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段西元 ） 春
节假期过后， 各行各业有序复工
复产。 中国足球也不例外， 无论
是国字号球队还是俱乐部球队，
都将在近期开始春训， 为新的一
年征战打好基础。

最受关心的无疑是男足国家
队， 但男足国家队的现状也是最
令人忧虑的。 目前， 中国足协内
部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 这导致
国家队的一些工作无法推展下
去， 其中让人最头疼的就是选帅
问 题 。 节 前 曾 经 传 出 国 家 队
与 几 位知名外教联络 ， 不过足
协出手比较慢 ， 从目前的情况
看， 大部分赋闲的、 有亚洲执教
经验的名帅， 已经接近被西亚那
几支 “富豪” 球队瓜分， 中国队
想要找到好的外教， 着实不那么
容易了。 去年国家队在世预赛被
淘汰后， 没有进行任何比赛， 是
全亚洲最 “缺练” 的球队。 3月
国际比赛日， 中国队无论如何也
要打一打比赛了， 否则其他球队
打完热身赛， 中国队的国际足联
排名会一路下滑。 新西兰媒体曾
报道称， 3月新西兰国家队和中
国国家队要进行两场热身赛， 但
这还需要两国足协官方的确认。
如果届时中国队找不到新主帅的
话， 恐怕还得李霄鹏继续带队，
毕竟他还是中国队名义上的主教
练 ， 足协也没有官方宣布其下
课。

中国女足在节前公布了新一
期26人集训名单， 中国女足将在
2月份前往欧洲进行热身赛 ， 热
身对手包括皇家贝蒂斯女足、 毕
尔巴鄂竞技女足两支西甲球队，
以及瑞典和爱尔兰的国家队。 中
国女足此番拉练长达一个月时
间 ， 球队招入了8名海外球员 ，
包括王霜、 唐佳丽、 李梦雯、 张
林艳 、 沈梦雨 、 吴澄舒 、 肖裕
仪、 杨莉娜。 “海外军团” 如此
之众， 中国女足越发 “国际化”，
通过欧美联赛的锻炼， 这些球员
的对抗能力和比赛经验都会得到
增强， 这对备战女足世界杯是十
分有利的。

备战亚运会的中国U24国青
队，也在日前公布了集训名单。即
将参加亚青赛的U20国家队目前
正在西亚拉练 ，U20国青队与阿
联酋、 叙利亚的同龄国青队进行
了热身赛， 从比赛结果看， 中国
U20国青队与西亚球队之间的差
距并不大。 中国国奥队下月初继
续会前往克罗地亚“留学”，与当
地的俱乐部队比赛切磋。 至于各
支俱乐部队，新的一年“生存”仍
是最大的话题， 武汉长江俱乐部
春节期间宣布退出， 恐怕还会有
职业俱乐部步其后尘。 而一些经
营状况较为正常的俱乐部， 已经
开始了为新赛季的准备， 比如各
方面都非常“健康”的浙江队已经
把内外援签得差不多了。

春节假期后，中国足球开始“练兵”

近日， 前门Page One书店人头攒动。 春节假期期间， 京城各大书
店成了不少年轻人的 “打卡地”， 逛逛书店， 捧读一本喜欢的读物，
已成不少市民过年的固定休闲方式。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书书香香为为伴伴过过大大年年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 北 京 中 轴 线 保 护 管 理 规 划
（2022年—2035年）》 （以下简称
《规划 》） 正式公布实施 。 《规
划 》 统筹考虑遗产及其周边环
境， 将保护区域合理划定为遗产
区、 缓冲区， 并首次明确了区域
具体范围边界。

记者从北京市文物局了解
到， 《规划》 是北京中轴线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的必备材料之一 ，
《规划》 的公布实施将为有效保
护管理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发挥
“压舱石” 作用。

根据 《规划》， 全长7.8公里
的北京中轴线北端为钟鼓楼， 向
南经过万宁桥、 景山、 故宫、 端
门、 天安门、 外金水桥、 天安门

广场及建筑群、 正阳门、 中轴线
南段道路遗存， 至南端永定门；
太庙和社稷坛、 天坛和先农坛东
西对称布局于两侧 。 依据 《规
划》， 北京中轴线承载遗产价值
的15处构成要素， 以及构成要素
之间必要的连接区域， 即为总面
积约5.9平方公里的遗产区 。 缓
冲区覆盖面则更广， 包含遗产区
周边且与北京中轴线形成和发展
联系紧密的区域， 总面积约45.4
平方公里。

《规划》 充分考虑北京中轴
线与老城相互依存、 互为支撑的
格局关系， 强调以 “城” 的整体
保护达成中轴线遗产环境的保
护， 推动区域功能优化、 民生改
善、 环境提升等多重目标实现，

进而实现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
让正阳门文物建筑与雨燕和谐共
存， 使北京中轴线上20条景观视
廊通达有序、 留住居民的乡愁记
忆和老城情怀。

《规划》 还重点提出， 将建
立以首都博物馆1个总展览为主
的综合展示中心， 并配合各遗产
要素专题展示中心、 沿线特色文
化驿站、 多条文化探访路串联而
成北京中轴线价值阐释与展示体
系。 目前， 北京中轴线已初步建
设形成中轴线文化探访路， 钟鼓
楼到永定门间步行可基本贯通，
沿线还设有地铁8号线、 铛铛车、
北京观光1号线和2号线大巴车等
多种交通方式， 可满足市民游客
的各种参观体验需求。

北京中轴线明确区域范围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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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影局28日发布的统计
数据显示，2023年春节档票房达
67.58亿元，取得我国影史春节档
票房第二的成绩。其中，《满江红》
以26.06亿元票房成绩领跑 ，《流
浪地球2》21.64亿元票房位列次
席，《熊出没·伴我“熊芯”》《无名》
《深海》《交换人生》排在票房榜第
三至六位。

综合观察今年春节档上映的
影片 ， 它们题材多样 、 类型丰
富， 展现出我国电影市场的强势
复苏， 引发观众观影热潮。

再现国产科幻电影魅力

2019年春节档 《流浪地球 》
上映， 其宏大的冰雪奇观、 精彩
的故事讲述收获观众诸多好评。
今年上映的 《流浪地球2》 继续
追求新的尝试与突破， 探索国产
科幻电影发展更多可能。

从故事发生时间顺序看 ，
《流浪地球2》 可以视为 《流浪地
球》 的前传。 影片聚焦地球开始
“流浪” 之前， 展现太阳危机初
期， 人类携起手来迎难而上、 攻
坚克难的经历。

气温骤降、巨浪翻滚、陨石来
袭……伴随故事推进，《流浪地球
2》呈现太空电梯、月球残骸坠落
地表等诸多精彩的视觉特效。 “通
过采用3D打印 、数字车床 、激光
雕刻等技术， 影片道具生产更有
效率、制作更为精细。 ”导演郭帆
说，“我们还尝试用技术手段雕琢
不同年龄阶段人物面部状态的变
化，使人物形象更加逼真，故事讲
述更具感染力。 ”

关于影片的文本创作， 郭帆
介绍， 近年来， 关于虚拟世界、
元宇宙的讨论越来越多 ， 因此

《流浪地球2》 引入了 “数字生
命” 概念， 对人与技术之间的关
系进行更多探讨。

“动作场面与特效更加抓
人” “故事内核很动人， 展现了
国人的价值观” ……连日来， 不
少观众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的
观影体会。

“影片通过恢弘的画面， 呈
现了宏阔而精密的未来科技设
施 ， 营造出令人震撼的视听力
量。”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
席张德祥说， “《流浪地球2》 具
有所必须具备的质感， 也展现了
中国电影工业化新高度。”

凝聚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

今年春节档多部影片呈现出
浓厚的家国情怀， 凝聚起向上的
精神力量。

电影 《满江红 》通过 “悬疑+
喜剧” 手法讲述一群小人物忠肝
义胆的人生抉择， 进而引出岳飞
名篇《满江红》。导演张艺谋表示，
我们希望电影能传递对历史、对
中华文化的感悟， 在充满喜剧元
素的故事讲述中，直抵主题，抒发
情怀，释放出感人的力量。

“《满江红》 胜在情节饱满，
这正是当下主流观众的审美需
求。”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
授刘海波说。

来自山东的滕浩波看完影片
后表示， 《满江红》 悬疑色彩充
分， 演员表演令人印象深刻， 转
场和配乐很有特色。 这些要素都
极大增强了影片艺术魅力， 使其
更富有情感冲击力。

程耳导演的 《无名》 则具有
鲜明的个人风格。 影片以抗战时
期地下谍战为背景， 讲述奋战在

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故事， 展现
他们不畏牺牲 、 甘于奉献的精
神。 有观众点评： “《无名》 使
用了倒叙 、 插叙等多种叙事手
法， 情节发展丝丝入扣， 后劲儿
很足。”

营造喜庆欢乐的节日氛围

喜剧和动画电影历来是春节
档常客 。 今年上映的 《交换人
生 》 《熊出没·伴我 “熊芯 ” 》
《深海》 等影片， 收获了不俗的
票房成绩。

其中，《交换人生》 充满奇幻
色彩， 影片既有令人捧腹的故事
情节， 又传递出家庭的温馨与关
爱，与春节档档期特点相契合。

作为多年陪伴大家过春节的
熟面孔，一直以来，“熊出没”系列
大电影都贯穿活泼向上主题，也
结合当下流行元素寻求突破，今
年上映的《熊出没·伴我“熊芯”》
同样不例外。影片聚焦爱与亲情，
用科幻想象呼唤温暖陪伴。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
光表示 ， 《熊出没·伴我 “熊
芯”》 在制作水平上有了更多提
升 ， 在创作上打开更广阔的视
野， 通过融入科技元素满足了现
代观众对视听表达的新需求。

此外，动画电影《深海》讲述
现代少女误入深海的冒险之旅，
通过将水墨技法与三维技术结
合， 呈现与众不同的中国动画之
美，实现审美与技术的高度融合。
纵观近年来推出的国产动画电影
逐渐摆脱“低幼向”创作，观影群
体不再局限于 “小手拉大手”，对
成人观众也形成较强吸引力，更
突显出老少咸宜的特色。

据新华社

再再现现国国产产科科幻幻电电影影魅魅力力
凝凝聚聚昂昂扬扬向向上上精精神神力力量量

新华社电 国家体育总局排
球运动管理中心28日公布了参加
国家女排、 男排2023年集训的球
员名单。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
管理中心发布的通知， 共有23名
女排运动员和25名男排运动员入
选2023年国家集训名单。 蔡斌、
吴胜仍分别担任本届国家女排、
男排主教练。

本届国家女排集训球员名单
为：

王云蕗、 李盈莹、 袁心玥、
王媛媛、 许嘉楠、 段放、 丁霞、
高意、 仲慧、 许晓婷、 龚翔宇、
刁琳宇、 倪非凡、 吴梦洁、 曾洁
雅、 陈曦悦、 郑益昕、 杨涵玉、
王梦洁、 杜清清、 段梦可、 王逸
凡、 缪伊雯。

其中， 丁霞、 吴梦洁、 曾洁

雅、 陈曦悦、 缪伊雯暂不参加集
训， 集训时间另行通知。

本届国家男排集训球员名单
为：

江川、 王东宸、 邓忻朋、 张
昕宇、 温子华、 曲宗帅、 郭成、
于垚辰、 俞元泰、 张景胤、 李咏
臻、 张冠华、 杨一鸣、 陈磊炀、
王滨、 刘濛、 李学林、 刘志浩、
翟德军 、 李磊 、 缪阮彤 、 王鹤
斌、 陈嘉杰、 彭世坤、 陈禧龙。

其中， 江川、 王东宸、 于垚
辰、 俞元泰、 张景胤、 刘濛、 彭
世坤暂不报到， 报到时间另行通
知。

女排集训的报到地点为宁波
北仑体育训练基地， 报到时间为
2月1日。 男排集训的报到地点为
福建漳州体育训练基地， 报到时
间为2月2日。

2023年国家女排、男排集训球员名单公布

22002233年年春春节节档档：：

遗产总面积约5.9平方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