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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音演员的圈子里，常听到有人说：拿着几百块一集的片酬，操着几百万一集的心。对于动辄片酬百万
千万的演艺明星来说，配音演员的回报似乎与之天差地别，但在塑造角色的作用上，配音演员同样重要。甚至
在近些年备受诟病的“抠图式”剧集中，后期配音的好坏，也起到了拯救式的效果。

4月3日下午2点，本期“封面开讲了”邀请到国内知名配音导演、演员陈浩，为大家线上“云开讲”，讲述配
音演员幕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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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呼吸
3月31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5—9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4月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6时）
AQI指数 70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巴中、广安、攀枝花、马尔康、雅
安、眉山、泸州、遂宁、绵阳、内江、宜宾、
资阳、达州、乐山、德阳、广元、南充、自贡
良：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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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星彩第 20018 期全国销售
9934930元。开奖号码：6183339，一
等奖 0 注；二等奖 8 注，单注奖金
30299 元；三等奖 97 注，单注奖金
1800 元。20922475.91 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0041 全 国 销 售
33805376元。开奖号码：705。直选
全国中奖3427（四川246）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55735（四
川 3204）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18303807.4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 5 第 20041 期全国销售
10518736元。开奖号码：70510。一
等 奖 17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67321518.4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
告。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3月31日开奖结果

国内配音正由幕后走到台前
许多国内年轻群体对配音的了解，

最早来源于日本的“声优”，这个日文词
所对应的中文含义就是配音演员。“优”
这个汉语词在日文中用来解释演员、演
艺者。动漫业发达的日本成就了一大
批“声优”，使之能够脱离“配音”本身，
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文化。

但在国内，起码是在几年前，“配
音”还仅仅是配音而已。虽然在小范围
圈层里，二次元爱好者们已经开始有了
自 己 的 CV 圈 子（CV 是 Character
Voice的简称，指角色声音）。但随着国
产动画的发展，对幕后创作的关注，声
音或许不再是一种“搭配”，而正在逐渐
成为主角，由幕后走到台前。

“以前我们的工作，非常简单，就
是接到一个电话，导演说，你来配某某
某，然后就进棚，了解剧本，配音。”对
于已经在配音界沉浮近20年的陈浩来
说，声音曾经是需要一个载体的，比如
给某某演员配音，为某某动画或者游
戏里的角色配音。

但渐渐地他发现，人们好像可以完
全脱离载体，去欣赏“声音”本身，而有
关“声音”完善的产业链条也正在形成。

陈浩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有些玩配音的人，男声可以变成女
声，女声也可以给男人配，人们对此有
好奇、有期待，作为发声的人就有机会
获得更多关注。”陈浩认为，这在行业

里，是一种进步，对于配音演员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封面开讲了”与你不见不散
那么，配音演员和目前的二次元

CV圈从业者有哪些区别呢？配音圈目

前的现状是怎样的？4 月 3 日下午 2
点，锁定封面新闻，“封面开讲了”与你
不见不散。本场直播将在封面新闻
APP、封面新闻官方微博、封面新闻官
方抖音号等平台进行。陈浩抖音号（海
绵宝宝配音员陈浩）也将同步直播。

同时，我们也在这里向广大网友
征集问题，可以是有关陈浩本人，也可
以是对配音圈的疑惑。届时，您的问
题将有机会出现在直播间，获得与陈
浩一对一互动的机会。

“封面开讲了”自从2019年5月推
出后，已成为一个现象级的文化品牌，
定期邀请名家、学者，上台演讲，分享各
自的文化观察研读心得，为广大读者奉
上一场场精神盛宴。疫情期间，为响应
疫情防控措施，“封面开讲了”将暂停线
下讲座的形式，开设“云开讲”，以线上
直播的形式为粉丝带来文化盛宴。

“封面开讲了”立足封面新闻人文矩
阵及专家智库，邀请名家做客，发出时代
声音。目前，封面新闻专家智库包括李敬
泽、阿来、郦波、阿来、丁振海、曾凡华、李
舫、徐则臣、祝勇等人文名家，阵容豪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

“声音”正在成为主角
4月3日来“封面开讲了”，听陈浩讲配音演员幕后故事

90分钟内便可检测新冠肺炎病毒
的核酸检测试剂盒，在家就能获得私
教体验的即享健身房，肉蔬果乳等生
鲜直送社区，可持续运营的垃圾分类
回收系统……在“破土萌芽”主题亮相
的新产品，展现了新经济重塑传统家
庭空间、丰富城市社区功能形态、改变
人们行为习惯，为建设与自然和谐相
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和社区提供的
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

3月31日，“场景营城 产品赋能
新经济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2020
成都新经济新场景新产品首场发布会
顺利召开。本次发布会将主会场与3个
直播分会场有机链接，同步发布了100
个新产品和新场景，吸引超100万人在
线观看，展现出成都场景营城、机会营
城和新经济营城的良好城市生态。

成都新经济
推出一批全球化创新产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国民经

济与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冲击，人们的物
理活动空间被极大限制，全球供应链、
产业链受到波及，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
集型产业纷纷遇阻。在这场“压力测
试”下，以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
费、医疗健康为代表的新经济却展现出
了强大潜力，应用场景得以迅速拓展。

成都新经济企业转危为机，聚焦
智能生产、智能生活、智慧城市三大领

域，创新经济形态和模式，推出了一批
全球化的创新产品，助力建立与疫情
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为
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助推新经济
场景营城催生复苏活力

疫情期间，既有大批“成都造”新
经济产品积极涌现，也有传统企业通
过新经济手段获得赋能，体现了成都
应用场景培育的阶段性成果。为持续
巩固成都建设最适宜新经济发展城市
的先发优势、抓住疫后新经济发展机
遇窗口、进一步优化产业发展生态、释
放城市创新活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可谓势在必行。

在主会场上，发布了《供场景给机
会加快新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该政策以“供场景、给机会”作为逻辑主
线，分为三大板块9条政策，包含支持硬
核技术攻关催生新场景；加快布局新型
基础设施支撑新场景；汇聚关键数据赋
能新场景；支持应用场景市场验证；发
布城市机会清单落地应用场景；加大示
范推广打造应用场景“IP”；支持新产品
推广拓展应用场景；支持资本联动发掘
应用场景价值；支持组建企业联盟链接
应用场景生态等内容。

本次政策以市场化手段将城市的
发展战略、公共资源与企业的市场机
遇对接融合，强化新经济企业创新产
品（服务）的应用推广，释放发展机
会。同时，政策还将为成都践行新发

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助力。

用产品说话
“成都造”彰显国际范儿
在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的道路上，新经济发挥了重要
作用。成都新经济企业创造出众多新
产品，以适应新的消费需求，破土萌
芽；一批具有引领性的关键核心技术
走上国际舞台，逆势而上；传统企业通
过新经济手段走向数字化转型之路，
赋能共生。

本次发布会，55 家成都新经济企
业共计发布了100款新产品。在主会
场，新经济企业家们围绕“破土萌芽”、

“逆势而上”、“赋能共生”三大主题进
行现场路演，带来了12款创新产品，展
现了成都在无人驾驶、在线健身、在线
教育、无人机、智慧医疗、能源物联网、
智慧仓储等新的城市场景下的创新优
势和战略竞争力。

从5G网联无人机，到结合了VR技
术的医学影像三维重建技术，“逆势而
上”主题发布了顺应全球形势、时代发展
和国家战略需要，打破国际巨头技术垄
断、拥有全球市场的“硬核”新经济产品。

“赋能共生”主题，则发布了体现
成都新经济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整体解
决方案“全能力”的新经济产品。多层
次的智能门店系统，安全稳定的云计
算平台解决方案，皆是体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90分钟出结果的核酸检测试剂盒亮相
2020成都新经济新场景新产品首场发布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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