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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年伊始，战争片《红海行动》在春节档
中拔得头筹。这部体现中国当代军人英雄气
概与大国崛起精神气度的影片，被认为把我
国军事题材影片推至新高度。

“彰显国家利益、国家精神、
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船
员全数沦为阶下囚。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
潜入商船进行突袭， 解救全部人质……此
为这部根据2015年也门撤侨事件改编的影
片的主要内容。

“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
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
大国气魄贯穿影片始终。故事展开过程中，
并未回避战争的残酷， 从而更加彰显了中

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
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

“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
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
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彰显
了国家利益、 国家精神、 国家形象和中国荣
光。”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赵葆华评价。

真实性与集体主义精神的胜利

从054A型护卫舰到“毒刺”防空导弹，
一系列先进武器装备亮相《红海行动》。

“我们的工业实力、对现有科技的掌握，
以及专业的电影团队，成就了这部大片。它代
表了我国电影工业化水平和电影工业美学的
提升。”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说。

不论是战场环境的再现， 还是高难度的
战斗过程，影片最大限度地再现了“真实”。

为了呈现真实的战争环境， 影片大比例
采取实景拍摄。“大多数戏份是在摩洛哥的沙
漠、偏远小镇拍摄完成，那里地表温度在45到
50摄氏度之间。”导演林超贤介绍。

为了诠释好角色，8名主要演员被要求全
副武装、负重超过30公斤，使用“真枪实弹”上
镜拍摄，并经历了“地狱般”的军事训练。

“女蛟龙”佟莉用身体掩护了无辜平民，
以格斗技巧解决掉敌人；在战斗中成长的通
信兵庄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支撑着残肢连
接上摔成两半的通讯装备；陆琛坚持将一枚
即将爆炸的手雷反丢出窗外……这些镜头
感动了所有观众。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表示，
《红海行动》的可贵之处，是聚焦集体的力量。

“主旋律”之思：
“点燃”爱国心 发时代先声
《红海行动》创造了上映15天、收获27

亿元的票房佳绩。这让人思考：新时代，需要
怎样的主旋律影片？

“我们的爱国心需要点燃。”中国电影家
协会副主席明振江说，近年来的主旋律影片
中注入了“燃”的元素，着力于故事精神内核
的发掘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从而更大激发了
人们的价值认同，唤起了观众的爱国热情。

李准、明振江认为，成功的主旋律影片要
用前瞻性眼光开掘素材，将中国故事、中国形
象、中国价值融入其中，发出面向未来的时代
先声，这样才能涌现出“叫得响、传得开、留得
住”的精品佳作。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红海行动》：

真实与精神，创造军事题材影片新高度

� � � �北京时间4日凌晨， 中国短跑名将苏炳添在室内田径世锦赛
60米决赛中，以6秒42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摘得银牌。这是中国选
手首次登上世界大赛短跑项目领奖台———

飞人“添”银闪金光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 � � � 6秒42！伯明翰的蓝色跑道，彻底被中
国飞人苏炳添点燃了！ 这是28岁的广东小
伙在1个月时间内第3次刷新亚洲纪录。

短短60米，是所有中国乃至亚洲短跑
选手追逐梦想的距离， 即使是0.01秒，也
是他们梦幻般的突破。虽然距离最高领奖
台还有一步之遥，但这枚来之不易的银牌
已承载太多关于中国田径的历史意义。

60米有多长？该项目的亚洲纪录，从6秒
51到6秒50，跑了将近21年的时间。短短的
0.01秒由卡塔尔的“归化”选手小奥古诺德
完成。但从2月4日开始，苏炳添极大地加速
了改写历史的进程。他先是在国际田联世界
室内巡回赛卡尔斯鲁厄站将这项纪录改写
成6秒47，两天后的杜塞尔多夫站又提高到6
秒43，而3月4日这一枪则定格在6秒42。

6秒42有多快？ 一共17届室内世锦赛，
翻开60米的历史成绩单，6秒42让苏炳添成
为史上最强亚军———该成绩跑赢了15届冠
军，与莫里斯·格林1999年夺冠时的成绩持
平。本届比赛，美国名将科尔曼以6秒37破
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另一名美国选手布
莱克以6秒44摘铜。 前三名均跑进6秒50大
关，这在室内世锦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 � � � 2018年3月伯明翰的苏炳添，让人们
不禁想起2003年3月伯明翰的刘翔。15
年前这位19岁的上海少年， 在伯明翰室
内世锦赛以7秒52获得男子60米栏铜牌，
实现了中国短跑历史性的突破。15年后，
不能算年轻的苏炳添，在同一个场馆，完
成了和前辈的一次完美交接， 这是一次
了不起的前后呼应。

如今，10多年过去了。后刘翔时代的
话题已无数次地被提及和讨论。 尽管苏
炳添无论在项目、身体状况、年龄阶段上
都无法与当时的刘翔相比， 但他们突破
的每一小步都是中国田径的一大步。

2013年，张培萌在莫斯科打开10秒大
关，给国人一剂强心针；随后苏炳添后来居
上跑出9秒99， 成为中国田径的代名词；还
有全运赛场崛起的“三冠王”谢震业，不到
25岁的他本次以6秒52的成绩夺得第4名，
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赛后他说，苏炳添赢
得历史性的银牌，“惊喜但并不意外”，因为
中国短跑选手一直在努力成长。

面对未来， 苏炳添已经瞄准2020年
东京奥运会百米比赛，“对我来说， 下一
个目标就是在奥运会百米比赛进入前8。
我要尽力完成这个梦想， 一定要坚持跑
到东京奥运会。”

史上最强亚军

中国速度在加速

� � � �图为苏炳添（右一）在男子60米决赛中。 新华社发

5G第一版国际标准
将于今年6月完成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刘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5G第一版国际标准将于今年6月完成。 我国
5G研发试验第三阶段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重
点是系统验证。此外，我国已启动5G应用征集大
赛，向全社会征集5G特色创新应用。

网络的质量和速度决定着数字经济发展的
质量和速度。3G跟跑、4G并跑的中国， 正努力在
即将到来的5G时代实现领跑。刘多说，我国在全
球最早启动5G试验，在北京怀柔建设了全球最大
5G试验网络， 加速产业链的合作与技术的成熟。
目前， 我国提交5G国际标准文稿占全球32%，牵
头标准化项目占比达40%，无论是推进速度还是
质量在全球范围内均属较高。

韩国总统文在寅
将派特使团访问朝鲜

据新华社首尔3月4日电 韩国总统府青瓦
台4日宣布，韩国总统文在寅将派特使团5日起
对朝鲜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青瓦台国民沟通首席秘书尹永灿当天发布消
息说，特使团团长为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郑义溶，
成员包括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薰、 统一部次官千海
成、 国家情报院第二次长金相均和青瓦台国政状
况室室长尹建永，另有5名工作人员随行。

尹永灿说，特使团将访问朝鲜首都平壤。访
朝期间， 特使团将与朝方高层官员就促进朝鲜
半岛和平、改善南北关系展开对话，特别将就创
造条件促成以半岛无核化为目标的朝美对话、
促进南北交流等问题进行全面讨论。

尹永灿还说， 此次派特使团访朝是作为平
昌冬奥会之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派遣特使
访韩的回访。特使团访朝后还将访问美国，向美
方介绍此次访朝结果。

俄罗斯开始量产
“先锋”超音速导弹

据新华社莫斯科3月4日电 据今日俄罗斯
通讯社4日报道，俄罗斯已开始量产最新型“先
锋”超音速导弹。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4日援引俄军工行业高层
人士的话报道说，“先锋” 导弹能以20倍音速飞
行，还能“突破目前世界上所有的防空系统和反
导系统”。

� � � � 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
德·容克2日晚警告， 一旦美国政府对
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
10%的关税， 欧盟方面将出台反制措
施，包括对美国产波旁威士忌酒、哈雷
-戴维森牌摩托车和“利维斯”牌牛仔
裤征收进口关税。

欧盟方面还说， 将考虑“防御措
施”，以应对美国征收高关税后大量钢
铁和铝产品涌入欧盟市场的局面。

防御加反击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3月1日
宣布， 美国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
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欧盟方面随
即发出措辞严厉的声明， 警告美国将
受到欧盟贸易报复。

2日，容克在德国北部城市汉堡发
表讲话时说：“我们将对美国产摩托
车，例如哈雷-戴维森牌摩托车，以及
牛仔裤，例如‘利维斯’牌，以及波旁威
士忌酒征收进口关税。”

他说，这类做法“愚蠢”，却“有必要”。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亚历山大·温

特施泰因说；“长时间以来， 我们都在
为这种局面作准备。”相关反制方案有
望于7日成形。

业内人士警告， 一旦美方对进口
钢铁和铝产品征收高关税， 而欧盟仍
维持零关税政策， 将有一大批非欧盟
国家的产品因无法进入美国市场而涌
向欧盟，届时将冲击欧盟相关产业。

路透社推测， 欧盟方面可能依据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启动类似2002年
的“保护措施”。2002年3月，时任美国
总统乔治·W·布什宣布对10类进口钢
铁产品加征最高达30%的关税，期限3
年。2002年3月至5月，欧盟、中国、日本
等世贸组织成员先后针对美国的保障
措施启动世贸争端解决程序。

特朗普无惧

特朗普政府征收高关税的决定在
美国国内外受到广泛反对，但他本人2

日依旧态度坚定。
他在社交媒体“推特”上留言，声

称美国“乐见”贸易战争：“美国和每一
个与它有贸易往来的国家都存在数十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种情况下，贸易
战争是好事，美国会轻易取胜。”

特朗普1日宣布将征收高关税的
决定后， 一名白宫官员告诉路透社记
者，当晚白宫内“一片混乱”，因为政府
内部人士对这项政策意见不一。

路透社说，就某项政策，特朗普总会
于第一时间展现强硬态度， 在谈判过程
中再作出些许妥协。但这次，白宫发言人
萨拉·赫卡比·桑德斯说， 即将对钢铁和
铝产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不会改变。

阿尔法投资伙伴公司分析， 特朗
普马上“变调”的可能性极小。

这家智库在一份研究简报中说，
短期内， 特朗普政府不可能对高关税
政策进行微调或挑出个例， 再或根据
某个国家制定专项政策。“但我们对这
项政策迟早会被修改抱有希望。”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挥舞钢铝关税大棒惹众怒
欧盟“攻、防”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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