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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藤》画面上另
一大亮点是特效的呈

现，大场面如司藤被唤醒、
山洞内大战赤伞、终极对

决丘山，小细节如藤条上的
一片叶、天空中的一轮血月，
既虚实难辨又美轮美奂。伍
星焰表示，比起观众熟悉的
玄幻风，《司藤》在特效上追
求的是现代奇幻感：“我们从
一开始就决定不走传统的玄
幻路线，在特效呈现上一定要
有创新。比如丘山使用的法
术，书里的描述更偏玄幻感
觉，导演设计成他拿着魔杖去
引天雷，呈现出的光电效果更
有现代感。”

该剧对“美”的执着也延续
到了特效制作上。开篇司藤被
唤醒的桥段堪称难度最大的特
效场面之一：无数藤条破土而

出，在一片荧光之中逐
渐汇聚成人形，最终演
变成司藤的模样。“小说里
其实是从骷髅演变而来的，但
我们希望画面更唯美，在特效
上有一些科幻感的创新。”伍星
焰表示，全剧共有约 200 多分
钟的特效画面，都是一帧一帧
精细打磨而来，一个技术环节
往往要经过许多个不同版本的
尝试后才最终敲定。

伍星焰介绍，这次合作的
特效团队曾参与《三生三世枕
上书》《重启》等剧的特效制
作，有着丰富的制作经验，在
拍摄过程中就同步进组。“他
们全程跟组，在涉及特效镜头
时会给出指导，比如在实景里
的某个地方需要加某些效果，
拍的时候该怎么呈现、在哪里
加一点绿幕，方便后期制作。”

司藤的故事司藤的故事

还没完还没完

剧版对白金一角的改动一度
引发热议。这个书里并不起眼的
小配角，在剧中由导演李木戈亲自
上阵客串，戏份也明显变多，被网
友调侃“导演假公济私疯狂加戏”。

伍星焰笑称，导演起初并不想
演，是被创作团队“忽悠”来的：“剧
里需要有世界观的解释，用旁白显
得生硬，编剧在做剧本时决定由白
金来承担这个功能。作为手握剧
本的导演，由他来讲述一切再合适

不过，当然也有预算的限制，所以
最后说服导演接了这个活。”

随着剧情推进，白金身上的秘密
终于揭晓：他竟然是一只鹰！伍星
焰透露，这是隐藏在《司藤》里的彩
蛋：“《司藤》里都是植物系苅族，有
藤、树、蘑菇等等，白金所代表的动
物系苅族几乎没有涉及，这部分留
白，是不是可以挖掘出更多故事呢？
或许我们能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创作
下去。”

原著小说搭建了一个充
满奇思妙想的世界，剧版在还

原基础设定和关键情节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些巧妙的设计。“比如将
秦放的好友单志刚和丘山关联在
一起，并让他作为最后和司藤决战
的对手，算是给前世的恩怨做一个
了结。再比如秦放和司藤之间血
缘关系的设定，为什么秦放的血能
唤醒司藤，也使得这段感情更有宿
命感。”伍星焰透露，导演带着创作
团队在云南选景时看到了一种很
有特色的景观——藤缠绕着树向
上而生，“藤抱树”的概念就被用来
解释司藤和秦放祖辈之间的血缘
关系，完善了剧情的细节逻辑。

针对原著粉对剧版“轻悬疑、重

言情”的质疑，伍星焰
表示：“我们一开始的
定位是做一部奇幻悬爱
剧。原著最吸引人的奇幻、
悬疑色彩肯定是剧版的主打
看点，但从影视剧的制作和
受众角度来说，言情也很重要，有情
感才更能打动观众。”

在她看来，剧版在言情方面并
没有过度加重，之所以会让人觉得
悬疑感减弱，或许与“剧透”有关：

“首周刚开播，原著粉都知道后面的
剧情，等不及更新的观众也会去看
原著。一些悬疑的点，比如沈银灯
的身份、谁杀了司藤、白英埋在哪里
等，很多网友都已经知道了，就也称
不上悬念了。”

白色真丝旗袍搭配同色手
包、高跟鞋，复古卷发点缀珍
珠耳环、大红唇，身姿婀娜的
景甜走在灯光昏暗的弄堂里，
拉开了《司藤》这场“民国服装
秀”的序幕。据悉，剧组为女
主角搭配了 80 多套戏服，旗
袍、斗篷、汉服、风衣等一应俱
全，几乎一场戏换一套。

伍星焰说，单看这些戏服
可能没有那么生活化，但放到
剧情里就很合适，“尤其景甜穿
上就更合适了”。她表示：“司
藤生于民国，后来被唤醒，所以
造型上要既复古又时尚。像旗

袍，造型师做成了改良款，符合
人物性格的同时，也能更好地
跟场景搭配在一起。”

除了造型美，景甜在剧中
的表现也征服了不少观众。

“她的身上有司藤那股傲娇劲
和疏离感。”伍星焰也对景甜
的表演称赞不已，“司藤在我
们心中是一个大女主形象，有
高不可攀的一面，又要有出世
入世的感觉，其实不是很好找
演员。景甜接到剧本后一口
气读完，很快就回复说要演，
当代入景甜之后，我们发现她
简直就是‘司藤本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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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幻剧《司藤》上线大结
局，会员可以先睹为快。
该剧改编自网络人气作家
尾鱼的作品，讲述了设计
师秦放意外坠崖，唤醒了
沉睡数十年的苅族司藤，
揭开了一段如藤蔓般纠缠
交错的恩怨情仇。

开播至今还不到一个
月，《司藤》就凭借新奇的
剧情设定、新鲜的演员搭
配，以及美“出圈”的实景、
服装、特效，实实在在地火
了一把。截至目前，该剧
的豆瓣评分达 7.8 分，参
与打分的网友超过 13 万
人，四星以上评价占比超
过了 70%，可谓热度口碑
双赢。

收官之际，该剧监制
兼制片人、悦凯娱乐影视
制作中心总经理伍星焰接
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独
家揭秘《司藤》的创作历
程。在她看来，整部剧都
是一次新的尝试：“在这之
前，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张
彬彬和景甜组 CP 是什么
样，这个组合本身就很有
新鲜感。再加上《司藤》的
审美、场景、故事等等，全
都是耳目一新的感觉。”

《司藤》甫一开播便上了
热搜——实景画面太美了。
但这只能说是导演李木戈的“正
常发挥”，他上一部执导的作品
《东宫》就曾凭借实景拍摄美“出
圈”。坚持实景拍摄，是《司藤》
主创团队意愿和导演个人特色的
一次不谋而合。“这样一个带着
奇幻色彩的故事，如果在摄影棚
里拍，或者在现代生活气息浓郁
的城市里拍，观众会觉得不可
信。”在伍星焰看来，“奇幻故事
就要发生在远离生活环境的场景
里，既出世又入世。”为此，前期
筹备阶段花了大量时间在选景
上，主创团队走访了云南十几个
地市寻找具有奇幻色彩同时又能
实现拍摄的场景。

伍星焰透露，在为《司藤》寻
找导演时看到了李木戈的《东
宫》，李木戈对原著情感的扩容、
实景拍摄的手法等等都给自己留
下了深刻印象，“他太适合拍《司
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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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刘
毅报道：西甲第29轮今晨上演焦
点战，巴塞罗那主场以1比0绝杀
排名倒数第五的瓦拉多利德，在
积分榜上暂以65分排名第二，只
落后“领头羊”马德里竞技1分，
皇家马德里以63分排名第三。

比赛开始前，巴萨为梅西
举行出场次数排名第一的纪念
仪式，梅西与妻子和三个儿子
合影，然后所有巴萨球员与梅
西合影。

梅西和格列兹曼是本赛季
西甲制造进球最多的二人组，合
力贡献 31个进球和 14次助攻。
瓦拉多利德的针对性防守很有
效，梅西和格列兹曼都被防住
了。此役站出来挽救巴萨的是
法国前锋登贝莱，他在第79分钟
强行突破，遭客队中场灵魂普拉
诺飞铲，普拉诺被直接红牌罚
下，巴萨取得人数优势。巴萨两
名中卫第90分钟策动进球——
德容右路传中，阿劳霍头球摆
渡，登贝莱攻入绝杀球。登贝莱
本赛季在西甲只攻入5球，但往
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去年12
月30日在西甲第16轮攻入扳平

比分的进球，巴萨主场以 1比 1
战平弱旅埃瓦尔。

巴萨主帅科曼赛后表示：
“如果理性分析现在的积分榜，
争夺西甲冠军对我们变得非常
困难。虽然一切皆有可能，但我
们必须看到在积分榜上与‘领头
羊’马德里竞技的差距。”

科曼曾经基本放弃争冠，到
现在只落后马竞 1 分只有三个
多月。当时被埃瓦尔逼平之后，
巴萨落后7分；而且马竞少赛两
轮，随后在两轮补赛拿到 4 分，
也就是领先巴萨11分。凭借一
波 13 胜 1 平的追分狂潮，巴萨
追到只落后 1分；如果在剩余 9
轮全部获胜，就铁定夺得西甲冠
军，因为 5月 9日在倒数第四轮
将主场迎战马竞。

4月11日凌晨，巴萨将在西
甲第 30 轮客场挑战皇马，这场
西班牙国家德比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皇马要在欧冠1/4决赛对
利物浦的两回合比赛之间迎战
巴萨，巴萨在欧冠已被淘汰出
局，巴萨在国家德比占有优势。
科曼表示，马上就要和皇马比
赛，那将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决战。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
徐扬扬报道：英超第 30 轮比
赛今晨收兵。在最后两场较
量中，埃弗顿主场以 1 比 1
憾平水晶宫，西汉姆做客以
3 比 2 力克狼队，联赛争四形
势随之大乱：分列第四至第
八位的西汉姆、切尔西、热
刺、利物浦和埃弗顿最大分
差不过5分。

西汉姆近10轮5胜2平3
负，所输三场对手是利物浦、
曼城和曼联，而该赢的比赛大
多数赢了，包括今晨对阵狼

队。林加德此役贡献一粒进
球、一次助攻。自从被租借到
西汉姆之后，这员曼联弃将已
经找回状态，8场英超比赛射
入 6 球、助攻 3 次，共参与 9
球，场均超过 1 球，表现极其
亮眼。同期能与林加德比肩
的只有热刺前锋凯恩的7个进
球、2次助攻，直接参与9球。

虽然 3球落后，但狼队非
常顽强，最终将比分追近至 2
比 3，但仍无法阻止西汉姆拿
到宝贵的3分。

此前各项赛事三连败的埃

弗顿状态回升，由J罗在第56
分钟进球取得领先，可惜在第
86分钟被水晶宫的巴舒亚伊将
比分扳平，最终功败垂成，眼看
着到手的3分变成了1分。

由于此前切尔西主场爆
冷以 2比 5不敌西布朗，热刺
虽曾两球领先，最终却与纽卡
斯尔战成 2 比 2，使得争四的
形势更加复杂化。曼城本轮
做客以 2 比 0 完胜莱切斯特
后，以 14 分优势领先占据次
席的曼联，夺冠实际已无悬
念。曼联和莱切斯特分别积

60 分和 56 分，领先第四的西
汉姆 8分和 4分，两队拿到前
四的欧冠资格机会很大，剩下
的一个前四名额将由暂居第
四至第八位的球队争夺。

目前西汉姆 52 分、切尔
西 51 分、热 刺 和 利 物 浦 同
为 49 分 ，埃 弗 顿 47 分 ，西
汉姆争四机会无疑更大，不
过他们与切尔西、热刺和利
物浦的分差不过是一个胜
场，依然充满变数，使得对
下赛季最后一个欧冠名额
的争夺空前激烈。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郝浩宇报
道：CBA常规赛第四阶段昨日上
演焦点战——广东队与北京队
迎来本赛季的第四场对决。广
东队凭借在关键时刻的稳定发
挥，以 90 比 83 完成本赛季对北
京队的横扫。

此役，新外援杰森·汤普森
完成代表广东队的首秀，出战13
分钟，拿到3分、4个篮板。广东
队共有四名球员先后伤退，这场
胜利来之不易。

在马尚·布鲁克斯确定赛季
报销后，广东队火速引进外援汤
普森以填补内线实力的不足。他
身高2.11 米，可以出任中锋和大
前锋两个位置，上赛季效力于北
控队，场均能拿到13.2 分 10.9 个
篮板的两双数据。在汤普森加盟
后，广东队内线的强度有所加强。

不过，在新东家的首秀中，
汤普森显然没能找到状态，甚至
出现罚篮三不沾的尴尬场面，显
然还需要更多的调整，尽快融入
广东队的攻防体系。毕竟季后
赛就在眼前，他必须及时和球队

产生化学反应。
从目前排名来看，广东队和北

京队有机会在季后赛次轮相遇，因
此双方都格外看重这场较量。比
赛一开始，双方都拿出超高的防守
强度，比赛节奏被切割得支离破
碎。在北京队的严防死守下，广东
队59投26中，全场仅得到90分，
是广东队在本赛季的最低得分。

比赛前半段，广东队主帅杜
锋有意让新外援汤普森有更多的
出场时间，另一名外援威姆斯长
时间坐在替补席上。但是，缺少
威姆斯，迟迟不能在场面上占据主
动，杜锋只好在第四节打出手中的

“王牌”。威姆斯确实不负所望，一
上场就盘活了广东队的进攻。此
役威姆斯虽然只有9分入账，但他
上场后令广东队有了稳定的得分
点，也带动了其他队友。

杜锋赛后表示，本不想派上
威姆斯，但无奈徐杰、杜润旺、王
薪凯、胡明轩先后受伤，只能选
择让威姆斯上阵。好在四名球
员的伤势并不严重，不会影响接
下来的比赛。

羊城晚报讯 记者苏荇报
道：广州富力（广州城）昨天宣布
哥伦比亚外援卡尔多纳加盟，加
上正在隔离期的瑞典外援斯文
松，五名外援即将聚齐。

近两个月，广州富力引援步
伐非常稳健，几乎保持一周到两周
一宣的节奏。上赛季结束后只有
一名外援（登贝莱）留队，前波兰豪
门华沙莱吉亚球员、29岁的吉列
尔梅最早宣布加盟，夯实球队前场
实力；其后28岁中锋蒂亚戈签下
为期两年的合同，他此前效力广州
富力在港超联赛的富力R&F，后
租借给中甲球队北京人和，一度位
列中甲第一阶段射手榜次席。

昨天结束隔离期的卡尔多
纳签下为期三年的工作合同，新
赛季将身披 7号球衣出战，不少
球迷期盼他能在球场达到上一
任7号“神锋”扎哈维的高度。

现年 26 岁的卡尔多纳身高
1.7 米，司职边锋，也可胜任前腰
位置，踢法类似现代足球的边前
腰，符合广州富力的战术打法。
他拥有出色的盘带技术和组织
能力，前场活动范围广，拥有扎
实的定位球功底。他用“聪明、
速度快和努力”来形容自己，自
评技术细腻，喜欢帮助球队参与
防守，愿意给前锋制造机会，也
喜欢自己进球。

卡尔多纳长期在哥伦比亚职
业联赛效力，从2019年开始效力
哥甲球队帕斯托体育、墨西哥甲
级联赛莱昂以及哥甲球队卡尔达
斯十一人，不过除2019赛季出场
16次有 2个进球 1次助攻外，其
余两个赛季数据均不甚亮眼。

第四名加盟的新外援斯文松
是富力队旧将，司职中后场。他
已经抵达中国，但还处于隔离期。

全运会男女排
球预赛今天打响

广东队力争
闯入决赛圈

第14届全运会排球预赛今
天拉开战幕，广东男排和女排
分别坐镇江门和北上潍坊，为
争取小组出线而拼搏。

全运会预赛成年组女排在
秦皇岛赛区和潍坊赛区同时开
赛，广东女排所在的 B 组在潍
坊赛区，参赛球队包括广东、山
东、上海、北京、天津、云南和福
建女排，通过单循环赛决出四
个晋级决赛圈的名额。其中天
津、上海和山东队是出线热门，
广东、北京、云南和福建队很可
能争夺剩余的一张门票。

B组的整体实力相对均衡，
且拥有 12名国家队成员，除了
袁心玥和王梦洁两名中国女排
主力外，10名替补球员成为国
家队重点考察对象，主教练郎平
已经抵达潍坊考察球员状态。

广东女排近年在联赛取得
不错的成绩，但主要依靠内外
援。此次比赛没有援将，主教
练方岩坦言出线“难度比较
大”。一周前，栗垚从国家队回
归，经过两期国家队集训，无论
技术还是信心均有提升。她和
二传郁佳睿将成为广东队的核
心。因眼疾休战三个月的接应
二传陈佩妍也将首发，再加上
新加盟的前八一队球员张世
琦、史沛鑫、田玥、赵啸雷，这套
全新阵容在全运会预赛赛场发
挥如何，只能通过比赛来检验。

广东男排在上个月结束的
男排联赛中排名第九，未能实
现打进前八的目标；不过在小
组赛最后一战，与拥有两名世
界顶级外援的“班霸”北京队打
出26比 24的高比分，士气得到
重振。联赛结束后，广东男排
进行针对性训练。此次全运会
预赛，广东队与全国前三名北
京队、上海队和山东队分在同
一组，很可能与天津、河北、中
国澳门等队争夺一张门票。主
教练赵炳辉透露，广东男排状
态调整得不错，希望实现时隔
34年再次打入全运会决赛圈的
目标。

羊城晚报记者 苏荇

欧冠 1/4 决赛首回合明
晨3时迎来焦点战：皇家马德
里在主场迎战利物浦（央视体
育直播），这是双方自 2017-
2018赛季欧冠决赛之后首次
相遇。

在2018年 5月 27日进行
的欧冠决赛中，皇马以 3比 1
击败利物浦，实现欧冠三连
冠。皇马上周末在西甲主场
以2比 0完胜埃瓦尔，为了让
法国中卫瓦拉内在世界杯预
选赛之后能得到休息，主帅齐
达内排出3-5-2阵形，门迪、
纳乔、米利唐组成三中卫。

明晨的焦点战，预计瓦拉
内回归首发阵容。德国中场
球星克罗斯也可望回归首发
阵容，与卡塞米罗和莫德里奇
组成中场经典组合。老将莫
德里奇在国家队和俱乐部连
续征战，状态如何要打个问
号。皇马本赛季十分依赖中
锋本泽马进球，上一场又是他
攻入锁定胜局的进球。

利物浦本赛季在欧冠客
场的表现非常出色，取得3胜
1平战绩，仅有一个失球。利

物浦唯一的欧冠客场平局，还
是在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情
况下“放水”，在客场以1比 1
战平米迪兰特。

利物浦“王牌三叉戟”萨
拉赫、马内、菲尔米诺本赛季
状态下滑，但葡萄牙前锋若塔
起到很好的催化剂作用。上周
末，利物浦在英超客场以3比0
大胜阿森纳，若塔替补出场攻
入两球，萨拉赫也有一球进
账。若塔替补出场换下的是左
后卫罗伯逊，也就是与萨拉
赫、马内、菲尔米诺组成进攻
四重奏。主帅克洛普明晨如
何使用若塔成为一个疑问手。

皇马本赛季在欧冠小组
赛主场以 2 比 3 输给顿涅茨
克矿工，然后取得主场三连
胜，依次击败国际米兰、门
兴、亚特兰大。队长拉莫斯因
伤缺阵对皇马影响较大，瓦拉
内很多时候需要依靠“老大
哥”拉莫斯的提携，否则很可
能会出现低级失误。与皇马
相比，利物浦的攻击力更胜一
筹，因此看好他们客场不败。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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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萨仅落后马竞1分
欧冠·前瞻

客战皇马，利物浦不败

CBA·焦点

汤普森首秀状态不佳
威姆斯力助广东队再胜北京队

广州富力签下新外援

埃弗顿战平水晶宫，西汉姆险胜狼队

争四形势大乱英超
今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