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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政府合作
进入发展新阶段

24日下午，省委书记彭清华在成都
会见了香港演艺界内地发展协进会客
人，欢迎他们来川考察采风、开展交流
合作。彭清华向他们简要介绍了四川
经济社会发展和川港交流合作情况。
他说，四川是内地与香港合作关系十分
紧密的省份之一，特别是汶川地震灾后
恢复重建进一步增进了川港两地人民的
感情。今年5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女士
率团来川考察期间，我省与特区政府建
立了包括文化交流在内的两地政府间合
作机制，标志着川港合作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协进会各位成员都是在中国乃至
全球极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演艺界人
士，希望大家积极宣传四川、推介四川，
与我省加强文化演艺领域合作，携手创
作更多展现巴蜀文化魅力的文艺精品，
为提升川港合作水平作出贡献。

香港演艺界内地发展协进会会长
成龙、执行会长曾志伟等简要介绍了协
进会基本情况，表示将进一步发挥优势
和作用，积极搭建川港影视交流合作平
台，促进两地在影视项目、人才培养、文
化交流等方面深化合作。

川港影视合作
步伐可以再大些

“这里是当年二十岁的唐玄奘受戒
的地方。”25日，在参观太古里，路过大
慈寺时，随行人员的介绍让曾志伟非常
有兴趣。此前参观三星堆时，灿烂的古
蜀文明已经让曾志伟感到震撼，而闹市
中的一隅也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内涵，让
曾志伟颇感惊讶。

通过三天的走访，曾志伟一行对四川
丰富多元的文化、时尚休闲的气息有了切
身的感受。在此期间，川港电影人有了深
入的交流，协进会成员表示，希望在江口
沉银、三星堆文化、川菜、大熊猫、故宫文
物南迁等题材上与四川合作。目前，《大
凉山的歌声》《太阳的滋味》《三星堆密码》
三个项目已在筹备中。而这些合作项目，
峨影集团均有不同程度参与。峨影集团
董事长韩梅表示，峨影已经对故宫文物南
迁等题材进行资料搜集。

除影视制作外，川港影视合作范围
将扩大，合作方式将更加深入。据介
绍，协进会有意在成都落户，这是继北
京、横店后，协进会在内地的第三个落
户地。如此一来，成都将会使协进会与
内地文化交流的范围辐射至中西部地
区。在了解了振兴四川影视相关政策
后，曾志伟表示，将把这些政策带回香
港，让香港电影更加深入了解四川。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羽啸摄影报道

“古典芭蕾之父”马里尤斯·彼季帕
打造的芭蕾舞剧经典《胡桃夹子》，如今
有了电影版本。10月25日，奇幻冒险电
影《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宣布定档11
月2日。片方发布幕后花絮，不仅让人
一窥片中精彩的场景和妆容设计，还向
观众展现了奥斯卡幕后班底如何打造
华美奇丽视觉盛宴。

真实鲜花糖果还原绚烂想象

继《美女与野兽》之后，迪士尼又
推出的一部真人童话电影，改编自家
喻户晓的同名童话经典《胡桃夹子和
四个王国》。曾为《盗梦空间》担任艺
术指导并屡获奥斯卡提名的盖·亨德
里克斯·戴斯亲自操刀，打造出奇幻瑰
丽但又危机四伏的神秘国度。

神秘国度中央有一座壮美华丽的
宫殿，围绕着宫殿的四个王国，分别是
田园风格浓郁的鲜花王国，步入工业
时期的糖果王国，晶莹剔透的雪花王
国和阴森神秘的第四王国。

鲜花王国选择荷兰风车和英国村
庄为设计元素，田园风格浓郁。为追求
真实质感，幕后团队用海量真花实景布
置，将其变为货真价实的绚烂花海，隔
着银幕都能嗅到鲜花的芬芳。而糖果
王国更是用真实糖果作为建筑材料，
制作出巧克力的瓦屋顶、牛轧糖墙壁
以及糖果的彩色玻璃窗，墙壁上连牛
轧糖切面上的果仁都清晰可辨，空气
中都充满甜蜜滋味。

相比前两者的绚烂热烈，“雪花王
国”则是极致素洁的优雅梦幻。戴斯
打造出晶莹剔透的城镇，交通工具也
别出心裁地采用麋鹿雪橇，凸显童话
色彩。而由反派姜母女皇统治的第四
王国则神秘诡异，境内面露诡异笑容
的巨型人偶和扭曲如怪物手爪的枯树
林，令人毛骨悚然。

一件豪华礼服用了百米布料

奥斯卡奖得主、传奇服装设计师
詹妮·碧万为本片诸多人物设计了
1500套各具特色的锦衣华服。为烘
托奇幻色彩，碧万从英国传统工艺人

偶中汲取灵感，再配以相应的鲜花、冰
雪和糖果元素，为神秘国度打造出既
华美又统一的造型。同时，所有的设
计又都以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作为根
基，实现了想象力和历史感的完美统
一。这一点在麦肯芝·弗依饰演的女
主角克拉拉身上有了完美的体现——
她首次踏入雪花王国时的浅紫色纱裙
飘逸素洁，少女感爆棚。

此外，凯拉·奈特莉饰演的糖梅
仙子身着繁复华丽的收腰褶皱连衣
裙，再配以高耸的浅紫色古典编发，
将英式贵族气质与童话世界风格融
于一身。这件礼服是本片所有服装
中用料最多的一件，使用了超过100
米长的布料，礼服的裙装过宽以至于
无法通过正常宽度的大门。凯拉·奈
特莉穿着这件衣服的时候，无法像常
人一般正常坐下，所以在拍摄的间
隙，她只能勉强靠在裙子里的小高脚
凳上休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洁

从影视剧《琅琊榜之风起长林》里
行事沉稳的长林王府世子萧平章，到
电影《无问西东》中执着纯粹的理工男
陈鹏，四十不惑的黄晓明展示给观众
的，更多是一个个具有厚度的人物形
象。最近，黄晓明又带着电视剧《你迟
到的许多年》回到了观众的视野。这
一次，他饰演有着坚毅之心的铁道兵
老虎连连长沐建峰，演出了这位人物
跨越数十年跌宕起伏的不平凡人生。

为角色需要暴瘦20多斤

《你迟到的许多年》是一部以改革
开放为背景的电视剧，在那个发生巨
变的年代，剧中人物沐建峰无疑是时
代的见证者、参与者。作为“老虎连”
连长的他，是一位执着、坚毅的铁血硬
汉，身体出了状况也坚持轻伤不下火
线，带领战友们拼进度。在服从国家
需要转业后，他脱下军装依旧军心不
改，选择用兴办民族实业的形式来继
续报效国家，转而投向商海。

电视剧前5集，主要讲述沐建峰
的铁道兵岁月，以及他带领“老虎连”
打通林泉线隧道的内容。看过电视剧
的观众都知晓，画面中所呈现的环境
都异常艰辛，也曾有工作人员表示，拍
摄这段戏的过程都十分辛苦。但是黄
晓明却表示，体能上的艰苦并不算什
么，再怎么样也只是当年铁道兵的十
分之一。“真正艰苦的是如何演出铁道
兵战士身上那种精气神，就像剧中沐
建峰的台词‘掉皮掉肉不能掉进度’。”

也是为演出那种“精气神”，黄晓
明每天甚至只睡几个小时，为找回
1980年代的清瘦感觉，他更是短时间
内暴瘦20多斤，拍摄过程中也是小伤
不断。

被角色打动很多正能量

黄晓明出生于 1977年，恰逢改

革开放即将开始之时，他成长于上世
纪80、90年代，与剧中人物沐建峰类
似。所以对沐建峰所经历的时代变
幻和沉浮人生，黄晓明也感同身受。

“在年龄上，我可能比沐建峰小了一
些，但其实他经历过的那个年代那些
事情，我也都经历过或者我身边的人
经历过。”

从早期的铁道兵到后期的实业
家，在事业之外，沐建峰的感情也是几
经起伏，不断被现实的挫折所打击，所
以造就了人物前后巨大的心理转变。

“在演的过程中，我请教了许多老师，
也自己琢磨了很多转业兵下海历经种
种困难最终成长为一代企业家的过
程。譬如他在最痛苦的阶段想的是什
么？心理上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当然，从沐建峰这个人物身上，
黄晓明也直言自己学到了很多正能
量，“沐建峰作为军人的单纯、执着、
善良，还有面对困境时那种决不放弃
的勇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黄晓明在剧中演出了当年铁道
兵的味道。

王曦雨如今是中国这群00后小花
中的佼佼者，青少年世界排名第一。
她在比赛第二天的对手是排名第5的
哥伦比亚选手卡米拉·奥索里。第一
盘的第七局结束后，王曦雨左肩伤痛
请求了医疗暂停。接下来三局王曦雨
状态受伤痛影响，被卡米拉破发两局，
以4：6丢掉首盘。第二盘开始，王曦雨
虽然奋力拼搏，但受伤痛影响，状态不
佳，以2：6再失一盘，中国小花未能延
续胜绩遗憾落败。赛后不久，王曦雨
就宣布，因为伤病，她不得不遗憾退出
今年剩下的国际网联青年大师赛。

王曦雨赛后表示：“比赛刚开始挺

好，能打出自己的东西，后来就有点不
行了。但是我想到希望能做到最好，
状态有点下滑。”

从去年到今年，一年时间里，王曦
雨的进步可谓是飞速，去年她的青少
年世界排名只有四十位，今年就来到
了世界排名第一，而且在WTA的世
界排名她也进入了前200名。在她这
个年龄段，王曦雨的水平可谓是比许
多选手高出一截，还拿到了今年美网
青少年的冠军，简直就是一个女版吴
易昺。

虽然明年其实她才满18岁，还可
以打青少年的比赛，但王曦雨已经表

示这次的青少年大师赛应该就是她青
少年比赛的一个落幕战，在明年她将
会专注于成人组比赛，争取能获得更
大的进步。“明年我基本就不会打青少
年的比赛了，多打一些ITF和WTA的
比赛，争取多锻炼锻炼自己。”

除了王曦雨，另一名中国小花王
欣瑜迎战排名第3的丹麦小将克莱拉·
陶森，虽然第一盘送蛋，但随后对手恢
复状态逆转了王欣瑜。

10月26日，小组赛将迎来最后一
天的比赛，球员们将会为了出线奋力
搏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闫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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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桃夹子”定档 视效绝对够仙
这又是一部奇幻冒险的真人童话电影

凯拉·奈特莉的仙女礼服相当华丽。

演绎80年代热血青年
黄晓明暴瘦20多斤

10月26日是“环卫工人节”。25
日，由成都市青羊区政府主办、青羊区
城管局承办的青羊区首届环卫工人颁
奖大会在金沙剧场隆重举行，现场表
彰该区环卫系统中爱岗敬业、勤奋进
取、无私奉献、模范带头的30名优秀
环卫工人、10名优秀班组长和7家优
秀环卫作业公司。青羊区环卫工人代
表等近300人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由青羊区一线环卫工
人自导自演的精彩文艺节目赢得了现
场观众的阵阵喝彩。“没想到政府会专
门组织这样的活动，这是对我们环卫
工人的关爱和认可，特别温暖。”优秀
环卫工人代表、53岁的曾章军表示。

“青羊区为更好地关爱环卫工人，
树立理解、关爱、尊重环卫工人劳动的
良好风尚，调动广大环卫工人的工作
积极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先
进经验值得大家参考学习。”成都市城
管委环卫处处长杨华德说，成都有环
卫工人6万左右。城市的干净清爽离
不开环卫工人的辛勤付出。活动旨在
提倡社会各界对环卫工人的关心关
爱，探索形成长效机制，提高市民爱护
环境卫生的意识。

成都青羊区举行首届环卫工人颁奖大会
作为中心城区，青羊区高度重视

环境卫生工作，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卫
工作亮点突出，一直走在全市前列。

“我们对全区4000个果屑箱做到
‘二掏二清洗’、维修更换，定期药物消
杀；确保环卫设施的完好率，发挥了环

卫设施的功能。”青羊区城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环卫系统还承担了全区每
天1100吨生活垃圾、全年共36余万
吨生活垃圾的清运任务，做到日产日
装日清，全区垃圾清运无害化处理率
达100%。

在公厕管理工作上，青羊区成立
了“厕所革命”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
题工作会议5次，提高相关部门的认
识，明确责任分工。同时，对全区103
座公厕全部实行免费24小时开放。

今年以来，青羊区已完成新建14
座环卫公厕，27座行业公厕的改造任
务，并按照国家旅游公厕标准要求，对
该区天府广场、宽窄巷子等10个景点
（景区）周边共14座区管免费公厕安
装母婴护理台等设备。

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上，青羊成
立了全区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工作领导
小组，探索实施垃圾分类大数据管理

覆盖全区。
“我们科学设计了全区入户环保

垃圾袋，采取四分类，四种醒目颜色，
与分类垃圾桶相对应，留有二维码粘
贴区，印刷监制单位和监督电话等。”
该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已区覆盖
小区（院落）140个，建成分类收集点
300个。

记者了解到，青羊区垃圾分类大
数据管理系统已投运。“成员单位可通
过管理平台，了解各自辖区居民注册
登记情况，目标完成率以及居民参与
率等数据。”该区相关负责人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牛建平

每天清运1100吨生活垃圾
垃圾清运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103座公厕24小时免费开放
垃圾分类实施大数据管理覆盖全区

10月25日，成都市青羊区一线环卫工人自导自演精彩文艺节目。

香港电影人四川采风收获多

古蜀文明“震”到曾志伟

ITF青年大师赛第二天真是不顺

头号“小花”王曦雨

三星堆博物馆、成都博物馆、太古里、大慈寺、东郊记忆、峨影集团，10月23日至25日，川港影视合
作采风活动在四川进行，四川人熟悉的这些文化地标吸引了一众香港电影人前来打卡。香港演
艺界内地发展协进会会长成龙、执行会长曾志伟、秘书长王祖蓝等，通过实地采风体验，立体全面
感受巴蜀特色、民俗风情，商谈川港影视合作项目落地等事宜。

曾志伟等香港电影人25日参观太古里。

王曦雨在比赛中奋力回球。

10月25日，ITF青年大师赛进入
第二比赛日，与首日比赛中国选手摧枯
拉朽战胜对手不同，第二日的比赛中国
选手纷纷遭遇滑铁卢，两朵被寄予厚望
的“小花”王欣瑜、王曦雨以及男单的穆
涛三人全部输球。更让人沮丧的是，目
前排名青少年女子世界第一的王曦雨还
因伤退出了赛事。

受受伤了伤了！！
退赛了退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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