保持平衡的同时努力赛出速度，颇有传
说中“一苇渡江”的风范。这项运动原
本是起源于贵州地区的水上交通方式，
一根窄窄的竹竿能承载一个人的重量。

截至9月14日19时，重庆代表团
在本届运动会上已累计获得8个一等
奖，共收获56枚奖牌。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接近尾声

重庆代表团已收获56枚奖牌

9月14日，一位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古琴知识。
（本栏图片特约摄影钟志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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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充满浓浓异域风情的巴基斯坦木质工艺品深受市民
喜爱。

9月14日，重庆出版集团展台吸引了大批市民前往挑选购买
精品图书。

据新华社日内瓦9月13日电 中
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
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13日在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第42次会议上，代表139个
国家发表题为“充分实现发展权，让发
展惠及全体人民”的联合声明。

陈旭表示，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
主题。各国实践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成
功经验表明，发展对实现和享有人权至
关重要。

陈旭指出，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
主义持续蔓延，侵蚀各国互信协作。各
国发展依然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贫

困、饥饿尚未根除，在全球范围内发展
权的落实未达到预期水平。各国应以
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为指引，促进发
展权的实现，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保证人民平等参
与发展的权利，确保人人过上有尊严的
生活。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2次会议于
9月9日在日内瓦万国宫开幕。中国代
表139个国家呼吁充分实现发展权，让
发展惠及全体人民，表达了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心声，发展中国家代表纷纷向中
国代表团表示感谢。

中国代表139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会议上呼吁充分实现发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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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14日电 （记
者 刘晨）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发表
声明说，“基地”组织高级头目、乌萨马·
本·拉丹之子哈姆扎·本·拉丹已在美国
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发动的一次
反恐行动中被击毙。

特朗普还说，哈姆扎之死打击了
“基地”组织领导层及行动能力。他未
透露哈姆扎被击毙的具体日期和地点。

多家美国媒体曾于7月底援引匿
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哈姆扎在过去两
年间一次有美国参与的行动中被击毙。

哈姆扎于2015年 8月正式加入
“基地”组织，曾号令该组织追随者在西
方国家的首都发动恐怖袭击，并表示

“要对杀害其父亲的美国进行报复”。
美国在2017年初将哈姆扎列为全球性
恐怖分子，并对其实施制裁。

特朗普说本·拉丹之子已被击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