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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演员咏梅凭借《地久天长》捧银熊

《羊城晚报》消息 柏
林当地时间2月16日晚，第
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闭
幕。王小帅导演的《地久天
长》男女主演王景春和咏
梅分获最佳男女演员奖，
这也是华语电影在柏林电
影节首次同时摘得这两个
奖项。王小帅表示：“幕后
的我为之骄傲！祝《地久天
长》的同仁们友谊天长地
久！”

《地久天长》由王小帅
执导，影片采用时间线交
叉跳跃的剪辑方式，讲述
两个家庭因一次意外而疏
远，其中一家从北方远走
南方，而相隔30年后两家
人再度聚首的故事。以家
庭故事为载体，以时代变
迁作节点，影片呈现了30
年来中国社会的人情画
卷。王景春和咏梅在片中
饰演一对夫妇，齐溪、杜
江、王源等参演。

主演王景春表示，这

部电影让他感受到满满的
爱与美好。这是王景春第
二次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
赛单元，2014年由他担任
主演之一的《白日焰火》也
在柏林电影节斩获多项大
奖。“5年前我坐在台下，今
天我站到这儿了！”王景春
在登台领奖时表示，这部
电影反映出中国人当下的
生活，“今天所有人都因为
电影而聚到这里，愿全世
界所有的情感和爱地久天
长！”

喜极而泣的咏梅也在
获奖感言中感谢了导演王
小帅和所有合作者：“太开
心了，完全想不到能拿到
这个奖。”她是继张曼玉、
萧芳芳之后第三位摘得柏
林影后桂冠的华语演员，
也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
中国内地演员。咏梅在片
中饰演一位经历丧子之痛
的母亲，她表示：“这让现
实生活中没有孩子的我，

也亲身体验了一位母亲30
年的爱和渴望。”

在柏林电影节举行的
剧组发布会上，《地久天
长》制片人刘璇透露，整部
影片从剧本创作到后期完
工历经4年多，而自2015年
《闯入者》公映之后，导演
王小帅就全身心投入《地
久天长》的拍摄中。演员齐
溪则现场分享了一个小插
曲：她抵达柏林时，在机场
看到《地久天长》的海报，
竟一下失控痛哭不已———
原来，在拍摄时感受到的
悲伤与美好，还一直深埋
在身体里。演员中最年轻
的王源也坦言，这次拍摄
挑战性很大，第一天拍摄
时特别慌张，“是王景春老
师的一声招呼和眼神，让
我迅速对应上了‘父子关
系’。”杜江在片中饰演一
位深藏秘密30年的中年
人，最后袒露心情的段落
是影片一大泪点。杜江说，

王小帅导演告诉他，这个
角色就像身体里有一棵
树，这棵树慢慢长大，最后
自己要挣脱出来。

本届柏林电影节最佳
影片金熊奖由以色列、法
国、德国合拍的影片《同
义词》获得。法国导演弗
朗索瓦·欧荣导演的《感
谢上帝》获评审团大奖银
熊奖。德国导演安格拉·
夏娜莱克凭借《我当时在
家，但是……》获最佳导演
奖。

■小资料

咏梅 （原名森吉德

玛），1970年2月14日出生

于呼和浩特市，毕业于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内

地女演员。

1995年参演电视剧

《牧云的男人》，自此开始

演艺事业 。2004年主演家

庭情感剧《中国式离婚》。

2006年出演家庭伦理剧

《孝子》。2009年参演家庭

情感剧剧《人到中年》。

2011年参演家庭情感剧

《你是我爱人》。2012年主

演近代传奇剧《乱世书

香》。2013年凭借主演的谍

战革命剧《悬崖》获首届中

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

表彰大会优秀女配角奖。

2016年凭借电影《刺客聂

隐娘》提名第16届华语电

影传媒大奖最佳女配角

奖。2019年凭借电影《地久

天长》获得第69届柏林国

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位获得

柏林影后的女演员。

■（链接）

娄烨新片4月
在国内上映

入围本届柏林电影节

全景单元的《风中有朵雨

做的云》也收获了众多掌

声。影片由娄烨执导，井柏

然、宋佳、马思纯、秦昊、陈

妍希、张颂文等主演，将于

4月4日全国公映。

影片故事发生在中国

南方的一座城市，建委主

任唐奕杰在一次纠纷骚乱

中意外坠楼身亡，年轻警

官杨家栋开始调查，发现

唐奕杰坠楼案与几年前另

一宗神秘的失踪案有密切

的关系。调查中，杨家栋被

诬陷、被停职，但他没有放

弃……

该片6位主演中，既有

娄烨合作多年的演员，也

有人气和演技兼具的年轻

演员。当被问到与年轻演

员合作的感受，娄烨表示：

“他们可能因为第一次跟

我合作，开始的时候有些

不适应，但后面表现非常

好，我很满意。”娄烨坦言

非常期待这部作品和中国

观众见面：“这对我来说非

常重要。” （何 晶）

《羊城晚报》消息 大
型原创时代记忆音乐节目
《流淌的歌声》，自播出以
来收获了无数好评。2月16
日晚，该节目播出第七期，
汪明荃、李丽芬、曾淑勤等
实力歌手登场，唱响“家国
情怀”的主题。

1947年出生于上海的
汪明荃，乳名“小妹”。如今
已经72岁的她，仍然活跃
在舞台上。作为德艺双馨、
影视歌三栖发展的“香港
荧屏一姐”，观众都亲切地
尊称她一声“阿姐”。此次
在《流淌的歌声》中，汪明
荃 唱 起 最 经 典 的 两 首
歌———《万水千山总是情》
和《勇敢的中国人》。

台上的汪明荃身着艳
丽的玫瑰色长裙，体态依
然姣好。唱到兴起，她脚踩

着金色高跟鞋翩翩起舞，
掀起全场高潮。自1967年
考入丽的映声艺员培训班
至今，汪明荃已经入行52
年。“跨越了半个世纪，陪
伴了几代观众。”音乐评论
人伍洲彤评价她的从艺历
程堪称“一座丰碑”。对此，
汪明荃表示：“做艺术工作
的人，要一直紧跟时代潮
流不断学习，因此并不觉
得时间过去。”

在接受采访时，汪明
荃对记者表示：“我每一次
唱《万水千山总是情》，都
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随
着人生经历的变化，看到
的东西不同，我对世界的
感受也不同。这首《万水千
山总是情》，歌词意思很简
单：山会变，水会变，情却
永远不会变；不管世界怎

样变化，都不要忘记初心。
这个‘情’，不仅仅是男女
之情，还有亲情、恩情、爱
国之情。”

在《流淌的歌声》舞台
上，主持人赵屹欧把汪明
荃比作“一座大桥”———连
接内地与香港的情感桥
梁。汪明荃表示：“如果可
以做到的话，我很开心！我

会肩负起传媒人的责任，
做好自己，传播正能量。”
谈到香港影视作品和流行
音乐的影响力远不及上世
纪80年代，汪明荃并不感
到悲观：“我觉得香港应该
找回自己的特色。大湾区
有7000万人都是讲粤语
的，对香港人来说，这是机
遇。”

为了让更多香港年轻
人来内地沟通、交流、学习
以及找工作，汪明荃还与
成龙、王祖蓝等人一道成
立了香港演艺人内地发展
协进会。汪明荃说自己今
年的首要任务是振兴粤
剧：“我们在西九龙的戏曲
中心开幕了。《德龄与慈
禧》《天仙配》《刁蛮公主》

《穆桂英大破洪州》《帝女
花》《紫钗记》……这些剧
目都是大家爱看的，我希望
自己还能唱。做粤剧很辛
苦，唱做念打，要付出很多
体力，但我觉得自己现在还
可以应付。粤剧在香港的发
展很兴旺，我在努力，看看
怎样把香港的粤剧带到大
湾区来。” （艾修煜）

72岁汪明荃再唱《万水千山总是情》

王小帅（中）和演员在一起咏梅喜极而泣 王景春和咏梅捧银熊

72岁的汪明荃舞姿体态依然姣好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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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金山免费书法培训班：笔尖上传承民族文化
新报讯（记者 张巧珍）

右手握着毛笔，饱蘸浓墨，
在宣纸上“沙沙”练字……
2月18日上午，在鄂尔多斯
市鄂托克旗包金山书法培
训班，150多名稚气未脱
的孩子正坐在教室里认
真练习哈旺加卜体蒙古
文书法。

授课的是蒙古文书
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
承人包金山以及他的几
名徒弟。新春佳节期间，
当很多人还在走亲访友，
包金山的免费书法培训
班已经正式开课了。包金
山致力于文化创新，设计
制作了蒙古文书法“文房
四宝”，彰显了新的时代
风采，由他创作的《蒙古

文经典文献当代书法名
家手抄本》110套丛书也
将于3月正式发行。截至目

前，包金山共主持创作13
种《蒙古秘史》系列艺术
品，共2500余件。同时，他

还悉心研究毛笔笔头软
硬，反复确认羊毫和狼毫
的比例，力求呈现出楷书

的最好效果，吸引了众多
的蒙古文书法爱好者前来
学习。

近年来，包金山致力
于传承蒙古文书法，免费
培训了3600余名弟子，除
了中小学生，还有干部、教
师、普通农牧民，遍布鄂尔
多斯市各旗县区。除了每
星期在鄂托克旗、东胜
区、杭锦旗等地实地教学
外，他还为鄂尔多斯市的
蒙古族学校进行在线授
课，节节不落。在他的影
响下，鄂尔多斯市25所中
小学校均开设了蒙古文
书法课程。

11岁的阿敏珠拉是
鄂托克旗蒙古族实验小
学五年级的学生，她在培

训班已经学习了一年半，
每到节假日就会来学习
蒙古文书法。“我现在已
经熟练掌握了哈旺体蒙
古文书法首干尾写法的
变化，希望将来能像包老
师一样，把这种文化传承
下去。”阿敏珠拉说。

2月18日，由内蒙古自
治区网信办主办的“自治
区新闻网站新春走基层
活动”在鄂尔多斯市鄂托
克旗启动，来自中央驻内
蒙古的新闻网站及全区
12家新闻战线的记者深
入鄂尔多斯市基层进行
了采访。

孩子们认真练习书法 摄影/本报记者 张巧珍

新春走基层

五原县开拆违建大棚房
新报巴彦淖尔讯（记者 白忠义） 2月17日，按照五

原县政府下发的《五原县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作方
案》工作要求，五原县国土资源局近日对“大棚房”户主进
行政策宣传与劝导，通过与户主的沟通，2月17日，正式拉
开了拆除序幕。

当日，拆除违建大棚房行动首先拆除清理了智某某违
建大棚房（如图），建筑面积445平方米。据了解，为了落实
市、县两级要求，五原县国土资源局要在2月25日前完成五
原力华得园区内37处违建大棚房的清理整治任务。

新报讯（首席记者 刘

晓君） 日前，呼和浩特市
和林格尔县公安局相继打
掉了以布赫为首的恶势力
犯罪集团和以张浩为首的恶
势力犯罪团伙，现犯罪嫌疑
人布赫、张浩等人已分别被
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2月12日，和林格尔县公
安局发布通告称，为了除恶
务尽、深挖余罪，彻底摧毁这
两个犯罪集团，希望知情群

众积极检举揭发以布赫为首
的和张浩为首的犯罪团伙
的违法犯罪线索及其“保护
伞”，警方将对举报人的身
份信息、举报内容等情况严
格保密，一经查实，将按相
关规定给予2000元~50000
元的奖励，对举报人、证人
进行报复的，将从严、从重
惩处。同时正告该犯罪团伙
其他成员：认清形势，主动
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对

于包庇、袒护、纵容、窝藏违法
犯罪分子的，将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据了解，具体奖励标准
为：对提供集团成员实施的
治安案件线索并查证属实的
奖励2000元；对提供集团成
员实施的一般刑事案件线
索并查证属实的奖励人民
币1万元；对提供集团成员
实施的重大刑事案件线索
并查证属实的奖励人民币2

万元；对提供集团成员实施
的特大刑事案件线索并查证
属实的奖励人民币5万元。

举 报 电 话 ：
0471-7187089（和林格尔县
公安局扫黑办）16604715612
（苏警官）13171022191（田警
官）16604715620（郭警官）
13948317997 （石 警 官）
15754860427（冯警官）

来信来访地址：和林格
尔县公安局六楼“扫黑办”。

新华社消息 记者日
前从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
到，该局春节期间查扣了
2000余件“山寨牛奶”，货
值超10万元。

春节期间，几款使用
“特仑”“经典”等字样、外
观包装酷似国内知名品牌
的“牛奶”，引起了执法人
员的注意。经查，这些产品
其实并非牛奶。

据介绍，这些“山寨牛
奶”标识多为内蒙古特伦
圣牧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虽然标着高钙牛奶、无蔗
糖牛奶、核桃牛奶，实则并
非牛奶，其实际品类为复
合蛋白饮料。部分标识委
托生产厂家甚至不具备相
关生产资质。同时，上述饮
料还存在食品配料成分虚
假标注，商品条码与标识
生产厂家不符等问题。

海勃湾区市场监管局
副局长魏巍称，按照食品
安全法规定，特仑苏、圣牧
已是知名商标，“山寨牛
奶”涉嫌商标侵权。同时，
牛奶和饮料是两个概念，

“山寨牛奶”涉嫌虚假宣
传。此外，这些产品打着无
糖、低糖的广告，实际糖分
不低，而且几乎都是添加
剂、防腐剂勾兑，糖尿病等
疾病患者和老人喝了可能

对身体造成伤害。
由于市场中“山寨牛

奶”数量较大，海勃湾区市
场监管局已报案，公安部
门正在进行立案侦查。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提醒，消
费者要提高警惕，通过仔
细甄别，看清商标，来区分
牛奶和饮料，发现类似“山
寨牛奶”，应及时向市场监
管部门举报。

（王 靖 安路蒙）

和林警方有奖征集布赫张浩等人违法犯罪线索

乌海市查扣2000余件“山寨牛奶”

我区9条高速因降雪实施交通管制
新报讯（首席记者 张学博） 2月18日17时40分，内

蒙古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结算管理服务中心发布路况信
息，因降雪，高速交警对我区9条高速公路实施了交通
管制。

具体路况信息为：京藏高速封闭旗下营南至兴和
各收费所双向入口；沙尔沁互通立交605公里处实施
交通管制，去往陕西方向的车辆禁止通行；蒙宁界至呼
和浩特东收费所、蒙冀界收费所路段道路畅通。包茂高
速康巴什至蒙陕界各收费所双向入口允许小车及货车通
行，禁止7座以上客车及危化品车辆通行；树林召收费所
包头方向可以通行，陕西方向禁止车辆通行；关碾房收费
所入口可以通行，出口禁止车辆通行；去往陕西方向39公
里处实施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京新高速封闭兴和南
至旗下营各收费所双向入口。二广高速封闭赛汉塔拉主
线至蒙晋界各收费所双向入口。呼北高速封闭呼和浩特
南至新店子北各收费所双向入口。集宁绕城高速封闭集
商、玫瑰营收费所双向入口。荣乌高速封闭羊市匝至暖水
各收费所双向入口，清水河南至薛家湾东各收费所双向
入口，框框井至棋盘井各收费所双向入口，康巴什至乌兰
各收费所双向入口。准兴高速全线封闭。呼和浩特绕城高
速封闭郭家营至金山各收费所北京方向入口。

（上接1版）电子健康码应用覆盖所有三级医院、贫困旗县
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和贫困人口。全区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全
部实现扫码看病，力争80%以上居民拥有电子健康码，同
时取消就诊卡。五是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要确保
签约家庭医生能看病、看得好病，特别是要具有常见病、多
发病诊疗服务能力，加快推进“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逐步实现家庭医生签约信息化管理。六是强化卫生健
康人才队伍建设。要深入落实自治区人才政策，加大高层
次人才引进力度，加快学科带头人培养。不断完善“医教协
同”机制，要鼓励医务人员在基层机构建功立业，想方设法
在工作环境、薪酬待遇、专业发展、维护就医秩序等方面创
造更好的条件，让医务人员舒心、顺心、安心地为患者服
务。“当我们的‘大牌’医生多了，每家医院都有‘大牌’医
生，群众‘看病难’问题就会得到根本性转变。”自治区卫健
委主任许宏智信心满满地说。

今年我区要从6个方面
发力破解“看病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