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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作家撰写《红都女英杰传奇》
本报赣州讯 （记者杜金存）4月19日，记者获

悉，我国首部介绍女红军生平事迹的人物传略《红
都女英杰传奇——记从红都瑞金走出的红色女战
士》日前已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
由瑞金籍作家严帆耗费近十年心血写成。

该书分上下两册，共69余万字，以纪实的笔
墨，辅以人物、文物及史料图片，真实地记述了中央
苏区时期曾在瑞金战斗和生活过的蔡畅、邓颖超、
康克清、刘英、贺怡、王泉媛、钱希均、周月林等48位
女红军、女游击队战士的革命故事和情感经历。同
时以简介的方式，介绍了瑞金籍苏区革命女英烈
208人，是一部全面了解中央苏区时期妇女干部革
命经历的传记文学著作。

南昌举办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4月18日，2015年

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南昌站比赛在国体
中心开打，来自全国8个省市的523名业余羽毛
球爱好者参加了本次比赛。

据介绍，此次比赛也是今年全国所有分站比
赛报名人数最多的一站，人数平了往年最高纪
录，其中一名新加坡籍选手从广东赶来参赛。作
为首次举办东西南北中羽毛球比赛的城市，南昌
今年充分重视，相关筹备工作也得到了普遍认
可，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把
比赛带到南昌，让更多江西羽毛球爱好者一起参
与。

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是中国羽毛球
协会为广大羽毛球爱好者设立的一项全国性全
民健身羽毛球赛事。自 1998 年举办以来，已经
成功举办17届，参赛人数达数十万，是国内水平
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业余羽毛球赛事。

江西选手获全国游泳冠军赛银牌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江西选手参加在陕西

省宝鸡市举行的2015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后，4月18
日下午顺利返回南昌。此次比赛中，江西选手胡逸
轩以25秒55的成绩获得男子50米仰泳亚军，为江
西代表队摘到了唯一的一块奖牌。

在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排在第四泳道的浙
江名将徐嘉余出发之后就一马当先，最终以25秒
15夺冠，江西选手胡逸轩和广东的何健彬分获二、
三名。胡逸轩是南昌人，多次参加全国比赛，有丰
富的比赛经验。

带队参赛的江西省田径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有
关人士告诉记者，江西选手在此次比赛中参加了38
个项目中的21个项目。胡逸轩还在男子100米仰
泳、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分别获得第四名、第
六名。陈诗韵在女子400米自由泳、女子200米自
由泳、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分别获得第五名、
第七名、第五名。饶圣雪在女子100米仰泳决赛
中，获得第七名。

触底反弹！
江西联盛取得赛季首胜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4月19日15时，
2015 赛季中国足球甲级联赛第 5 轮继续角
逐，江西联盛在奥体中心迎来了连续第 5 场
主场比赛，对手是同样战绩不佳的天津松
江。最终，江西联盛通过一个角球和一个点
球，以 2∶1 战胜对手，在终结了开局 4 连败的
同时收获了中甲联赛第一场胜局，也摆脱了
积分榜垫底的局面。

与揭幕战一样，本场比赛也是在雨中进
行。开场不久，江西联盛便占据了场上主
动。比赛第 17 分钟，王建文在左侧主罚角
球，皮球直接飞入天津松江球门，上演了角球
直接破门的好戏，为联盛首开纪录，把场上比
分改写为 1∶0。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联盛前 5
轮中甲联赛中首次比分领先对手，王建文也
成为本赛季中甲联赛首个利用角球直接破门
的球员。

第 41 分钟，马里奥为天津松江扳平比
分。下半场易边再战，江西联盛加强攻势。
第 50分钟，天津松江球员在禁区内对德苏萨
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外援阿迪主动要求
主罚点球，对方门将判断错了方向，足球直接
飞入球门左下角，联盛再度取得比分领先。
随后，松江队连续调兵遣将，对联盛球门发起
了围攻，无奈未能攻破大门。最终，江西联盛
2∶1战胜天津松江，主场全取三分，积分榜上
超越贵州智诚，排名倒数第2位。

对于首场胜利，联盛队员和教练难掩激

动之情。本场比赛中，外援德尼尔森首次带
上队长袖标。他兴奋地表示，作为队长，自
己责任非常大，好在大家团结一致取得最
终胜利。这场胜利属于每个球员，更属
于场外的球迷，自己非常开心，也非常
感谢球迷的支持。

主帅黄岩认为，这场比赛胜利来
之不易，值得所有江西球迷高兴。
球队在这场比赛中表现出来的精
神面貌很好，作风顽强。值得一
提的是，早在五年前，黄岩也曾担
任天津松江的教练，对这支球队
自然有更多的了解。黄岩表
示，赛前制订了针对性的打
法，主要以对方肋部空间为
进攻重点，球员们贯彻教练
的意图也很明确，才最终
拿下比赛。

下一轮，江西联盛
将开始本赛季客场之
旅。黄岩认为，连续
5 场主场比赛让球
员压力很大，未来
打客场，大家会放
得更开，一场一
场地拼，相信会
有比较好的表
现。

联盛球员一起欢庆胜利 陈璋 摄

4月17日，由绿地集团主办或承办
的“2015（第十一届）中国广告论坛”、

“2015 荷兰郁金香花卉节”、“江西省首
届绿色公益风车节”在南昌同时启幕。
这是绿地集团积极响应党中央“绿色
化”号召，落实国务院关于“长江中游城
市群发展规划”战略部署，进一步“做政
府所想、为市场所需”，助力江西“发展
升级、绿色崛起”的重要举措。

中国广告论坛是国家工商总局直属
事业单位中国广告协会主办的重要年度
活动，被业界称为“中国广告达沃斯会
议”，2005年起论坛先后在北京、上海、广
州等经济发达城市成功举办十届，2015
年第十一届中国广告论坛首次由绿地集
团引入江西举办。中国广告协会、国家
工商总局广告监督管理司、江西省工商
局、绿地集团产业地产发展中心有关负
责人，与来自全国各地700多家广告产业
相关企业代表参加论坛。

本次论坛期间，与会嘉宾亲手将江
西首个省级广告产业园的牌匾授予绿
地国际博览城这个“七位一体”产业地
产综合项目。与此同时，广告产业园现
场签约引进财富传媒集团、江西华兴信
息产业有限公司、重庆秒银信息产业有
限公司、易道文化传播控股集团、景德

镇陶瓷艺术数字有限公司等五家优秀
广告企业。据悉，广告产业园2016年整
体建成运营后，将有效整合江西及周边
省市现有广告、软件、媒体设计、文化旅
游等广告及其相关产业，导入百余家广
告产业及其相关产业企业，以城促园、
以园兴城，规划打造成为辐射中部乃至
全国的广告产业集聚区，年营业收入预
计超过百亿元，实现就业近万人，成为
南昌九龙湖新城快速崛起，南昌乃至江
西产城融合发展的有力支撑。

由南昌市人民政府、江西省花卉协
会和绿地集团共同主办的2015荷兰郁
金香花卉节，是江西乃至我国中南部最
大国际会展中心——绿地国际博览中心
（首期）年底建成运营前积极筹备会展运
营的“首秀之作”。为做好本次郁金香花
卉展，绿地集团先期垫支300多万元直
接从荷兰空运50万株郁金香花苗到南
昌，并邀请国际优秀花园景观设计师用
11天不舍昼夜地工作，精心雕琢出5万
方精美绝伦的郁金香花卉景区。花卉节
开幕当天参观游客突破1万人，到5月4
日活动结束预计游客将突破 10 万人
次。本次活动在向人们传递绿色理念的
同时，也有力带动了南昌乃至全省会展
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南昌九龙湖新城的

人气，助推九龙湖新城的快速崛起。
同日启幕的以“益起，让江西更美

好”为主题的“江西省首届绿色公益风
车节”活动，由江西日报社和南昌市人
民政府、绿地集团联袂主办，共青团南
昌市委、绿地集团江西房地产事业部合
作承办，是与“2015荷兰郁金香花卉节”
同时同地启幕、相互联动的大型公益品
牌宣传活动。江西日报社、南昌市政
府、绿地集团江西房地产事业部有关负
责人共同为活动揭幕，活动现场的小朋
友和市民们热情参与了绿色童谣传播、
绿色风车 DIY、绿色银行、绿色笑脸征
集等一个个绿色环保游戏，开启了寓教

于乐的“绿色之旅”。明媚阳光下，10万
个各色小风车在清风中缓缓转动，流光
溢彩，游客们在走进缤纷春天的同时，
也进一步接受了绿色的洗礼与熏陶。

当天，活动现场共吸引 3000 多名
市民参与，《江西日报》、《江南都市报》
等江西主流媒体还刊发了《江西省首
届绿色公益风节绿色知识有奖竞答》、

《绿色工作生活好习惯》，面向 4500 万
江西人发出绿色倡议，号召全民践行
绿色公益、共建美好江西，通过丰富多
样的形式，将“益起，让江西更美好”的
公益理念，植入每个热爱生活、热心公
益的人们心中，融入日常生活习惯，其

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已远远超出活
动形式本身。

自2001年进驻江西以来，绿地集团
秉承“绿地，让生活更美好”的企业宗旨
和“做政府所想、为市场所需”的发展理
念，先后在赣开发运营城市标杆项目19
个、累计投资金额逾1000亿元、开发运
营面积超过1000万平方米、公益慈善投
入逾1000万元，并为江西引进了洲际酒
店、北辰会展、上海建工等一大批知名
度高、带动性强的行业领军企业，有力
推动了江西在我国中部地区的“绿色崛
起”。绿地集团已经将自身企业品牌价
值，从经济价值向社会价值和国家战略

价值延伸，充分展现了国有大型企业的
责任与担当。

绿地集团执行副总裁孙志文就此
表示，未来，绿地集团还将在江西各级
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下，充分发
挥自身国有大企业的综合优势，在更加
积极参与江西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服务
的同时，为江西引进更多世界性资源、
世界级人才、世界化服务，更加有力地
传播和深入实践绿色低碳理念，以世界
500 强的带头示范作用，推动江西乃至
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区域经济发展与生
态文明的共建共赢。

（记者黄正朝）

绿地集团三大活动助力江西“绿色崛起”
大企业价值让江西更美好

“中国
电影，让我

热爱中国这
片土地。”作

为第五届北京
国际电影节“天

坛奖”评委会主
席 ，法 国 导 演 吕

克·贝松 18 日来到
北京电影学院与师

生座谈。
《碧海蓝天》《尼基

塔》《第五元素》《这个杀
手不太冷》《圣女贞德》等

影迷耳熟能详的片子，均
出自吕克·贝松之手。

“五分钟的短片怎么构
思”“毕业长片有途径进军国

际市场吗”“中国电影作品有什
么性格”“导演如何调动演员潜

力”“《圣女贞德》中战争与梦境场
面是如何剪辑的”“贞德与上帝和

撒旦的关系”，一个小时“对话”中，
观众抛出了十五六个问题。

尽管许多问题并未直指“电影技
术”，但吕克·贝松仍在交流中“赠送”了

许多“技术指南”。
角色选择时，吕克·贝松会先看外在形

象。“这不是‘颜控’，演员之间的身高差异，
对构图挺重要。也会看候选人的内心，会看

谁比较善良。”他说，比如《第五元素》中，特意
挑选了体型差距较大的演员，这样弱小者被欺

负时，观众看起来会有趣。

说到表现手法，
吕克·贝松表示反

衬同样可传递更多
情绪体验。他讲起了

《这个杀手不太冷》中
的一场戏。“小孩子躲在

床底下，来了一些穿着
大靴子的人，他们走路发

出沉重的脚步声，现场很安
静，玩具被踩到了，发出细弱

悠长的声音。这种反衬会营造
紧张、恐怖的情绪。”吕克·贝松
说，试想，杀手穿着拖鞋、聊着
天，窗外汽车鸣笛、熙熙攘攘，
又会怎样？

现场爆发了笑声和掌
声，掌声是给吕克·贝松用
出色口技再现影片中声效
的回应。

在解答“导演如何
调动演员潜力”时，吕
克·贝松认为，开拍前
让演员对角色有充分
理解和把握很重要，他
举了《超体》中女主角
露西的例子。

“演员问我，露西
之前有哪些人生经
历，我给了她 25 页材
料，童年、求学经历、
闺蜜、男友之类的，
看完后她信心满满
来找我。我又给了
她 25 页说，这是露西
爸爸的材料。第三
次，25 页露西妈妈。”
吕克·贝松说，有的演
员开拍就有状态，但三分
钟热度，有些是要三五天后
慢慢进入状态，充分理解角
色很关键。

对话几近尾声，吕克·
贝松提出单独讲讲他对“中
国电影缘何尚未融入世界”
的观点。

“中国导演非常好、戏服设
计也很棒、演员出色、影院设备也
不错，但这些电影为何没有走进世界
观众的心中？”吕克·贝松说，这好比东
西方做饭形式不同，欧洲是前菜、主菜、甜
点，剧情随着节奏进入，而中国是满汉全
席，不知从何下口，太多的角色、情节宏大，是中
国文化赋予电影的特点，可能也是令海外观众在
影片中“迷路”的原因。 （新华社记者 倪元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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