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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特效抢眼
徐克：这次神探心中也有“恶鬼”

影片的故事承接上一部《神
都龙王》，讲述狄仁杰大破神都
龙王案之后，获御赐亢龙锏，并
掌管大理寺，武则天则心生嫉
妒，一心想要除掉这个眼中钉。
狄仁杰一方面要应对武则天的
步步紧逼，另一方面还要抵御来
自封魔族的势力，面对的敌人势
力异常强大。

疑问：“四大天王”到底
指谁？

在上一部《狄仁杰之神都龙
王》中，主要有狄仁杰、沙陀忠、
尉迟真金这三个人物。徐克受
到佛教中四位护法天神的启发，
想在“狄仁杰”世界里再创造出
一个人，需要一个更诡异的元素
才行，所以就在三个人物的基础
之上创造出一个武功更厉害，更
超然的人物——高僧圆测。徐
克导演对创作最大的兴趣在于，
当创造出一个比所有人都厉害
的人物时，接下来的故事该怎么
写，这是让他惊喜的地方。在编
剧过程中，还有一个人物让徐克
无法割舍，就是新加入大理寺的
唯一女性角色水月，她会方术，
医术、武功，有破案的智慧，她会
把大理寺变得很有趣。“如果你
把她当做四大天王之一的话，我
也不反对。”影片结尾的彩蛋中，
就是狄仁杰、沙陀忠、尉迟真金、

水月四人最后亮相。

故事：狄仁杰如何克服
心魔

对徐克导演而言，在创作过
程中，他希望狄仁杰面对的难题
越来越大，让观众逐渐感受到狄
仁杰在破案过程中的隐忧。《四
大天王》中狄仁杰一方面要应对
来自朝廷内部武则天的压力，另
一方面还要处理朝廷外的敌对
势力，困难重重，但是狄仁杰遇
到的危机只是表面现象，“真正
的最大危机是可怕的恶鬼，我们
说每个人心里面都有恶鬼，其实
狄仁杰心里也有个恶鬼，你克服
了外面的客观的问题，你自己心
理上的问题未必会解决。所以
这次电影主要表达我们怎么去
克服自己的一些弱点。”

在饰演狄仁杰的赵又廷看
来，这次的狄仁杰可能有一个弱
点，内心有一个欲望，导致他想
在朝廷上施展一番抱负，但是遇
到重重阻拦。“地狱不空，誓不成
佛”这八个字跟狄仁杰如何克服
自己的心魔有很大关系，想要完
成小我之前必须完成大我。“如
果一帮匪徒要颠覆大唐，自己能
否有一番抱负不是那么重要，就
像武则天要害狄仁杰，但狄仁杰
要先保住大唐，所以想明白这件
事情之后就会愿意牺牲小我，完

成大我，心魔就去除了。”

特效：不断给观众新鲜
体验

徐克电影中天马行空的特
效奇观不断给观众带来新鲜体
验，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构建
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奇幻世界。
《狄仁杰》三部拍完之后，观众可
以明显发现，无论是在想象力还
是视觉特效上，都呈现出阶梯式
飞跃。在这个系列中，徐克创造
了各式各样奇怪的生物，像第一
部中的赤焰金龟，第二部中的鳌
皇等，而在《四大天王》中，徐克
也创作了两个生物——怒目金
刚和白猿。

在设计怒目金刚的形象时，
徐克修改了很多稿，在材质上是
木头，还是金属，还是一个雕
塑？会不会动？有没有脾气？
都反复琢磨了很久。后来在设
计的时候，“最开始还是一个比
较正常的怒目金刚，之后根据狄
仁杰的心理变化而呈现出不同
的形态，其实就是狄仁杰心理的
黑暗面所显现出来的形象。”

白猿是高僧圆测身边的一
个生物，作为高人，他的身边一
定要有一个很有灵性的动物和
他沟通。而白猿是一种活了很
久的生物，可以把圆测这个人物
提升到超越普通人的位置，让观

众感觉到圆测的威力不只在于
他的修炼，还在于他与动物和大
自然已经结合为一体。

叙事：让武则天色诱狄
仁杰

徐克的电影一直都喜欢打
破传统叙事规则，比如在《笑傲
江湖之东方不败》中让令狐冲与
东方不败谈恋爱，在《青蛇》中小
青与法海也有一段暧昧情愫。
在《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中，徐克
也做出了颠覆传统历史叙事的
尝试，让武则天去色诱狄仁杰。

在第一部《狄仁杰之通天帝
国》中，徐克就已经表现出两人
关系的暧昧化，直到这部戏才做
了更为丰富的设计。

对于这场戏来说，怎么做到
它很合理又有说服力，是徐克需
要考虑的。在表演上，赵又廷说
自己比较容易一些，只要保持一
丝冷静，把心放在当下处理的案
件上就好。但对刘嘉玲来说，导
演徐克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导演
亲自示范了很多妩媚的动作，让
她像一只猫一样。但刘嘉玲穿了
很多衣服，行动很不方便，就对导
演说：“大佬，太难了吧。”导演就说
你就试试看吧，两人争执了半天，
刘嘉玲没办法就妥协了，像猫一
样表演，再靠机器的帮忙，出来的
效果还蛮好的。（综合）

动作奇幻电影《狄仁杰
之四大天王》7月27日于全
国公映。这个由导演徐克
一手打造的“IP”历经8年，
已经发展到第三部，前两部
分别于 2010 年和 2013 年
在中国大陆收获2.86亿和6
亿票房，成绩不错。在演员
阵容上，除了赵又廷版的狄
仁杰、冯绍峰版的尉迟真
金、林更新版的沙陀忠、刘
嘉玲版的武则天等原班人
马之外，又新加入了两个角
色——马思纯饰演的水月
和阮经天饰演的高僧圆测，
徐克的“狄仁杰宇宙”不断
扩大。

2018年CBA联赛选秀大会 29
日在北京举行。吉林九台农商行
俱乐部通过与八一富邦俱乐部在
CBA联赛历史上首次的选秀权互
换，在第一顺位选中了来自 NBL
联赛河南赊店老酒俱乐部的姜宇
星。姜宇星因此成为CBA历史上
第四位“状元秀”。

共有 14名球员在本次选秀中
被 12 家 CBA 俱乐部选中，人数之
多创选秀大会纪录，刷新了去年11
人的历史纪录。

前六位被选中的球员分别是：
第一顺位，姜宇星（河南赊店老
酒），由吉林九台农商行俱乐部选
中；第二顺位，袁振梁（合肥原创），
由四川金强俱乐部选中；第三顺
位，刘帅（洛阳金星），由天津荣钢
俱乐部选中；第四顺位，王思奇（太

原理工大学），由青岛国信双星俱
乐部选中；第五顺位，李柏润（深圳
新世纪），由南京同曦俱乐部选中；
第六顺位，王仔路（浙江广厦），由
浙江稠州俱乐部选中。

其他被选中的球员是：田宇
恒、赵晏满、纪祥、栾晓君、史文龙、
朱瀛、司坤、万圣伟。

2018年CBA联赛选秀训练营
暨选秀大会由中国篮协授权、CBA
公司举办。在26日至28日举办的
选秀训练营中，参加选秀的球员接
受了体能测试、分队训练、与两支高
校球队进行对抗赛等高强度考验，
并在28日晚分队进行了公开夜赛。
共有50名球员参加本次选秀大会。

始于2015年的CBA选秀至此
已举行4届，共有34名球员被各家
俱乐部选中。（综合）

CBA选秀大会落幕 姜宇星当选“状元秀”

《西虹市首富》
票房大捷

7月27日，由闫非、彭大魔
导演、编剧，沈腾携宋芸桦、张
一鸣、张晨光、常远、艾伦等人
主演的喜剧《西虹市首富》全国
上映。根据淘票票专业版数
据，影片首日票房2.26亿元，周
六单日票房3.18亿元。放眼望
去，今年暑期档最火的影片非
《西虹市首富》莫属。

制片人马驰透露，《西虹市
首富》的制作成本约为 1.5 亿
元，大约是《夏洛特烦恼》的 7
倍。从目前的成绩看，影片上
映首周末，制作成本就已经全
部收回来。根据淘票票专业版
数据，《西虹市首富》上映首日
票房为 2.26 亿元，占单日大盘
六成以上；周六单日票房 3.18
亿元，占单日七成，排片率高达
49.7%，而上座率也达到了惊人
的 40.8%。截至记者发稿时，
该片累计票房已经超过 7 亿
元。（综合）

江苏警方介入范冰
冰“阴阳合同”案

“阴阳合同”事件又有了
新进展。7 月 28 日据《经济观
察报》报道称，目前江苏警方
已介入范冰冰的“阴阳合同”
案。

今年 5 月，崔永元通过微
博连续发布多条图文曝光“阴
阳合同”事件，称存在演员偷
漏税等情况，同时还公布了范
冰冰的剧组劳务合同，暗示涉
嫌偷漏税。随着事件不断发
酵，这也引发政府等层面的高
度关注。不仅国家税务总局
于6月初责成江苏等地税务机
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如发现
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将
严格依法处理。此外，中央宣
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
务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国家电影局等也于上月联合
印发《通知》，要求加强对影视
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
偷逃税等问题的治理，控制不
合理片酬，推进依法纳税，促
进影视业健康发展。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现
阶段范冰冰身边数位工作人
员被警方采取监视居住等强
制措施，而范冰冰及其弟弟范
丞丞也已被限制出境。（综合）

3名国安球迷赛前
滋事被惩处

中超第 14轮，国安客场挑
战申花，赛前由于部分远征的
国安球迷没有球票无法进场，
与安保人员发生冲突。虹口公
安局 29 日通报，3 名国安球迷
挑头滋事，已被依法惩处，倡导
文明观赛。

虹口公安分局通报原文：7
月28日中超联赛赛前，有近200
名无票客队球迷在虹口足球场
外的3号通道梯下聚集滞留，存
在安全隐患。在执勤民警现场
劝说、引导这些无票人员进入指
定观球点观看比赛现场直播期
间，有少数人推搡、辱骂，并阻碍
现场民警依法执行公务，警方将
其中 3名挑头滋事人员控制带
离并依法惩处，现场秩序恢复正
常。警方提示，球迷应文明观
赛、理性助威，严格遵守民警和
相关工作人员的管理和指挥，自
觉维护球场秩序。（综合）

狄仁杰、沙陀忠、尉迟真金、水月是徐克眼中的“四大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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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提出有网友提出““偌大的丹阳连个看书的地方都没有偌大的丹阳连个看书的地方都没有”，”，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

丹阳何处觅书香？

市图书馆：传统借阅仍是好选择

说到读书的地点，很多人会想到图书
馆，位于西环路的市图书馆规模不大但
功能齐全，是市民的好选择。网友“安乐
茶饭”说：“对小孩子来说看书是需要良好
氛围的，想想我们小时候图书馆是多么
的热闹。”时值暑假，图书馆是不是成了孩
子们的天下？带着疑问，记者去图书馆
进行了采访。

走进一楼阅览室，很多放暑假的学生
正在看书、自习。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

“平日里老人们是图书馆的常客，他们很
喜欢来图书馆阅读期刊报纸，也会借一
些人物传记等书籍回家阅读。暑假里中

小学生们来得比较多，他们最喜欢看的
是一些世界名著和通俗小说。另外还会
有一些大学生和参加各种考试的考生前
来自习。”在二楼，记者见到了聚在一起读
报看书的老人们，气氛十分静谧平和。
经过简单的交谈，记者得知他们大都来
自附近的社区，也有一些是乘公交从较
远的地方过来。三楼的少儿图书馆则没
有这么安静，不时会有小朋友和家长低
声谈论。小读者们有的和家长一起读一
本书，有的自己在书架前挑选书籍，还有
的在电子屏前熟练地阅览电子书籍。

“为了更好地服务孩子们，我们的少
儿图书馆在暑假期间全天开放。”图书馆
工作人员朱山红接受采访时说道，“不过
每周三上午我们会进行闭馆整理，还请
家长和孩子们注意。”采访结束时，记者注
意到图书馆还开通了微信服务号和
APP，读者们在手机上就可以非常方便地
使用各项功能。

市中心的丹阳书城是很多丹
阳90后、00后的童年回忆，2004年
刚开业时，书城整栋楼都布满了各
式书籍，一到节假日，看书、买书的
人络绎不绝。随着网络售书和电
子书的普及，实体书店受到很大冲
击，现在丹阳书城仅有三楼的人文
社科类和四楼的教辅类两个区域
还在销售实体书籍。但在这仅有
的区域，记者还是发现了很多读
者。三楼的阅览区坐满了人，他们
大都喜欢阅读一些生活实用技能
或是小说传记类的书籍，男女老少

皆有。在交谈中，记者发现大多数
读者只是前来阅读休闲，并不打算
购书。四楼教辅区情况大不一样，
除了一些正在阅读《希腊神话》《上
下五千年》之类书籍的小朋友以
外，大多数是带着孩子或独自前来
购买教辅书籍的家长，收银台前付
款需要排队。

如果说“老书城”的现状颇有
些“绝地求生”的味道，那么一街之
隔的金鹰广场内，一家“新书城”则
上演着截然不同的场景。云扬书
城打造的“四月天文化空间”面积
超过 1000 平方米。除了图书文
具、体育用品、艺术品等商品以外，
记者还发现了很多本地文化元素，
比如主题图片长廊、“齐梁书苑”阅
读空间等，此外还有一些咖啡吧之
类的休闲设施。据悉，这里也经常
举行一些文化活动。

书城：混合经营，仍有阅读空间

万善公园有座古色古香
的仿古建筑，里面经常能看见
安静看书的人和一些成群结
队的志愿者，这就是爱读书吧
暨丹阳市志愿者精神展示
馆。据了解，爱读书吧是运用
社会化参与、志愿者管理模式
进行运营的。走近这幢两层

楼的建筑，以木质为主材的装
修风格与满满的书本一起一
下子将人带入了阅读的世
界。一楼大厅内，有好几位读
者正在埋头阅读，记者注意到
这里设置了课堂，二楼还有
志愿者活动室。据负责人刘
丹介绍，25日这里就进行了

一场志愿者活动。在我市，
像这样的免费阅读空间还有
云阳街道服务大厅、云阳街
道兴隆苑社区服务大厅等。
如果您有闲置书籍，可以捐赠
到这些地点。

好的免费阅读空间能让阅
读成为风尚，而将公益活动功

能引入这样的空间，则是规划
者、设计者对“如何更好地建设
和利用公共空间”这个问题进
行创新思考的产物。让空间服
务社会，让人们能参与更多有
益身心的文化休闲活动，正是
这种场所存在的意义。

爱读书吧：关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再思考

喜欢逛公园、跳广场舞的市
民应该早就注意到了：在人民
公园“好人馆”门口、万善公园
北广场和法治广场西北角都出
现了一座“24 小时自助图书
馆”，小亭子一样的建筑里，有
一台类似ATM机的设备，透明
玻璃后面则是各式各样的书
籍。根据文字提示，读者可以
很方便地自助办证和借还书。
26日晚，法治广场上全是跳广
场舞和散步的市民，记者在自
助图书馆旁守候许久也未见有
人来借还书，只有一位抱着孩
子的家长好奇地打量着，记者
随即询问他是否会使用这个设
施，他表示未来愿意尝试一

下。话音未落，一位刚才还在
跳舞的阿姨主动前来与记者谈
话，原来她就住在广场边的社
区，每晚都会来跳舞，得知记者
正在采访，她表示家中“老头
子”就是这个设备的“粉丝”。“去
看书的地方要么就是要到街上
去，要么就是光看不买不太好
意思，所以有了这个无人图书
馆还是蛮好的。一开始他不会
用，后来叫我儿媳妇过来帮他
办的卡。”阿姨说道。

结束和阿姨的交谈后，记者
观察了书柜里的书籍，这些书
多为人文社科类，但也不乏《中
国机器人》这样的专业类，应该
说覆盖了大多数读者的阅读需
求。将自助式借阅设备放在开
放的广场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创
新，这大大减少了读者的时间
成本，也突破了场所和时间的
限制。像这样的探索，我们还
能有更多：电子化的24小时图
书馆，比“漂流书屋”更便于管
理的共享图书设施……

自助图书馆：7X24小时的阅读可能 悦书房：让文化更商业，
让商业更开放

在法治文化广场附近有一间三层楼的商铺，一个开放的阅读
空间隐藏其中。悦茶小馆看起来是一家精致的茶社或餐吧，但步
入三楼的“悦书房”，浓浓的文化气息便扑面而来。据工作人员介
绍，这里不仅对来茶馆消费的顾客开放，更是一个服务社会的文
化场所。“悦书房”会不定期为注册会员们开读书会，一起品读经
典，除此以外，所有的活动都是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的。“这里附
近的居民经常会过来看书、休闲，我们都是不收费的。”店员说道。
另外她还委托记者提醒市民，“悦书房”开放时间是9:00-17:30。

谁说只有书籍“唱主角”才能做文化阅读空间？在很多城市，
咖啡吧、轻食店、服饰店、花店等商业空间都会开辟阅读相关的文
化区域。丹阳的邻近城市常州就有一个知名的文化空间“半山书
局”，餐饮+休闲+阅读的模式在那里运行得非常成功，相信未来丹
阳也会出现类似的商家。这既是商业模式的一种创新，也是对社
会的一种回馈，而城市也正是因为有了越来越多这样的文化空间
而变得更加富有人文气息。

古人云：“外物
之味，久则可厌，读
书 之 味 ， 愈 久 愈
深。”丹阳要呈现更
多人文气质，不仅需
要更多官方建设的阅
读空间，更需要所有
商家、市民的积极参
与。不知道提出“丹
阳无处可看书”这个
观点的网友“mmz”
会不会看到这篇文章
进而有所改观，但我
们更加希望的是未来
某一天，丹阳处处是
书香，再也没有一个
丹阳人会提出这样的
疑问。

期 待 全 民 参
与，共创新读
书文化

盛夏盛夏，，正是阅读的好时节正是阅读的好时节———孩子们—孩子们
在过暑假在过暑假，，大人们在闲暇时也因为高温减大人们在闲暇时也因为高温减
少了外出少了外出，，除了上网除了上网、、打游戏以外打游戏以外，，阅读是阅读是
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那么，，您喜欢在哪您喜欢在哪
儿看书呢儿看书呢？？在网友在网友““mmzmmz””看来看来，，丹阳似乎丹阳似乎
并没有什么很合适的看书地点并没有什么很合适的看书地点，，事实真是事实真是
如此吗如此吗？？记者进行了一记者进行了一番寻觅番寻觅。。

怀旧 转型

融合

探索 新潮 未来

本报记者 汤剑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