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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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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院迎来复工后首个周末
《多力特的奇幻冒险》领衔票房

“致青春”电影感恩月免费观影等你来
昨天，无锡电影院有序复工已经进入第七天，首周末两天的票房均突破 30 万元。从 20 日复
工至今，无锡票房已超过百万。排片主要有刚上映的《多力特的奇幻冒险》、
《喋血战士》和复映的
《误杀》、
《寻梦环游记》等经典电影。

电影院并没有失去观众
中午 11 点，记者来到无锡百丽
宫影城。此时人虽不多，但不时有人
进入影院。很多家长选择周末带着
孩子前来观看刚刚上映的《多力特的
奇幻冒险》，也有即将步入大学的学
生，结伴看《误杀》“
。排队时就隐约听
到放映厅内响起的熟悉的背景音
乐。与以前观影相比，现在虽然闻不
到诱人的爆米花香气，但能与朋友一
起出来看电影就很开心”，90 后王维
维说。对许多人而言，看电影是一件
有仪式感的事情。无锡的老影迷李
军说，他就有收集电影票的习惯，收
藏夹里放着上百张片名和时间逐渐
褪色的电影票。之前几乎保持着每
周观影的习惯，这也是生活的一部
分，
“ 我也是来看《多力特的奇幻冒
险》的，听说还不错。”

“致青春”
电影感恩月开始
截至记者交稿时，
《多力特的奇
幻冒险》位居无锡电影票房首位，接
下来则是《喋血战士》、
《误杀》。排
除了重映多次的《误杀》，其余两部
电影从未在国内正式上映过，但在
海外的发行时间可以追溯到 2020
年 第 一 季 度 ，可 以 说 是“ 老 片 新
放”。百丽宫影城负责人陈薇告诉
记者，老片新放无疑让很多电影获
得了又一次展示的机会，其实《喋血
战士》、
《多力特的奇幻冒险》上映时
口碑一般，如今却成了影院的“香饽
饽”。目前，无锡每家影院的电影排
片数量在十部左右，更多影片定档
和观众回归则需要时间。市电影放
映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周
以来，观众的观影热情在逐步提高，
电影院并没有失去观众。

为帮扶影院尽快恢复活力，
许多片
方也宣布下调分账比例让利于影院，
各
地也为影院复工出台了许多举措。为
体现全市电影放映从业人员对十八岁
青春的致敬，
市委宣传部电影处和协会
将联合举办
“致青春”
电影感恩月活动。
“今年的中高考已完美落幕，
为了
这次考试，
无数的医务工作者、防疫志
愿者、
老师和考生家长都付出了太多太
多。无论是惊喜还是遗憾，
都是美好青
春历程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值得大家
一起纪念。
”
无锡和平电影院严达明介
绍，
为创造机会让考生携手老师、父母
一起弥补银幕前的缺失，
特别举办
“致
青春”
电影感恩月活动。
活动期间，
考生凭身份证和准考证
可带一人免费观看电影月影片一次，
放
映影片包括《中国合伙人》
《十二生肖》

《战狼 2》
《何以为家》等，
活动从 7 月 27
日持续至8月26日。目前，
大世界影城
各门店、万达影城各门店、幸福蓝海影
城各门店、海岸影城等均已加入活动。
据悉，
考生凭准考证还可享受参与影院
的其他各种优惠。除了全市范围内举
办的
“致青春”
电影感恩月活动，
不少电
影院还推出了个性化的公益观影活
动。
“疫情时，
我们驻足家中，
他们为大
家送来物资，
风雨无阻。
”
百丽宫和百美
汇影城工作人员介绍，
影院专门为工作
在配送一线的快递小哥安排了免费观
影，从 7 月 27 日至 8 月 2 日期间，快递
员、
外卖员凭有效证明可提前一天预约
免费看电影。金逸影城荟聚店与和平
电影院等也都面向医护人员开展了免
费观影，
受到欢迎。
（晚报记者 璎珞）

“真正无锡味”
如期展开
昨 天 ，市 民
在锡城一家大型
综合体休闲、购
物。随着气温升
高，最近出门蹭
凉的市民明显增
多，
商场、
书店的
人流量普遍高于
前段时间。
（陈大春 摄）

千余名建设者大干掀热潮

太湖隧道力争 9 月底
“合体”
本报讯 受疫情和梅雨季影响，
六仓正在底板钢筋帮扎施工，眼前
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太湖隧道工期
的钢筋密度堪比鸽子笼，内部钢筋
耽误了3个月。告别黄梅天，
太湖隧
网状架构厚达 1.2 米。完成围堰的
道建设开足马力，
目前南泉段 1200
第七仓正进行土方开挖，第八仓进
多名建设者现场大干，为工程建设
入抗拔桩施工，
第九仓在打桩围堰。
以来人数最多。随着工程建设加速
梅雨季虽然已过，但给工地留
推进，预计太湖隧道南泉段和马山
下了
“后遗症”
。中铁四局太湖隧道
段将在9月底
“合体”
。
项目副经理赵菲菲介绍，太湖湖底
昨天上午，太湖隧道南泉段施
的土质以粉质黏土为主，其特点是
工现场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
遇水易化、流动性强。经历了多轮
景象，
运输车辆往来穿梭，
机器轰鸣
强降水后，
隧道土质变得疏松，
就像
声此起彼伏。跟随项目部负责人驱 “软豆腐”一样，给土方开挖和工作
车进入工地，九仓施工场景各不相
面的开创带来一定难度。目前，隧
同，从岸边向湖中逐段分仓推进。 道工程采取24小时分段施工，
30多
完成主体结构施工的隧道长达 2.5
台挖机同时施工，一天开挖土方约
公里，车辆在已成型的隧道中畅行
一万立方米。
随着盛夏高温季即将开启，项
无阻，其中一、二仓已经潜入湖底，
三仓将于 8 月中下旬迎来回水作
目部采取多举措防暑降温。
“我们采
业。四、五仓已进入顶板施工。第
购了 15000 斤西瓜和 1000 多斤绿

豆，还给每名施工人员配备了防暑
降温包。
”
中铁四局太湖隧道项目部
工会主席蔡朝阳说，正在施工的太
湖隧道沿线每隔 1.5 公里就设有一
个清凉驿站，内置空调、饮用水等，
专供施工人员休息。随着后期气温
升高，
项目部将调整工作时间，
户外
施工避免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间
段。当最高气温超过 38℃，
工人将
停止室外作业。
据悉，作为国内最长最宽的水
下隧道，太湖隧道由中铁四局和中
交三航局施工方分别从隧道南泉和
马山两端入口，
向湖中施工建设，
目
前施工进度正优质高效地向前推
进。值得期待的是，9 月底南泉、马
山两头围堰将实现贯通，预计明年
年底隧道实现通车。
（蔡佳）

本报讯 昨获悉，
“2020真正无锡味”
系列活动将于7月至9月如期展开。
据了解，
本次系列活动突出两大主题：
“无锡美食地标”
和
“无锡乡土地标菜及代
表性企业”
评选。
“无锡美食地标”
评选旨在
推出一批美食好去处，
将具有一定历史文
化和商业规模、信誉影响大、百姓口碑好、
安全健康的美食街区作为评选标准和条
件，
把美食文化和地区形象推广并融合互
促。
“无锡乡土地标菜”
评选活动将深度挖
掘和宣传地方美食文化。入选菜点必须具
备本土饮食文化性和绿色生态特质、受业
界公认、
具有传承历史和文化故事、
充分体
现地域特色的民间菜点。同时，
将评选出
相关代表性企业。本次
“真正无锡味”
系列
活动还将举办太湖醉蟹争霸赛，评出本年
度“无锡太湖醉蟹王”
、
“无锡醉蟹十大品
牌奖”、
“ 无锡醉蟹十大口味奖”和“最受
欢迎醉蟹奖”
等奖项。
（天易）

无锡举办残疾人
旱地冰壶培训
本报讯 为普及旱地冰壶运动，
提升残
疾人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获得感，
日前，
无
锡市举行了残疾人旱地冰壶培训。本次培
训由梁溪区残联承办，
来自全市各市（区）
的87名学员参加了培训。
残疾人旱地冰壶则是针对残疾人开
发的体育项目，具有方便开展、适应人群
广、
趣味性强、
技巧性强的特点。此次培训
班特别邀请了全国奥运会冰壶项目技术裁
判史春燕前来授课。她从冰壶的起源、发
展、运动精神到比赛细则等方面，循序渐
进、
深入浅出地作了介绍和阐述，
同时组织
参训人员分组进行对抗体验。参训人员分
成智力组、
肢体组和听力组，
在分组体验过
程中，
学员们逐步掌握了运壶的技巧和团
队合作战略战术。
（小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