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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新片《影》揭开面纱
首发预告超过50个正片镜头曝光 呈现古典水墨风格

在《影》之前，张艺谋的电影
常常都是上映前展开轰炸式的
宣传。但这次，从故事脉络到电
影角色，一直秘而不宣。

只知道影片灵感来源于三
国，讲的是一个关于替身的故
事。替身自古有之，人称“影
子”。有刺杀，就有影子，影子必
须在危险关头挺身而出，替主人
博回一命；同时影子又必须与真
身互为一体，令旁人难辨真假。

在杀青后沉寂了近乎一年
的《影》，首度曝光长达80秒预告
片，超过 50个正片镜头，呈现了
一幅别具中国韵味的水墨电影
画卷；高级灰处理的淡彩国画影
调，留白写意的构图形式，肃杀
内敛的美学风格，独特的感官体
验令人耳目一新。

“春分那天，家父被人刺杀，

叔父担心我落此下场，他寻遍了
天下，终于找到一个八岁的男
童，其样貌和我酷似，把他带回
府中，秘密训练。这就是今天的
影子。”

但谁是谁的影子？谁杀了
人？谁动了情？谁在玩弄权
谋？谁才是幕后运筹帷幄者？

预告片没有给出答案，却吊
起了观众的胃口。

虽然具体剧情没有曝光，但
在这80秒的预告片里，却传递出
浓浓的中国风。策马蓑衣立身
山水之间，泼墨挥毫游走庙堂之
上，独酌饮醉飘忽屏风之内，纵
横捭阖对峙阴阳之界；竹林、灯
火、琴笙、箭刃、太极……中国元
素被张艺谋不动声色揉碎进电
影里。

为了突出影片传达的阴阳

二元哲学，预告片里更是罕见采
用对比强烈的分屏处理手法，配
上激烈鼓点，极富冲击力。

不仅视觉层面整体曝光，本
版预告片，以子虞（邓超 饰）视
角开展，更是露出大部分影片动
态人物形象：邓超一人分饰两
角，境州（邓超 饰）时而草帽蓑
衣，时而朝服于身，子虞（邓超
饰）形容枯槁，瘦骨嶙峋，两角色
间体重落差足有20斤。

小艾（孙俪 饰）在预告片
中，着淡水墨风格纱衣，时而鼓
瑟，时而游移于屏风暗道之间，
面色凝重；而沛良（郑恺 饰）忽
而翩若斗酒诗仙，忽而化身眈眈
帝王，身份难以捉摸；田战（王千
源 饰）、青萍（关晓彤 饰）二人
惊鸿一瞥亮相，剑拔弩张，清冷
萧杀，戏剧张力十足。片中杨苍

（胡军 饰）、鲁严（王景春 饰）、
杨平（吴磊 饰）三人身份依旧秘
而不宣，仍未在此款预告中亮
相。

很多人在看完这支预告片
后，都好奇张艺谋为何摒弃以往
的浓墨重彩，有人猜测他是在向
偶像黑泽明致敬。

但张艺谋最近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提到，自己并非“爱惜羽
毛的人”，尽管有机会也有能力
给自己的作品打造一个统一的
标签，但却拒绝这样做，因为想
通过作品，呈现出各种可能性。

虽然上映时间还未确定，但
张艺谋这次或许能给到惊喜，而
不再是上一部《长城》那样的惊
吓。因为据说，这是张艺谋自己
真正想拍的一部电影。

（综合）

无锡地税已介入范冰冰涉税案
崔永元：调查是好事

崔永元曝范冰冰4天6000万
天价片酬，并起底疑似大小合同、
阴阳合同等偷漏税等潜规则，日
前有了最新进展。由于范冰冰工
作室在无锡，无锡市滨湖区地税
局已介入调查取证，相关情况有
待后续由税务机关权威发布。

“这是个好事！”3 日，记者
联系上崔永元，他表示，自己已
经从网络知晓了此事，不过在他
看来，无锡当地税务部门如果真
要调查此事，首先应该跟自己联
系核实，“我现在不能跟你说，但
如果联系我的话，我告诉他们怎
么查，这一查一个准儿。”

接二连三在网络爆料，崔永
元接下来还有什么“大招”？ 对

此，崔永元告诉记者，一切看心
情，如果对方有什么反应和举
动，自己一定奉陪。

崔永元表示，自己之前在网
络主要是发泄对刘震云、冯小刚
的不满，没想到引起了那么大的
关注，“还有那么多人支持我，看
来我做的是对的。”

3日下午，记者多次拨打范
冰冰工作室工作人员电话，同时
发去短信，试图采访范冰冰方
面，截至发稿，他们暂无对此事
做出回应。记者从范冰冰工作
室官方微博看到，除了 5 月 29
日，针对崔永元微博晒“大小合
同”等发表严正声明，再没有回
应此事。（综合）

本报讯（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刘芳玲）近日，市冬泳协会
组织成员赴豫，参加了在三门
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举
行的 2018中国·三门峡横渡母
亲河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横渡起点
为湿地公园内的三河广场，终
点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平路县太
阳渡码头，共吸引了来自全国
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
港、澳门地区的 172 支代表队
近 4000 人报名参加比赛。我
市冬泳协会的成员们在比赛中
全力以赴，克服体力透支和外
界干扰，坚持完成了比赛，无一
人提前退出比赛，展现了迎难
而上、坚忍不拔的精神风貌。

十九届省运会职工部篮球
赛传喜讯

我市水务集团篮
球队获青年男子
组第4名

本报讯 （记者 佩玉）在
今年5月举行的江苏省第十九
届运动会职工部篮球比赛上，
丹阳水务集团篮球队代表镇
江市参加比赛并取得青年男
子组第 4 名的好成绩，这也是
我市乃至镇江市在省级篮球
比赛中的历史最好成绩。1日
下午，镇江市总工会主要负责
人来我市慰问丹阳水务集团
篮球队，对该球队在省第十九
届运动会职工部篮球比赛中
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希望大
家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丹阳市水务集团篮球队
是丹阳水务集团下属的一支
业余篮球队，该队自1998年组
建至今，已有20年的历史。该
球队最大特点是球风硬派、队
风团结。多年来，球队始终坚
持“快乐篮球、健康篮球、团队
篮球”的运营宗旨，为我市篮
球体育事业注入一股新鲜血
液，展现丹阳水务篮球独特风
采，多次在丹阳市、镇江市及
其周边县市参加大型篮球赛
事，并取得了较好成绩。

冬泳协会成员
赴豫横渡母亲河

国足热身赛2:0胜泰国
武磊两球郑智迎百场

新华社曼谷 6月 2 日电
中国男足 2 日晚在曼谷以 2:0
战胜泰国队，迎来国家队集训
的两连胜。中国队队长郑智迎
来国家队百场里程碑，而武磊
也在比赛中独中两元。

比赛僵局在第 34 分钟被
打破，肖智前场持球杀入禁区
后完成一脚低射，泰国队门将
卡温虽然碰到了皮球，但后门
柱附近包抄的武磊轻松将球打
进空门，中国队1:0领先。

下半场重新开球后，比分
落后的泰国队发动反击，但中

国队“门神”颜骏凌表现出色，
让泰国队的进攻一次次无功而
返。第 74分钟，武磊在禁区前
沿打出世界波破门，帮助中国
队扩大比分。

本场比赛过后，中国队将暂
时解散，9月份会再度集结迎来
两场亚洲杯前的热身比赛。

中国队主教练里皮赛后表
示，目前的中国队很年轻，磨合
度上还要提高，之前比赛输了不
少，但在亚洲还是实力较强。他
同时称自己为武磊的成长、郑智
的国家队百场里程碑感到欣慰。

鹿晗与普约尔等大咖过招
2日晚，2018足球名人赛在上海虹口足球场拉开战幕，鹿晗代表

中国明星队替补登场。最终中国明星队1：0战胜由吉格斯、普约尔、
皮尔洛等人领衔的国际传奇队。图为鹿晗、普约尔在比赛中。（综合）

上演现实版“超级英雄”

“卷福”制服劫匪
救外卖小哥

据外媒报道，近日，“卷
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在
伦敦街头阻止了一起围殴和
抢劫。

当天，本尼和妻子乘车行
驶到贝克街附近时，看到 4 人
在打劫一名外卖骑手小哥。4
名男子先是用瓶子击中小哥
的头部，然后对他进行围殴。
本尼从车上冲下来，大喊“不
要动他！”，然后把围殴小哥的
4 名男子拉开。4 名劫匪试图
攻击本尼，但本尼避开了攻
击。司机随后也加入了制服
劫匪的行动。有一名劫匪还
试图抢走外卖小哥的车，但没
有得逞，随后 4 名劫匪逃离了
现场。

现场目击人说：“本尼是
勇敢的、无私的。如果他没有
行动，外卖小哥可能会受重
伤。”本尼还给了被打劫的外
卖小哥一个拥抱。

本尼曾主演漫威奇幻电
影《奇异博士》，饰演超级英雄
奇异博士一角。（综合）

终于，张艺谋的新片《影》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从《英雄》《十面埋伏》到《满城尽是黄金甲》，一向爱
浓墨重彩的老谋子，这次不仅玩起了高级灰，还把中
国水墨风格融入到影片里。

地址：东门外大街住建局东20米，润泰商贸门市。预订热线：13815199333

端午节福利端午节福利
请选润泰商贸请选润泰商贸

润泰以生态无污染的绿色食品为宗旨，精挑细选，专业
为企事业单位发放优质福利品种，五芳斋系列粽子，秦邮、
三湖、红太阳咸鸭蛋，红树林海鸭蛋。

主打东北木耳、秦岭香菇、广元黄花菜、新疆红枣、三
门峡核桃、宜兴笋尖、绿壳散养草鸡蛋、东北大米、非转基
因玉米油、葵花菜籽油、进口副食品，休闲坚果食品系列。

专营名烟、名酒、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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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潇 通讯
员 汤秋芳 许晓）“这些桃子要
是都能卖出去，我家的生活状况
就能有所改变了！”最近的天气
晴雨不定，司徒镇杏虎村村民潘
花苟的心情也如这天气一样，看
着满园即将成熟的桃子，他总是
陷入沉思。

潘花苟今年 63岁。6年前，
他贷款承包了二十亩果园，其中
十亩种桃树，其他还有梨树、碧
根果树等。“我早年当兵，退伍后
就在家务农几十年，现在孙子已
上初中了，家里就靠我儿子一个
人挑起重担，我承包土地种果
树，也是想能赚点钱减轻儿子的
负担。”潘大叔说，果园里出产最

早的果树是桃树，需要四年，出
产较晚的碧根果树则需要六
年。去年，桃园里的桃树结果
了，不过桃子数量较少，只有
几百箱，村委会帮着卖了一部
分，还有一些都卖给了亲朋好
友。

今年，桃园预计可以出产
2000 多箱桃子，第一批成熟的
桃子 6 月 10 日左右就可采摘。

“桃树长势好，看着心情好，但
桃子没销路，又让人发愁。”几
年来，为了这片果园，潘大叔
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持续投入
了十多万元，“就等果树结果后
卖了变现，这样家里窘迫的生
活现状也能有些改观。”

潘大叔说，他的烦恼不只
是来自这片果园，2015 年，他
爱人在医院被查出患了尿毒
症，由此引起的并发症导致心
跳缓慢，无法从手臂上做透
析，只能从锁骨下面做，不仅
痛苦，而且每周三次透析需要
花费 1200 元，这对潘大叔来
说，经济压力更大了。爱人生
病无法干活，里里外外只能靠
他一个人。

记者联系了杏虎村党委书
记、村委会主任吴建新，他表
示，针对潘花苟家的情况，去
年村委会已经进行了帮扶，并
且在年底进行了慰问，“今年，
村委会将根据村里的具体情
况，为众多果农做好服务工
作，会尽量为潘花苟家提供更
多帮助。”

而一些亲朋好友知道情况
后，也都答应潘花苟桃子成熟
后就会去购买。如意慈善开发
区分队和巾帼志愿者服务分队
也到他家走访，并送去了 5000
元慰问金和牛奶、食品等。因
为忙着照顾果园和妻子，潘大
叔的家中无人收拾，凌乱不
堪，如意慈善爱心人士又帮着
打扫卫生，一些爱心人士还表
示会尽力想办法帮其找桃子的
销路。

“他们这样帮助我，心里
蛮高兴的，非常感谢他们。”采
访中，潘大叔的脸上露出了笑
容，“桃子成熟指日可待，希望
今年能多卖出一些。”

果农潘大叔遭遇“丰收的烦恼”
杏虎村村委会表示会提供帮助，爱心人士也在想办法帮其找销路

图为潘花苟种植的果园。通讯员 偶明明 摄

本报讯 （记者 丽萍 王国
禹 通讯员 学伟 王芳）高考临
近，为切实做好高考期间的交
通安全保障工作，确保高考期
间考生们平安出行，近日，市
交运局运管处、公安局车管所
联合执法，组织人员到高考接
送学生运输单位，对接送车辆
的安全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

在众泰客运公司，执法人
员逐一对所有接送车辆的灯

光、雨刮、制动、轮胎、车载
灭火器以及安全设施进行了全
面检查，并就有关安全注意点
向企业负责人进行了全面告
知。据了解，众泰客运今年共
安排 24辆客车参与高考考生接
送工作，目前所有的准备工作
都已就绪。检查中，执法人员
除了排查车辆情况外，还对该
企业高考运输方案进行了详细
查看，要求相关负责人做好驾
驶员的安全教育，保持车辆的
安全性能稳定，全力做好考生
运输工作。

此外，据城管行政执法大队
有关负责人介绍，即日起，市城
管行政执法大队在省丹中、六
中、吕叔湘中学考点附近设置服
务保障岗，全程为高考考生保驾
护航。执法大队还将成立应急
保障小分队，提前做好各建筑工
地、施工单位在高考期间无噪音
的准备工作，要求市区范围内
的建筑工地夜间停止施工，考
点周边的建筑工地全天候停止
施工。另外，考点周边的露天
跳舞场所停止活动。考生如遇
夜间施工扰民和露天烧烤、大
排档发出较大噪音等有关影响
学习和休息的问题，可向城管
热线 86908711 举报。高考期
间，执法大队还制订了应急预
案，一旦遇到突发状况和重大
事项，将及时启动应急措施。

多部门联动为高考保驾护航

全面检查高考接送车辆
受噪音影响可投诉举报

记者 曾丽萍 摄

图为市交运局运管处、公安局车管所对高考接送车辆进行检查。

传递民声民意
关注百姓冷暖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用
即付报料费（可线上支付）。

民生热线：86983119

一、补报待遇享受人员
2017年9月1日后，参保

人在就医过程中使用了曲妥
珠单抗等特药，且未享受或
未全部享受特药报销待遇的
人员。

二、补报特药范围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5月31日期间使用下列特
药：

原有：伊马替尼、曲妥珠
单抗、尼洛替尼。

新增：埃克替尼、达沙替
尼、吉非替尼、贝伐珠单抗、
尼妥珠单抗、利妥昔单抗、厄
洛替尼、索拉非尼、拉帕替
尼、阿帕替尼、硼替佐米、重
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西达
本胺、阿比特龙、氟维司群、
依维莫司、来那度胺、康柏西
普、雷珠单抗。

三、补报所需材料
参保人员身份证、社会

保障卡（医保卡）、特药证、发
票或复印件。

四、补报工作流程
1.参保人提出补报申请
参保人员持本人身份证

和有关病历资料到待遇审核
科进行补报登记。其中：病
历资料不齐全的，需到结算
科申请查找资料。

2.参保人办理特药用药
申请

参保人员带相关病历资
料到市人民医院提出用药申
请，特药责任医师填写《江苏
省医疗保险特药使用申请
表》，医保办盖章。

3.待遇证发放和费用审
核

参保人员持本人身份
证、社会保障卡、近期一寸免
冠彩照、《特药申请表》至待
遇审核科办理特药待遇证。

4.结算科补报
参保人员持社会保障卡

及有关资料到结算科办理补
报手续。

1. 特药使用申请表。
补报人员到就诊的三级医院
找临床责任医师填写《江苏
省医疗保险特药使用申请
表》。也可到市人民医院找
责任医师填写《申请表》。

2.社会（医疗）保障卡原
件、复印件。

3.免冠1寸照片1张。
4.医疗文书原件、复印

件（基因检测、病理诊断、影

像报告、门诊病历、出院小
结）等。

5. 待遇证领取：市医保
中心待遇审核科，咨询电话：
88033955。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病种

肺癌

乳腺癌

骨髓瘤

淋巴瘤

鼻咽癌

结直肠癌

肾细胞癌

肝细胞癌

甲状腺癌

内分泌瘤

肾血管平滑
肌脂肪瘤

白血病

胃癌

胃肠间质瘤

黄斑变性

前列腺癌

药品

吉非替尼片（伊瑞可、易瑞沙）

盐酸埃克替尼片（凯美纳）

贝伐珠单抗注射液（安维汀）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恩度）

盐酸厄洛替尼片（特罗凯）

氟维司群注射液（芙仕得）

甲苯磺酸拉帕替尼片（泰立沙）

注射用曲妥珠单抗（赫赛汀）

注射用硼替佐米（万珂）

来那度胺胶囊（瑞复美）

注射用硼替佐米（万珂）

利妥昔单抗注射液（美罗华）

西达本胺片（爱谱沙）

尼妥珠单抗注射液（泰欣生）

贝伐珠单抗注射液（安维汀）

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多吉美）

依维莫司片（飞尼妥）

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多吉美）

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多吉美）

依维莫司片（飞尼妥）

依维莫司片（飞尼妥）

尼洛替尼胶囊（达希纳）

甲磺酸伊马替尼片（昕维）、甲磺酸伊马替尼胶
囊（格尼可）、甲磺酸伊马替尼片（格列卫）

达沙替尼片

注射用曲妥珠单抗（赫赛汀）

甲磺酸阿帕替尼（艾坦）

甲磺酸伊马替尼片（昕维）、甲磺酸伊马替尼胶
囊（格尼可）、甲磺酸伊马替尼片（格列卫）

雷珠单抗注射液（诺适得）

康柏西普眼部注射液（朗沐）

醋酸阿比特龙片（泽珂）

责任医生

丁丽芳
张腊娣

张腊娣

丁丽芳
潘红英

丁丽芳
潘红英
倪国华

张新龙

张新龙

任红珍
吴书庆

丁丽芳

卜 强
吴书庆

吴书庆

吴书庆

吴书庆

卜 强

吴书庆

张新龙

倪国华
丁丽芳

丁丽芳

吴书庆

毛须平

黄金土
林夕梅

吴书庆

卜强

科室
(人民医院)

肿瘤科

呼吸科

呼吸科

肿瘤科

甲乳外科

肿瘤科

甲乳外科

肿瘤科

血液科

血液科

耳鼻喉科

放疗科

肿瘤科

泌尿外科

放疗科

放疗科

放疗科

放疗科

泌尿外科

放疗科

血液科

肿瘤科

肿瘤科

放疗科

胃肠外科

眼科

放疗科

泌尿外科

丹阳市医疗保险特药及处方责任医师名单一览表对曲妥珠单抗等特药
进行补报的经办规程

补报申请特药待遇须提供材料

敬请关注 【特药待遇的新办申请流程及材料下期待续】电话：86517906

丹阳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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