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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导演李前宽逝世汲取文化营养 找对表现形式 注重人文关怀

三要素让动画片火爆暑期档

从被骗经历中找寻创作灵感
——作家常书欣谈新书《反骗案中案》

■本报记者张钢

上映三周取得4.58亿元票房成绩，截至
目前依旧是市场的主打片目，《白蛇2：青蛇
劫起》以精美的特效和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表
达吸引观众，成了今年暑期档的一大亮点。
除该片外，《济公之降龙降世》《俑之城》《新大
头儿子与小头爸爸4》《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
头小人》等十几部动画片共同带火暑期档。
“系列IP”的不断延续；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营养的同时，找出赋予契合时代的表现形
式和思想内涵以及注重人文关怀，成为国产
动画不断取得成功的三大要素。

“系列IP”不断延续

被誉为“题材金矿”的“西游记IP”作品
并未出现在今年的暑期档，但丝毫未影响观
众的热情。改编自《白蛇传》《济公传》的《白
蛇2：青蛇劫起》《济公之降龙降世》，以及以
“兵马俑”为灵感拍摄的《俑之城》成功接棒，
使得根据中国传统文化故事改编的作品得以
延续。这三部影片的共同点是：将传统美学
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加之紧跟时代的故事设
计，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解读千百年来家喻户
晓的民间神话故事。此外，《新大头儿子与小
头爸爸4》《贝肯熊2：金牌特工》《巧虎魔法岛
历险记》《疯狂丑小鸭2：靠谱英雄》《三只小
猪3：正义大联萌》等多部动画影片都是“系

列IP”作品，制片方希望新片在前作基础上
力争创新，为观众讲述新故事。

“中国风”成为兴起标志

从当年的《功夫熊猫》到以超50亿元创
票房奇迹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国风”成
为动画片兴起的标志。在动画题材上，近年
来很多动画作品采用中国民间传说、神话故
事、文学名著等作为创作灵感来源，《大圣归
来》以《西游记》为蓝本；《大鱼海棠》以庄子

《逍遥游》为创意原点；《哪吒之魔童降世》以
《封神演义》为故事原型；《白蛇2：青蛇劫起》
在民间故事《白蛇传》的基础上进一步延
伸。这些作品的成功之处并非照搬传统文
化故事，而是找到了与当下观众的共鸣
点。《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我命由我不由
天”饱含挑战封建权威的力量以及李靖最
后不惜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孩子的深沉父
爱；《白蛇2：青蛇劫起》则弱化了传统故事
中的爱情成分，突出了白蛇、青蛇间的深厚
姐妹之情，利用原作给予的人物形象与相互

关系，凸显了女性的自强自立，赋予其契合时
代的表现形式和思想内涵，通过对传统文化
的现代表达，让作品与观众、与时代同频共
振。能够得到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这些作
品彰显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为国产动画如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这一时代命题给出了答案。

好作品注重人文关怀

随着电脑技术的飞速发展，近年来动画
片制作水准不断攀升，带给观众唯美的视听
体验，成为观众前往影院观影的动因，但真正
打动观众，让影片具有内涵的，还是依靠故事
本身。一部优秀动画片需要有清晰并凝聚全
片的核心，从而带出创作者所要传递出的讯
息，而质量平平的作品往往只重视技术，却忽
视了影片所应该具有的人文关怀。《新大头儿
子和小头爸爸》系列片导演何澄表示：“很多
人认为动画电影必须好玩、有趣、想象力丰
富，总之是充满了娱乐性，这些都没有错，但
我们还要注重作品给观众带来乐趣之后的价
值追求。”电脑特技的应用会提升作品的制作
水准，为创作者发挥想象力而助力，但技术绝
不是让其变懒的推手。《哪吒之魔童降世》《白
蛇2：青蛇劫起》等爆款动画片走红，更多是
依赖这些作品在保持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基
础上，又融入新时代语境，迸发新活力，展现
新魅力。

本报讯（记者 张钢）据长影集团消息，长春电影制片厂
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前宽昨日在宁
波慈溪逝世，享年80岁。

李前宽1941年生于大连市，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
系。1981年起，他与夫人肖桂云合作执导了《佩剑将军》
《开国大典》《决战之后》《重庆谈判》《七七事变》等一系列
经典影片。他们创作的影片集中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
域，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使命感以及突出的历史史诗风
格。李前宽的代表作品《开国大典》获得第10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
片奖，李前宽本人也获得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
演奖。《决战之后》获得第1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三项提名。《重庆谈判》获得“华表
杯”政府优秀影片奖以及第1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优秀影
片奖。此外，李前宽的导演作品还包括战争题材剧《抗美
援朝》，古装剧《传奇皇帝朱元璋》等。

李前宽生前接受专访时表示，他与夫人肖桂云的生命和
“国庆”这个神圣而美好的日子融合在了一起：国庆10周年，
他在天安门广场前担任文艺大军的排头兵；国庆20周年，他
与肖桂云选择在10月1日结婚；国庆30周年，肖桂云拍摄了
献礼片《包公赔情》和《桃李梅》；国庆40周年，他们拍摄了《开
国大典》；国庆50周年，他们拍摄了《世纪之梦》；国庆60周
年，他们拍摄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传记片《星海》。李前宽
曾表示：“我要通过我的光影艺术歌颂祖国，作为一个电影人，
我的镜头始终聚焦我的祖国和人民。”

■本报记者仇宇浩

知名推理作家紫金陈今年因看病被骗
登上热搜，涉事医院、医生已被当地监管部
门处罚；而此前，畅销书作家常书欣已将自
己的上当受骗经历写进了新小说《反骗案
中案》并引发关注。接受采访时，常书欣表
示，“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希望——人间
有爱，天下无诈。”

常书欣的代表作《余罪》销量超过百万
册，让不少警察成为“粉丝”。这样一个写
高智商警察屡破大案故事的人，生活中也
有上当受骗经历：“我妈去广场打牌被忽悠
去老年保健，然后买了个一万多元的按摩
椅；我太太去美容被收了两万多元智商税；
我也未能幸免：第一次是在火车站买可口
可乐，喝着不对劲才发现是可日可乐；第二
次是装修房子，遭遇装修公司卷款逃跑；第
三次是前不久，被一个编造悲惨身世的‘粉
丝’骗了1000元钱。”

常书欣说，“据我了解，诈骗已成为刑事
案件中一个最大的类别，全国各地公安机关
基本都成立了反诈中心，就是针对层出不穷
的诈骗犯罪。”他决定结合自身经历写一部反
骗小说，向大众普及防骗知识，“让更多的人
去了解，从而不再被骗。”
常书欣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走访了

多位资深警务人员，终于创作出了这部防
骗指南式小说。书中包含64场精密骗局、
58种设局手法、9种诈骗话术、5个连环套，
从刑侦学、犯罪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深度
解析了各种诈骗案例，集刑侦与烧脑于一
身，通过警察智斗电信诈骗的传奇，教读者
防范最新骗局。书中的江湖骗术、电信诈

骗案例等均在现实中有迹可循，不少细节
来自警察的口述。
《反骗案中案》“纸电声”市场表现不俗，

上市以来就登上了各大平台畅销榜。读者评
论“故事很真实，有现实意义”“比单纯防骗知
识容易理解”。

在书出版前，就有影视公司开价购买；书
出版后，更多影视公司抛来橄榄枝。有业内
人士表示，悬疑剧一直是市场上的热门，《白
夜追凶》《隐秘的角落》都是这个领域的爆
款。《反骗案中案》题材新颖，故事鲜活，聚焦
普通人关注的电信诈骗，又是犯罪小说，既有
烧脑的部分，又很接地气，同时具有社会意
义，十分适合改编。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日前，河西
区图书馆联合区图书馆马场街分馆，
通过微信群为读者直播“我们的节日·
七夕”主题线上经典诵读会，吸引了众
多读者。

伴随优美的配乐，图书馆悦读之家
的学雷锋志愿者们朗诵了《钗头凤》《七
夕》等名篇，声情并茂地诠释了诗词的细
腻情感；《七夕节话革命爱情》则带领读
者重温革命先辈的红色爱情故事。读者
们纷纷表示，群直播的方式，让大家足不
出户就能聆听志愿者的朗诵并进行互动
分享，非常难得。

七夕主题线上
诵读会受欢迎

错失机会遗憾 点球送得意外

津门虎队0：1负上海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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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蛇2：青蛇劫起》

本报讯（记者 张帆）正在腾讯视频热播的轻现实浪漫主
义爱情剧《你是我的荣耀》，讲述了人气女星乔晶晶（迪丽热巴
饰），在游戏中与曾经的高中同学于途（杨洋饰）阔别十年重逢
后发生的故事，二人在浪漫奇遇中相互鼓励，在追梦道路上努
力坚守，终成彼此荣耀。

近年来，我国航天事业不断突破取得新成果，也让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对航天产生了浓厚兴趣。《你是我的荣耀》虽然是
“轻甜”风格，但剧中杨洋饰演的于途专业背景为航天设计师，
剧组在相关专业领域下足工夫，引发网友热议并掀起一股“航
天热”。剧集开篇有一段抢救发生异常的运行卫星剧情，从发
现问题、寻找故障原因到制定解决方案，剧情在保证专业领域
不失真的前提下还拍出了悬疑剧的节奏，获得了网友的好
评。据编剧顾漫介绍，因为男主角是航天设计师，《你是我的
荣耀》在创作时最需要的就是恶补航天知识。当时顾漫购买
了所有能买到的航天书籍，摞起来有近一人高，跟组拍摄过程
她也在各航天基地学习参观。

据介绍，《你是我的荣耀》拍摄历时110天，先后辗转敦
煌、上海、宜兴、文昌等多地取景。为完美呈现原著中的经典
桥段，剧组用心打磨每个细节，并突破常规单一化场景，为观
众呈现出集航天领域、娱乐圈、游戏社交等多元化剧情元素的
精彩剧作，尤其是剧集将神秘的航天领域近距离地展现到观
众面前。据悉，拍摄前整个剧组进行了航天相关知识培训，剧
集将在不涉密情况下，既科普专业的航天知识，又展现当代航
天人的真实生活，不仅会为观众带来新鲜感，更能让观众近距
离感受航天人的执着、坚守，领略中国航天人的浪漫。

《你是我的荣耀》助推“航天热”

本报讯（记者申炜）昨天，中国足协公布
了中国男足出征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的31
人大名单，其中武磊、吴曦等主力球员悉数入
选，近期在联赛中表现抢眼的郭田雨等多名
新人也进入大名单，其中包括天津津门虎队
的巴顿。
从国脚分布来看，广州队这次有多达8

名球员入选，显示出了强劲的实力。此外，山
东泰山队和北京国安队都有6名球员入选。
在归化球员方面，这次共有4人入选，分别是
艾克森、阿兰、蒋光太，以及近期状态不错的
洛国富。由于费南多和李可都有伤在身，因
此他们缺席了这次国足集训。
这份名单的最大亮点还是郭田雨、巴顿

和王秋明的入选，其中郭田雨和巴顿是首次
入选大赛的集训名单，效力于河北队的王秋
明此前在里皮时期入选过国足40强赛名单，
但没有获得出场机会。3名新人的入选，得
益于他们在联赛中的出色发挥，其中郭田雨
目前已经打入8球，是本土第一射手，他将在
12强赛中被委以重任。
和之前的40强赛的国足名单相比，这次

共有6名球员落选，分别是唐淼、李可、明天、
谭龙、郑铮和吉翔。其中唐淼、李可、明天都
是因为伤病缺席，其他3名球员都被实力更
强、状态更好的球员所取代，也算不上意外。
和之前征战40强赛的阵容相比，国足这次
12强赛的实力还是有所提升。
从这次国足集训名单的构成来看，李铁

正在加速对球队的更新换代。一方面，国足
需要进行丰富的人才储备，另外一方面加速
球队年轻化，也是希望球队用拼劲来迎接12
强赛的考验，年轻球员将受到重用。

本报讯（记者 顾颖）本赛季中超联赛第
一阶段后半程进入尾声，卡塔尔世界杯亚洲
区12强赛越来越近，昨天下午，中国足协对
外发布了最新一期男足国家队大名单，在这
份名单中，有3人第一次入选国家队，除了王
秋明和郭田雨，还有来自天津津门虎队的巴
顿。2021赛季的中超联赛，25岁的巴顿，在
和津门虎队共同努力、共同成长的过程中，为
自己赢得了“更进一步”的机会。

也是在昨天，早于中国足协对外发布那份
入选球员海报，津门虎俱乐部已经收到了中国
足协发来的《关于组织国家男子足球队2021
年第四期集训的通知》，由于晚上要进行与上海
申花队的比赛，所以队里根本来不及为巴顿庆
祝，只能快马加鞭赶制了一份“喜报”。在这份
通过俱乐部官方社交媒体发布的海报上，醒目
的文字内容是“为国争光，永不止步”，选用了一
张巴顿笑容灿烂的照片，身着的比赛服，制作成
了国足比赛服与津门虎队比赛服的“双拼”。

就在昨天下午津门虎队即将进行赛前准

备会的时候，中国足协官方发布了国足名单，
瞬间，巴顿入选的喜讯在队里传开了，球队微
信群里也“队列整齐”都是大家发给他的祝
贺，“谢谢大家，希望这份好运能带给津门虎
队，一起努力，我们会越来越好”——这是巴
顿在微信群里回复教练、队友们的话，后面还
用了两个握紧拳头的符号。

由于对巴顿进行简短采访的时候，津门
虎队马上就要进入准备会、赛前茶点、出发前
往赛场的程序节奏，因而巴顿说他根本来不
及想更多：“能够入选国家队，除了很开心，其
实压力也挺大的，现在我必须平复心情，专心
打好晚上的比赛，至于去国家队报到之后，我
肯定会全力以赴训练，珍惜机会，把自己的特
点发挥出来。”

虽然中国足协在发给俱乐部的征调通知
中做了说明，参加苏州赛区15日补赛的国
脚，可以比其他国脚晚到上海报到一天，但是
本月19日报到，也意味着巴顿几乎不再有
“间歇期”。

据新华社电英超豪门切尔西11日依靠门将凯帕在点球
大战中的神勇发挥，以总比分7：6击败西甲球队比利亚雷亚
尔，捧起欧洲超级杯。

上赛季欧冠决赛，上半场就力拔头筹的切尔西将1：0
的比分成功保持至终场哨响，由此力压在英超傲视群雄的
曼城。然而，此番面对韧劲十足的“黄色潜水艇”，图赫尔
的球队没能在90分钟内守住胜果。第73分钟，趁切尔西
后卫解围不利，莫雷诺接迪亚的脚后跟助攻破门，将双方
拉回同一起跑线。

两队在加时赛中均未能有所建树，而图赫尔最后时刻
派凯帕换下门迪，意欲为点球大战放手一搏。尽管第一轮
为“蓝军”主罚的哈弗茨出师不利，但凯帕第二轮即扑出了
对手的点球。接下来4轮两队球员全部命中，但去年被门
迪抢走主力位置的凯帕第六轮再次扑球得手，帮助切尔西
在点球大战中以6：5胜出。

切尔西主帅图赫尔赛后表示，很开心换凯帕出场扑点球
的战术奏效，“我们的想法就是要为球队做到最好”。

凯帕坦言这样的换人情况并不常见，“但我准备好了，因
为我知道这还是有可能发生，所以我尽量让自己的身体和心
理都做好准备”。他还特别强调，门迪和其他队友都表现非常
出色，所以他们才能最终艰难战胜对手。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晚上，天津津
门虎队与上海申花队进行了本赛季中超联
赛第14轮的比赛，很遗憾，津门虎队在上
半时几乎控制场上节奏，创造出多次机会
的情况下，没能一锤定音取得进球，反而在
下半时被申花队有些意外地获得一粒点
球，并凭借这粒点球1:0取胜。可以说这
场比赛没有取得积分很遗憾，但是津门虎
队员们在场上的表现，也充分体现了他们
的努力与进步。

考虑到之前两场比赛主力球员体能消耗
比较大，本场比赛津门虎队对首发阵容进行
了大幅度调整，正如之前外援马格诺在接受
采访的时候所说，很多替补球员的努力，外界
很难看到。昨天的比赛，由半数之前登场机
会比较少球员支撑的上半时，津门虎队打得
顽强而有章法，完全属于“有准备之战”。假
如不是第6分钟李浩然近距离面对空门将球
踢高、第28分钟谢维军头球攻门，被申花队
门将李帅神勇扑救，津门虎队甚至可以带着

领先局面进入下半时。而第58分钟改变比
赛结果的点球，也是申花队在津门虎队后卫
球员邱添一禁区内背身起跳，皮球擦到他手
臂的情况下，比较意外获得的。

昨天苏州赛区另外三场比赛的结果是
武汉队2：1战胜大连人队取得赛季首胜，
河北队爆冷1：0战胜上海海港队，北京国
安队2：1战胜长春亚泰队。由于前一天广
州赛区本阶段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8支
球队中，积分后四位进入保级组的球队为

河南嵩山龙门队、重庆两江竞技队、沧州雄
狮队、青岛队，因此12月开始的联赛第二
阶段排位赛，目前积分已经确定进入保级
组的天津津门虎队，根据赛制将与上述4
支球队进行两回合总共8场比赛。保级组
8支球队最终根据两阶段比赛的总积分排
出名次，前六名的球队直接保级，后两名的
球队和本赛季中甲联赛第三、四名球队进
行两回合附加赛，取胜的球队进入中超联
赛、失利的球队进入中甲联赛。

新一期国家队大名单出炉

巴顿：“我们会越来越好”
巴顿进入
国足12强赛大名单

京沪两强将展开生死大战
本报讯（记者申炜）昨天，中超联赛第14

轮比赛，张玉宁在最后时刻挽救了北京国安，让
本队积分紧追长春亚泰和上海申花。接下来，
京沪两队将展开直接碰面，这场比赛也将决定
着谁能够冲入第二阶段争冠组的大战。

本轮比赛，河北队对阵上海海港。让人
比较意外的是，上海海港此役运气很差，洛佩
斯和杨世元先后因伤离场。第33分钟，尹鸿

博抽射首开纪录，帮助河北队取得领先。下
半时比赛中，于海吃到红牌被罚下，尽管颜骏
凌随后扑出了一粒点球，但上海海港最终还
是0：1输掉了这场比赛。
上海申花在1：0击败天津津门虎后，在

积分榜上与河北队同积22分，这也意味着，
如果本轮北京国安无法取胜的话，那么争冠
组将提前确定全部名额。北京国安和长春亚

泰的比赛进行得相当激烈，张玉宁首开纪录
之后，儒尼奥尔将比分扳平。伤停补时阶段，
张玉宁门前捅射完成了绝杀，最终帮助北京
国安2：1取胜。

北京国安目前积21分，接下来最后一轮
和上海申花的比赛，堪称生死大战。只要河
北队能够在武汉队身上拿到分数，那么将肯
定获得争冠组的一个名额，另外一个名额将
在京沪之间展开。北京国安队只有在取胜的
情况下，才能确保一个争冠组的名额，形势对
于他们已经相当不利了。

切尔西捧得欧洲超级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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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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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爱的厘

米（9、10）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拥抱星

星的月亮（25、26）
天视3套（104）
17:50 剧场：全家福

（22—24）
19:20 剧场：再造之

恩(36—39)
22:15 剧场:和平饭

店(3、4)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隐形的

翅膀（14、15）
天视5套（106）
19:55 2021 年中超

联赛山东VS沧州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法眼大法庭
20:10 男人世界
21:00 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19:55 多派玩儿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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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爱的厘米》第9、
10 集 在关雨晴的恳劝
下，徐清风找到高建瓴当
面求证。高建瓴坦言从
未放弃与徐秀兰复婚的
希望。理想和亲情交织
牵绊，徐清风终于改变主
意，说服徐秀兰同意他继
续留在燕西医院。徐秀
兰心软让步，咬牙同意，
但他和林洁交往是板上
钉钉的事，谁也无法介
入，尤其是关雨晴。林洁
陪徐秀兰逛街，徐秀兰要
求她严格遵守自己的标
准，表现出极强的控制
欲，当发现林洁有自作主
张的倾向时，徐秀兰渐生
不满……

天津卫视 19:30

■《拥抱星星的月
亮》第25、26集 蒋佳楠
通知明月，他组织了高中
同学会，让她周末和许
冲一同前往。丁云接到
王老师的通知后兴冲冲
地去邀请了许冲。白秋
阳向小雨道别，刘小雨对
白秋阳说如果他愿意等，
那就等她研究生毕业，到
那时如果她还没有合适
的对象，她会考虑他的。
明月来到聚会的酒店，
走到门口，她还是没有
勇气进去，转身逃离却
看到许冲和丁云一起到
来，明月只说店里还有
事要先离开，她祝福丁
云和许冲，转身早已泪
流满面……

天视2套 18:25

■《隐形的翅膀》
第 14、15 集 豆豆找安
琪 替 她 看 蛋 糕 店 ，这
时候两个蒙面人进来，
安琪被打晕，高飞正好
为安琪送资料看到这
一 切 ，与 歹 徒 进 行 搏
斗，歹徒刺伤了高飞，
还 好 安 琪 并 无 大 碍 ，
高 飞 通 知 了 段 罡 ，并
且报了警……

天视4套 21:00
■《番茄生活王》今

天曹大厨把常见的蓝莓
山药做一个简单的变化，
制成孩子们喜欢的健康
雪糕——桂花山药冻。
简单加工既保持了山药
滋补的功效，又在口感和
造型上带来了惊喜，您千
万不要错过！

天津少儿 21:00
■《今日开庭》莫女

士去4S店修车，车却被
维修工私自开出门还出了
交通事故，莫女士找到4S
店理论，然而店主与维修
工双方互相推诿，赔偿成
了难题。

天视6套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