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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黄金周将至，象山影视城“十一”影视嘉年华“蓄势待发”。古典风、摩登潮、影视乐三大主题
将盛装亮相，更有抽奖赢汽车、象粉抖音节、约明星畅聊、看激情飞车等一大波精彩福利和节目强势来
袭，带游客玩转“国庆七天乐”。

国庆期间游客买一张影视城门票即可免费获得一张抽奖券。“十一”七天，影视城天天开奖，特等奖
为新能源汽车一辆，每天还产生一名一等奖，可获得价值3000元的10克千足金一条……各类大奖摆满
现场，就等你来敲开这道幸福的大门。

抖音风潮“大行其道”，象粉抖音节“趁热打铁”，广大抖友已迫不及待一显“抖手”。目前，象山影
视城已申请好官方抖音号，皮卡丘魔性舞、摔酒碗、万人气球放飞等抖音点，开城迎宾、水街印象、拍
戏揭秘等抖音视频样片皆已具备。抖友们来影视城自主拍摄抖音小视频，添加#抖动象山影视城#话题，
定位你所在的地点，并@“象山影视城”官方抖音账号 （抖音号：856769994），即可参与抖音节大赛。
值得一提的是，影视城还为抖友们准备了一大波福利：免费穿古装，凭暗号可进抖友停车场；粉丝量达
到10万以上可免票入园。抖音点赞数最高的抖友可获得一根金条，前10名各获得一份影视城特别定制
的精美大奖。你还不快来“抖一下”？

每届影视嘉年华都是粉丝们的party。目前，《大宋宫词》《士为知己者》等众多剧组正在象山影视
城扎堆拍摄，罗晋、李一桐、郑业成、许晴、刘欢等明星云集。“十一”黄金周期间，象山影视城将举办
《大周小冰人》《鹤唳华亭》《新神雕侠侣》三场明星见面会，游客们切莫错过和偶像零距离接触的机会
哦。

嘉年华期间，影视城还为游客们准备了500套古装。只需凭门票扫码，便可免费身着汉服唐装，加
入古装穿越潮，与京城护卫、热播影视剧人物、江湖市井等上演古装快闪，一起“笑傲江湖”。由《麻
雀》《三体》《幻城》影视特技原班人马带来的《疯狂现场之极限特工》再造刺激，飞车、威亚、跑酷为
你带来惊叫与欢呼。此外，戏曲快闪、影视好声音、特色美食节、我是大力士挑战赛等精彩节目，将全
方位冲击游客的视觉、听觉、味觉！

还在等什么？赶紧来象山影视城“十一”影视嘉年华纵情狂欢，舞动你的激情、秀出你的精彩！

赢汽车、玩抖音、约明星、看飞车……

象山影视城“十一”影视嘉年华火热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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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孙晖 通讯员 吴宙洋 胡凯 图片由象山影视城提供

购门票 赢汽车

飞车特技

明星见面会戏曲快闪影视好声音

新华社联合国9月24日电
记者 朱东阳 徐晓蕾 高攀

美国总统特朗普 24 日在纽约
联合国总部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
双边会谈。双方讨论了韩朝首脑平
壤会晤的情况，对美朝领导人第二
次会晤的前景皆表现出积极态度。

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美韩
在协调立场后就特朗普与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再度会晤一事已
达成关键共识。文在寅此访在朝
鲜弃核决心的问题上让美方吃下
一颗“定心丸”，为特朗普与金正
恩再度会面铺平了道路。但美朝
在诸多问题上的分歧仍未解决，
这意味着两国领导人会晤依然面
临不少挑战。

美韩表态乐观积极

白宫在双方会谈后发表声明
说，文在寅向特朗普通报了他与金
正恩会晤的成果，特朗普对此表示
赞赏，称赞平壤会晤非常成功。但
特朗普同时表示，要实现朝鲜“最

终、完全可验证”的无核化这一共
同愿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双方
还讨论了美朝领导人在不远的将来
再次会晤的计划，承诺将就下一步
行动密切协调。

当天会谈前后，双方对美朝接
触并进行第二次领导人会晤作出了
非常积极的表态。文在寅在与特朗
普会谈前说，金正恩曾多次表示对
特朗普怀有“坚定不移的信任和期
待”，希望能够尽快见到特朗普，
以便和美方一道，迅速完成弃核过
程。文在寅表示，朝鲜已决定弃
核，这一决心不可逆转。他说，期
待朝美领导人二度会晤，并祝双方
取得巨大成功。

特朗普则表示，他和金正恩再
度会面的消息将很快宣布。会面形
式和第一次颇为相似，但地点很可
能不同。

美国智库韩国经济研究所分析
师凯尔·费里埃告诉记者，文在寅
和特朗普此次会谈的关键成果是确
认了各方仍希望通过加强外交努力
解决朝核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在文在寅向特

朗普详细通报他和金正恩的会晤情
况后，美方对朝方弃核诚意的担忧
有所减少。这为特朗普与金正恩再
度会面铺平了道路。

美朝峰会仍有挑战

但也有专家认为，美朝当前在
半岛无核化、和平机制构建等问题
上的根本分歧尚未解决，特朗普和
金正恩再度会晤仍存在变数。

此前美方一些官员指责朝鲜尚
未采取实质性弃核措施，提出要为
朝鲜弃核设立时间表，要求在特朗
普当前任期结束前完成弃核。而朝
方在没有看到美方采取有利于朝鲜
安全及半岛和平的实质性举措前不
愿接受美方提出的要求。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
究员达雷尔·韦斯特表示，美方关
注的焦点是朝方能否在弃核问题上
采取实质行动，因此推动半岛无核
化取得“可验证”的进展对各方而
言仍是挑战。

不过，在阻挠双方谈判取得成
效的一些问题上，美方近来正在调

整立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表
示，为朝鲜弃核设定最后期限是

“愚蠢”的，保持美朝当前对话势
头非常重要。此前他已表示，美方
欢迎朝韩首脑会晤取得的成果，准
备好立即与朝方进行对话，已安排
美朝高级别官员会晤。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
会长包道格认为，虽然美国国内仍
有一些人担心国际社会会减轻对朝
制裁，从而削弱特朗普“极限施
压”的成果，但美朝今年以来的接
触给地区局势带来的积极效果有目
共睹，双方从去年的恶言相向到如
今的积极沟通，可算是非常重大的
成果了。目前，不光特朗普需要在
美国国内寻求对美朝谈判的支持，
金正恩也需要时间在朝鲜国内统一
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美国国务院前朝鲜政策特别代
表尹汝尚认为，美朝领导人新加坡
会晤联合声明的签署意味着双方都
需要采取行动，而不是只要求其中
一方立即完成全部任务。“指望自
己什么都不做，朝鲜就能完全弃核
弃导，这是完全不现实的。”

特朗普24日在联合国总部同文在寅会谈

“文特会”为“金特会”铺路

新华社北京 9月 24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俄罗斯总
统 普 京 24 日 与 叙 利 亚 总 统 巴 沙
尔·阿萨德通话时表示，俄方将追
加包括向叙方交付 S－300 型防空
导弹系统等措施，以保障俄军在叙
境内安全并强化叙防空系统。

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天发布声明
说，俄叙两国领导人在通话中均表
示，愿为叙利亚长期正常化而努
力，重建叙主权、统一与领土完
整，并落实相关会议成果。

当天早些时候，俄国防部长绍

伊古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俄方将在
两周内向叙军提供 S－300 型防空
导弹系统。此外，俄方还将向叙军
提供多个防空自动指挥系统。俄方
采取上述措施，旨在确保俄驻叙部
队安全。

绍伊古在讲话中还表示，由于
以色列的反对，俄方曾暂停向叙利
亚提供 S－300 型系统，但目前事
关是否提供上述防空武器的叙利亚
局势“已然改变”。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另
一份声明，普京 24 日还应约与以

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普
京说，俄方关于加强叙利亚防空
系统战斗力的决定与当前形势相
适应，首先是为了保障执行打击
国际恐怖主义任务的俄军的人身
安全。

普京和内塔尼亚胡就俄军机本
月 17 日被叙防空系统击落事件进
行沟通。普京指出，以军针对叙利
亚的行动是导致俄军机被击落的主
要原因。内塔尼亚胡则称，俄军机
被击落的责任在于叙军方以及叙境
内伊朗军事力量。

24 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博尔顿表示，美方认为，俄
向叙提供 S－300 型防空导弹系统
是“重大错误”，俄方应“重新考
虑这一决定”。

本月 17 日，俄军一架伊尔－
20 电子侦察机被叙利亚防空火力
错误击落，机 上 15 名 俄 军 人 遇
难 。 俄 方 认 为 ， 以 色 列 空 军 战
机 轰 炸 叙 利 亚 目 标 期 间 以 俄 军
机 为 掩 护 ， 这 一 “ 不 负 责 任 ”
的行为致使俄军机被叙防空系统击
落。

俄将向叙提供S－300型防空导弹系统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9 月
25日电 （记者付一鸣） 瑞典新
议会 25 日举行对现任首相勒文
的不信任投票。因多数议员投票
反对勒文继续担任首相，勒文被
罢免。

投票结果显示，有 204票反

对勒文继续担任首相，142 票支
持，3票弃权。反对票数超过半
数议席。

勒文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在新政府组建前，他
本人以及现任内阁成员将行使过
渡政府职责。

瑞典首相勒文
在不信任投票中遭罢免

新华社联合国 9月 24日电
（记者尚绪谦） 欧盟外交和安全
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 24 日晚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说，欧盟将成
立法人实体以绕过美国制裁，继
续与伊朗进行合法贸易活动。

莫盖里尼当天主持了由英
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
和伊朗外长参加的伊朗核问题外
长会。会后莫盖里尼宣读了外长
联合声明的英文版本，伊朗外长
扎里夫宣读了波斯语版本。

莫盖里尼在宣读完联合声明

后说，这意味着欧盟成员国将成
立一个法人实体，便利与伊朗的
金融往来。该法人实体将允许欧
盟企业继续依照欧盟法律与伊朗
进行合法贸易，也可以对其他地
区的伙伴开放。

联合声明说，伊核问题全面
协议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在伊朗遵守核协议承诺的同时，
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及由此产生
经济红利是伊核协议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伊朗确实遵守了有关承
诺。

欧盟将设立维持
与伊朗进行合法贸易的机制

9月24日，在印度阿姆利则，人们聚集在大桥倒塌事故现场。
据外电报道，位于印度阿姆利则的一处在建大桥 24 日发生倒

塌，造成4名工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印度一座在建大桥倒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