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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C
阴天间多云，有分散小雨

偏北风1- 2级

12-19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零星小雨
偏北风4- 6级

24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79 空气质量：良
优：广元、达州、攀枝花、马尔康、巴中
良：资阳、康定、西昌、自贡、宜宾、乐山、
雅安、眉山、南充、泸州、广安、内江、德
阳、绵阳、遂宁

2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2月23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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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0—8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至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至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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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7 星 彩 第 21020 期 全 国 销 售
17651514元。开奖号码：994003+14，一
等奖0注；二等奖5注，单注奖金120419
元；三等奖19注，单注奖金3000元。
164977554.6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1044 期 全 国 销 售
20393150元。开奖号码：269。直选全
国中奖9509（四川598）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6全国中奖20486（四川1357）注，
单注奖金173元。32642819.83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044 期 全 国 销 售
12843136元。开奖号码：26971。一等奖
225注，单注奖金10万元。396438177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4月25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我希望表达的是我们优秀的职
场女性，如何面对问题并且解决问题
的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追求更好的自
己，去探索自我的过程。”2月23日，封
面开讲了·云讲座第17期迎来一场主
题为“电视剧创作中的‘她力量’”的分
享会。

现场，热播剧《正青春》编剧陈岚
与四川省电视艺术家协会驻会副主
席、秘书长寒露面对面，解密“职场大
女主”幕后风云。值得一提的是，牛年
的首场“封面开讲了·云讲座”，吸引了
45.9万读者通过封面直播在线打call。

对谈“她力量”
编剧最苦是孤独

当天下午三点，“云讲座”在寒露
的主持下开场，经过简单的介绍后，
陈岚上台，正式开启了“她力量”之
旅。据了解，陈岚在成为职业编剧之
前，曾就职于四川电视台，担任综艺
和文化类节目主持人、导演，电视剧
高级评估。其间担任主持和导演的

《综艺大世界》，多次获得中国电视
“星光奖”。

2017 年，陈岚联合编剧的电视剧
作品《楚乔传》掀起收视热潮；2021年，
其独立原创的编剧作品《正青春》，圈
粉无数。在陈岚看来，编剧这份工作
是“孤独”的，“要耐得住寂寞，才写得
出来。电视剧、电影，跟其他的艺术形
式不一样，在漫长的创作中，真的要特
别能坚持。一部电视剧写下来是几十
万字，加上写废就是上百万字了，有些
时候是颠覆性的修改。这个时候一定
要坚持下去，所以说我们最苦的就是
孤独。”

从古偶到职场
有魅力的人物最关键

那是什么原因让陈岚一直坚持剧
本创作呢？她坦言：是热爱。“如果没
有对写作这种狂热的热爱，真的是不
要干这个了，另外找工作也能挣钱，否
则你是扛不过来的。”从《楚乔传》改编
创作，到独立编剧《正青春》，从古偶剧
跨到现实题材剧，陈岚自己也知道这
种跨度之难，但她认为，“创作的底层
逻辑是一致的，它就是有魅力的人物，

有意思的人物关系，有意味的故事，以
及独特的人物图。最好的剧一定是要
出人物的，出人物了大家才能记得住，
而不是就是走情节。”

在都市职场剧《正青春》里，初出
茅庐满腔热血的章小鱼们、脚踏实地
不信命运的林睿们、温和处事收敛锋
芒的方静们、能力超群深谋远虑的舒
婉婷们，让不少观众找到了自己的影
子。也有不少观众认为，《正青春》是
一部“爽剧”。

陈岚坦陈：“我其实追求的就是要
写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温暖的爽
剧。第一个关键词是爽，第二个是温
暖。当然你是一个长剧集，在这个过
程中有戏剧结构，有反转，我们的职场
肯定也有竞争，有争锋，有暗涌。但我
觉得大家看完了，会发现剧里面有很
多的温暖。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理想
主义者，我就相信职场是有真情的，师
徒间是有真实的东西的。”

编剧好友连线
点赞《正青春》太爽

当天，《楚乔传》另一位编剧杨涛、
《伪装者》编剧张勇、《那年花开月正圆》
编剧苏晓苑，也纷纷通过现场连线、文
字等方式，畅谈自己对《正青春》的理
解。张勇表示：“《正青春》这部剧让我
感到格外亲切，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像
剧里那样‘飒爽’的职场，但故事依旧能
深深吸引我，有极强的代入感，这与剧
中‘师徒情’的传承和温暖密不可分。”

同样上线了一部“她力量”电视剧
《亲爱的自己》的苏晓苑则表示：“最近几
年，女性题材一直是影视剧的热门，这不
仅仅是因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女性居多，
更是因为当代女性在职场、在家庭、在
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
是在一个跨越发展的年代，在一个急速
变化的社会进程中，她以及她们正积蓄
迸发着前所未有的力量，这是前因，而
作为现实的折射，表现她力量的女性题
材受到追捧，这是必然的后果。”

“当然，要有力量地表现‘她力量’，
离不开一个有力量的编剧。陈岚娇小
美丽的外貌下，掩藏的就是这种力量。
这种力量，不仅仅是编剧的职业功力，
还有更强大的内心：执着、坚忍、果敢，
当然还离不开天分。拥有了这样的力
量，哪怕不做编剧，只要是我们自己热
爱的事情，只要我们去努力，都会实现
自己的梦想。”苏晓苑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提起童年观看次数最多的动画
片，《猫和老鼠》必须上榜。如今，《猫
和老鼠》大电影将于 2 月 26 日元宵节
欢乐上映，这部真人版的动画电影采
用“真人加CG”的制作方式，让你一秒
穿越回童年，回归原汁原味的经典。

作为陪伴几代人成长的经典动画
IP，汤姆、杰瑞虽然不能开口说话，但凭
借夸张的肢体语言依旧征服了观众，他
们犹如行走的表情包、永不停歇的笑料
制造机，只要一出现，就会让人情不自禁
地笑个不停，为每个大小朋友带来欢乐。

大电影《猫和老鼠》，是汤姆、杰瑞
首登中国银幕的作品，这一次他们将以
大家记忆中最熟悉最经典的形象亮相
大银幕，并奉上全新的冒险故事。影片
自定档以来，引爆粉丝及网友关注，“爷

童回”“必须去影院支持童年经典”“现
在每天还在看《猫和老鼠》，老朋友大银
幕见”等期待声不断，票务平台想看数
值也连日激增。随着影片公映日的临
近，很多人也随汤姆、杰瑞一起加入抢
票大军，提前为全家人预订这周末观影
活动，到影院看《猫和老鼠》团圆过节，
俨然成为这周末娱乐休闲新风尚。

斗了80多年的猫和老鼠，堪称全
世界最长情的欢喜冤家，“萌到犯
规”。印象中，笨猫汤姆好不容易抓住
了老鼠，却不肯老老实实地吃掉，一不
留神就让老鼠跑掉了，让荧幕之外的
大小观众笑到泪崩，又心疼不已。

《猫和老鼠》大电影由华纳兄弟影
片公司出品、蒂姆·斯托瑞执导，科洛·
格蕾斯·莫瑞兹、迈克尔·佩纳、郑肯等

联袂主演。影片将于2月26日全国上
映，猫和老鼠陪你笑闹影院，解锁超级
欢乐的过节新姿势！

想要拥有正版的《猫和老鼠》周
边，重新找回童年的欢乐吗？感谢有
你，封面有礼！“2021年封面新闻用户
节”活动上线以来，承包了你的电影票
和正版周边。继《拆弹专家2》《紧急救
援》《没有过不去的年》之后，封面这次
要送出60件《猫和老鼠》正版钥匙扣，
汤姆和杰瑞夸张而生动的表情，让人
看着忍不住嘴角上扬。

快 来 添 加 小 助 手 微 信（搜 索
zj86969212)，进入封面观影福利群报
名参与领票，60个《猫和老鼠》正版周
边，让你将童年老友带在身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洁

真人版《猫和老鼠》即将上映

封面有礼！正版钥匙扣让你秒回童年

用户节福利

封面开讲了·云讲座

45.9万网友围观牛年第一讲

著名编剧陈岚分享《正青春》幕后

“我其实追求的就是
要写一个带有理想主义
色彩的温暖的爽剧。第
一个关键词是爽，第二个
是温暖。”陈岚说。

陈岚与寒露面对面解密“职场大女主”幕后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