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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知之
甚少。不但是我，绝大多数西方人也都如
此……我为什么要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的故事，这是重要原因。”美国女导演瓦妮
萨·罗思日前向记者谈起她执导的新片

《女孩与影像》时满怀感慨。
罗思曾在2008年作为纪录短片《扣押

幸福》的制片人获得奥斯卡奖。她近年来
执导的多部纪录片，如《天命之女》等也广
受好评，其很多作品都展现了在逆境中抗
争的小人物形象。

纪录短片《女孩与影像》由美国南加
州大学犹太大屠杀基金会出品，讲述了
如今已89岁高龄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
淑琴老人的遭遇。1937 年 12 月，侵华日
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当时
只有8岁的夏淑琴与4岁的妹妹目睹了全
家被日军屠杀的惨状，夏淑琴被日军用
刺刀刺了 3 次后幸存下来。美国传教士
约翰·马吉当时用摄像机拍下了诸多日
军暴行受害者，其中包括幸存的夏淑琴
姐妹。

《女孩与影像》自今年4月在美国首映
以来，已先后斩获美国纪录片电影节评委
会特别奖和美国纽波特比奇电影节纪录
短片杰出贡献奖。

罗思曾经这样告诉美国媒体：“在拍
摄这部电影之前，我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
也就是世界历史课本中的只言片语，但是
当我为拍摄这部影片去了解更多史实时，
我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这是史上最惨
烈的大屠杀之一。”

罗思和剧组人员去年8月在中国进行
了为期近3周的拍摄。影片通过夏淑琴老
人的外孙女写给7岁儿子的一封信，将老
人的遭遇一代代传递下来，以人性化和充
满亲情的视角重新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
深处的窗户。

罗思说：“当南加州大学犹太大屠杀
基金会找我拍摄夏淑琴老人的故事时，我
意识到历史同样可以从个人和家庭的层
面来表现，历史其实就是代代相传的故
事。”

罗思回忆拍摄场景时提到，年幼的孩

子对老人的遭遇充满好奇，问了很多问
题，甚至想看看老人身上的累累伤痕。“我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天呀，千万别给他看
刺刀的伤痕，太可怕了！’但是孩子天真的
提问打开了历史的记忆。”

罗思说，历史之镜照出了人性的善与
恶，大屠杀的暴行凸显了部分人的邪恶，
但是那些坚强的幸存者和马吉等救助中
国民众的西方人士让我们看到真正伟大
的人性。

“我们聆听先辈的故事，感其痛、伤其
悲、承其傲，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延续。尤
其是当历史的目击者们逐渐凋零之际，子
子孙孙更有责任把他们的故事传下去。”

罗思说：“我被夏淑琴老人深深地打
动，她勇敢坚强，不但讲出自己的遭遇，还
为了维护真相和名誉前往日本去直面那
些诋毁她的少数人……她为真相站了出
来，她为世人站了出来，她为历史站了出
来！”

罗思说，她握住夏淑琴老人的手时
“想起了自己的祖母”，“我觉得她就是力

量与生存的象征”。
罗思说：“先辈有他们的故事，下一代

则对历史充满好奇，而我们中间这一代人
就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桥梁。”

罗思本人出生于电影世家，父亲埃里
克·罗思曾凭借《阿甘正传》获得奥斯卡
最佳改编剧本奖，母亲作为人类学家也
曾帮助南加州大学犹太大屠杀基金会的
前身搜集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罗思说：

“母亲 5 年前离世，我拍摄此片也算是告
慰母亲。”

罗思的3个孩子也都观看了《女孩与
影像》一片，并被影片打动。罗思说：“我
希望我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善思考、知
善恶、行正道。”

《女孩与影像》预计将于今年第四季
度在中国上映。罗思表示，她希望该片能
被全世界尽可能多的人欣赏到。“只有了
解历史，了解人类过去的错误，才能以史
为鉴，避免重复过去的悲剧，而这将决定
我们如何塑造未来。”

（新华社洛杉矶6月5日电）

本报讯 （记者巫鹏）“山清
水秀魅力宝丰，鸟语花香和谐家
园”……一幅幅风格多样的书法
作品精彩纷呈。6 月 5 日是世界
环境日，当天，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生态文明杯”书法作品
展在宝丰县中原解放纪念馆开
展。

此次展览由市书法家协会、
宝丰县委宣传部主办。共征集到

来自全国 26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书法家及书法爱好者的作品
1627 件，参与者有年逾八旬的老
书法家，也有年仅13岁的少年儿
童。今年5月，评审团经过认真评
审，共评出入展作品200件，其中
一等奖 3 件，二等奖 5 件，三等奖
10 件，优秀奖 20 件，另评出入选
作品180件。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6月15日。

“生态文明杯”书法作品展开展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6 月 6
日，卫东区“迎接改革开放四十
年，助力卫东新发展”书画展开
幕，153件书画作品参展。

当天上午，卫东区行政服务
大厅内人头攒动，简单的开幕式
后，近200名市民观看展览。参展
作品展示了改革开放40年来卫东

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有气势磅礴的写意山水画，也有
精雕细琢的工笔人物画；有潇洒
肆意的狂草，也有秀外慧中的小
楷。

本次共有153件作品参展，分
为民俗文化、卫东特色文化、党政
文化、廉政文化四个主题展区。

卫东区迎接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书画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卢晓兵）6月6
日，记者从市文化艺术中心了解
到，茉莉芬芳鹰城名家讲读音乐
会——“名师讲堂”6月9日开讲，
本期主讲“三国”主题音乐与插
曲。

1994 年版电视连续剧《三国
演义》和2010年版电视连续剧《三
国》的主题音乐与插曲分别由著

名作曲家谷建芬、赵季平创作完
成。故事相同音乐的表达方式却
不同，人物相同音乐家的站位和
视角却不同。本期主讲内容为赏
析《三国演义》和《三国》的主题音
乐与插曲。

“名师讲堂”时间为 6 月 9 日
上午 9:00，地点为市文化艺术中
心音乐厅，可自由入场。

赏析“三国”主题音乐与插曲

讲读音乐会“名师讲堂”9日开讲

本报讯（记者卢晓兵）6月5
日，记者从市文广新局了解到，近
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公布第
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
估定级结果，我市有一级、二级图
书馆各1个，三级图书馆7个。

按照《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开
展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
书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要
求，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原
文化部组织开展了第六次全国
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

工作。经评估，确定全国上等级
公共图书馆共计 2521 个，其中，
一级公共图书馆953个，二级公共
图书馆 501 个，三级公共图书馆
1067个。

舞钢市图书馆被评定为一级
图书馆，平顶山市图书馆为二级
图书馆，平顶山市少年儿童图书
馆、叶县图书馆、宝丰县图书馆、
郏县图书馆、鲁山县图书馆、汝州
市图书馆、卫东区图书馆为三级
图书馆。

我市9个图书馆成为全国上等级馆
一级、二级图书馆各1个，三级图书馆7个

本报讯（记者卢晓兵）6月9
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
的主题是“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
承”。6 月 6 日，记者从市文物局
了解到，河南省文物局9日将在我
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
城市活动，全市文博单位将免费
或优惠开放。

全市共有各级各类不可移动
文物 5273 处，在全省位居第四。
其中国保 25 处、省保 60 处、市保
89处、县保381处；国家级“非遗”
项目四项；国家级传统村落26处，

省级传统村落100处，在全省名列
前茅；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
查共登录馆藏文物18202件（套），
其中三级以上珍贵文物 6195 件
（套）。

9 日当天，河南省文物局将
在我市举办改革开放 40 年河南
文物事业发展成就展、文化遗产
主题讲座、2017 年度考古新发现
专场报告会、文物免费鉴定、文
化遗产知识宣传咨询、地方非遗
展示及相关展览参观等主场城
市活动。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将在我市举行

全市文博单位9日免费或优惠开放

“我为什么要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故事”
——访奥斯卡奖得主瓦妮萨·罗思

新华社莫斯科6月5日电 亚洲劲旅伊
朗队于5日晚8点半左右抵达莫斯科，成为第
一支来到俄罗斯的世界杯参赛球队。

伊朗队主教练奎罗斯在接受采访时说：
“来到俄罗斯让伊朗足球的梦想成真，为了这
个梦想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和牺牲。在这里我
们要向其他球队和球迷问好，也祝愿这次世
界杯能够取得成功。”

伊朗队是亚洲区第一支晋级本次世界杯
的球队，这也是他们的第五次世界杯之旅。
伊朗队被分进B组，他们将在15日的首场比
赛中对阵摩洛哥。

伊朗队成为第一支
抵俄的世界杯球队

新华社巴黎6月5日电（记者苏斌）法
国总统马克龙5日前往克莱枫丹训练基地，
探望正在为2018 年世界杯足球赛进行最后
阶段备战的法国男足国家队将士。

自1998年开始，法国总统在世界杯赛前
探望球队成员成为一项惯例。在训练基地
内，马克龙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在背
后支持着这支球队。”

当天马克龙与法国队全体成员共进午
餐。“之前我说过，等到你们闯过四分之一决赛
后，我会来看望你们。我说的是‘等到’而不是

‘如果’。”言语间马克龙意在提振众将士信心。
“我对你们充满信心，国家对你们充满信

心，你们正在帮助国家提振信心。”马克龙强
调了团结对于球队的作用，他在队员们面前
说，“你们都是球星。一支团结的法国队能够
创造辉煌，然而一旦出现自我意识和队内不
合，结果就不那么好了。”

法国队在此前与爱尔兰、意大利的两场
热身赛中均收获胜利，他们还将于9日对阵
美国，随后踏上前往俄罗斯的征程。

作为夺冠热门之一的法国队将于 16 日
迎来世界杯首个对手澳大利亚，他们小组赛
阶段的另外两个对手为秘鲁和丹麦。

法国总统马克龙
探望法国男足将士

新华社东京6月6日电 （记者
严蕾）经历了球员“逼宫”、闪电换
帅和热身赛失利的日本队，本次出
征俄罗斯世界杯的目标是进入 16
强，但在一系列负面事件冲击下，
外界对他们的前景并不看好。

日本队 1998 年首次晋级世界
杯决赛圈，此后未缺席过任何一届
世界杯，但最佳战绩只是在 2002 年
韩日世界杯和 2010 年南非世界杯
上进入 16 强。技术细腻、讲究传控
的日本队在亚洲实力占优，但与欧
洲和拉美劲旅对抗仍有一定差距。

上届巴西世界杯，日本队在亚
洲区预选赛中小组第一出线。但到
了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先是 12 不
敌科特迪瓦队，后遭 10 人希腊 00
逼平，最终在先进 1 球的情况下遭
哥伦比亚队41逆转、无缘16强。

本届世界杯日本队抽签手气并
不差：面对同在 H 组的哥伦比亚、
塞内加尔和波兰，日本队虽然排
名垫底，但在牌面上并非没有一
拼之力。令人担忧的是他们近期
的低迷状态和仓促换帅后的适应
不良。

在前主教练哈利霍季奇执教期
间，日本队在亚洲区预选赛中以 6
胜 2 平 2 负获得俄罗斯世界杯入场
券。但在此后的热身赛中他们成绩
低迷，今年 3 月赴比利时拉练期间，
面对未能进入世界杯的马里队和乌
克兰队，仅拿到一平一负的成绩。

日本足协 4 月初临阵换帅，解
雇哈利霍季奇，并称换帅原因是哈
利霍季奇与球员之间“沟通和信赖
关系减弱”。日媒猜测，除热身赛
表现不佳之外，另一原因或是哈利

霍季奇提倡重用新人，招致老牌球
星及赞助商不满，引发“逼宫”。

新上任的西野朗是日本本土
功勋教练，曾带领大阪钢巴队 2005
年获得日本职业足球甲级联赛（J1
联 赛）冠 军 ，2008 年 获 得 亚 冠 冠
军。在稳固更衣室、鼓舞士气方面
他可谓首选，但在技战术方面，他
能否带领球队取得突破还需打个
问号。

在仅有两个月时间决定世界杯
阵容的情况下，西野朗选择了依靠
经验丰富的老将——日本队 23 人
名单中，近一半选手参加过 2014 年
世界杯，被指为前任主教练下课推
手之一的本田圭佑以及近年来巅峰
状态不再的香川真司、冈崎慎司等
老将均入选，而近期在国际赛事中
表现出色的中岛翔哉、浅野拓磨、
井手口阳介等年轻球员落选。

由此，本届日本队 23 人平均年
龄达到 28.3 岁，为历年来最高。西
野朗此举也引发诸多质疑，被日媒
形容为缺乏惊喜、抹杀年轻人的成
长。

在战术和阵型的选择上，西野
朗上任后改用三后卫阵型。不过 5
月 30 日对加纳队热身赛的失利，给
了这位新任主帅当头一棒。加纳队
与日本队在世界杯小组赛中的对手
塞内加尔队同为西非球队，有不少
相似之处，日本队欲借此练兵却以
02 落败。西野朗赛后承认，三后
卫新阵型下，中场回防的衔接出现
了一些问题。

近日在奥地利集训的日本队在
演练了 3-4-2-1 阵型之外，也练习
了四后卫的 4-2-3-1 和 4-4-2 阵

型，可见这位新任主帅仍在花费时
间思考战术、磨合队员。

从球星阵容来看，日本队主力
门将仍是效力于法甲梅斯的川岛永
嗣，35 岁的他是队中最年长的球
员，大赛经验丰富。中后场方面老
将长谷部诚自南非世界杯担任队长
以来，参加过两次世界杯和两次亚
洲杯，34 岁的他在三后卫阵型中担
任中后卫，在四后卫阵型中则与山
口萤或大岛僚太组成双后腰。

效力过曼联和多特蒙德的香川
真司第二次在世界杯上身披 10 号
球衣，将在前腰位置上发挥特长。
另一前腰人选是前两届世界杯日本
队的战术核心本田圭佑。锋线上，
单箭头前锋可能会由效力德甲的大
迫勇也或武藤嘉纪担任，老将冈崎
慎司在对加纳一战发挥不理想，可
能作为替补。

日本队在小组赛中首战将面对
哥伦比亚，2014 年世界杯小组赛中
他们曾遭对手 41 逆转；随后的塞
内加尔队实力尤在热身赛击败日本
队的加纳队之上；波兰队由拜仁前
锋莱万多夫斯基领衔，实力不容小
觑。

上届巴西世界杯，日本队出征
前有超过 700 名球迷到机场送行，
而本次仅有 150 人。日媒认为日本
国内对于国家队出征俄罗斯世界杯
的前景普遍缺乏信心，但另一方面

“期待越低、喜悦就越大”。正如
2010 年南非世界杯，日本队热身赛
失利，但最终晋级 16 强，回国后有
4200 人到机场迎接。日本队若要

“爆冷”给球迷带来惊喜，仍需更多
努力。

6月6日，张家齐在比赛中。
当日，在武汉进行的第21届国际泳联跳水世界杯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家齐以427.30分的总成绩夺冠。

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跳水世界杯女子十米跳台张家齐夺冠

球员“逼宫”临阵换帅 热身赛失利

俄罗斯世界杯日本队危机四伏

新华社悉尼6月6日电（何嘉悦）第
65 届悉尼电影节 6 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开
幕，来自66个国家和地区的334部优秀影
片参加展映。

参加展映的影片包括获得第 74 届威
尼斯电影节银狮奖评委会大奖的《狐步
舞》、2018圣丹斯电影节获奖影片《卡梅伦
的错误教育》、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
审团大奖银熊奖获奖影片《脸》等众多斩获
国际奖项的影片。

今年的电影节上也不乏中国电影，如
忻钰坤导演的作品《暴裂无声》和杨德昌导
演的代表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除
此之外，本届电影节还将上映由奥利维娅·
马丁麦圭尔执导、中澳合拍的聚焦中国婚
纱产业的纪录片《中国爱》。

针对不同的观影群体，本届电影节专
门甄选出不同类型的影片供观众选择，如
惊悚片、音乐片以及适合全家老小一同观
看的合家欢影片等。此外，电影节还将放
映一些经典老电影，让电影爱好者们有机
会在大银幕上重温经典。

近年来，参加悉尼电影节展映的影片
除故事片、纪录片、短片和动画片外，利用
虚拟现实技术的VR影片也加入到这一电
影盛事当中。

本届悉尼电影节为期12天，将于6月
17日闭幕。

第65届悉尼电影节开幕
334部优秀影片参加展映

6月5日，德约科维奇在比赛
中失分后情绪激动。

当日，在法国巴黎进行的
2018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四

分之一决赛中，塞尔维亚选手德
约科维奇以 13 不敌意大利选
手切基纳托，无缘四强。

新华社记者 罗欢欢 摄

德约科维奇无缘法网四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