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文体新闻 微信：lswbwx 2019.9.9 星期一 编辑 张宇 美编 唐大江

由知名导演程小东执导，改编
自萧鼎同名小说的电影《诛仙Ⅰ》即
将于 9 月 13 日全国公映。该片备受
关注的原因不仅因为改编自热门
IP，同时还有肖战、李沁、火箭少女
101 孟美岐等人气演员领衔主演。
昨日，主演李沁来沈为《诛仙Ⅰ》做
宣传。提到出演原著小说中的“绝
世美女”，李沁直言自己也压力很
大，“这样一个大家都喜欢的角色，
如 果 你 不 够 用 心 ，很 可 能 会 被 吐
槽。”

《诛仙》作为当代仙侠文学鼻祖，
除了恢弘奇伟的仙侠世界引人入胜，
跌宕起伏的故事走向也被众多书迷
津津乐道。作为热门IP，《诛仙》此前
也被改编成电视剧。李沁饰演的陆
雪琪，作为原著中的“绝世美女”，可
以说是绝对的人气角色。饰演陆雪
琪的第一要素就是——美，此前在根
据《诛仙》改编的电视剧《青云志》中，
杨紫也曾出演过陆雪琪，但因为达不
到很多原著粉心中的“美”，让杨紫也
颇具争议。

虽然电影还未公映，但是从李沁
的片中造型看，不少原著粉表示认
可，称其白衣飘飘的冷艳气质，颇有
陆雪琪的感觉。

李沁告诉记者，其实她对陆雪琪
这个角色一直很有兴趣，最主要就是
因为这个角色的“高冷”。“这个角色
确实是我一直想要尝试扮演的类型，
以前我没有演过这么高冷的，她比较

仙儿，不是很爱表达。而且我小的时
候身边有朋友说我给人有种距离感，
很冷，但其实跟我熟的人并不会这么
觉得，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慢热。所
以我就想能不能有个这样很冷的角

色，把这个感觉表现一下。就很想把
这种仙仙的气质，诠释一下看看。”

而“高冷”的背后，则是“冷”。李
沁透露，拍摄时还要克服寒冷的天
气，“拍摄在冬天，实在太冷了，零下
20 度要穿得很飘逸，表面很美，背后
差点被吹倒。在这么冷的环境下要
控制表情，这个是有点难的，因为身
体会本能地抖。”

虽然对于陆雪琪这个角色兴趣
十足，但李沁也直言，出演大家心中
的“绝世美女”也是有很大心理压力
的。我还特别跟造型老师借衣服，穿
着造型的衣服去练剑，熟悉这种感
觉。”对于这次的诠释，李沁表示她自
己还是相对满意的：“尽力了，诠释这
种大家心中特别美的角色，只要尽力
就行了。”

观众对电影《诛仙Ⅰ》的关注，不
仅因为这是热门IP，也因为该片聚集
了多位人气演员，其中就包括近期人
气暴涨的肖战。跟肖战有过多次合
作的李沁，提到这位新晋人气男神，
大赞对方进步很大。“我们两个从他
第一部戏到这部，是第三次合作。他
进步非常大，特别努力认真，能够看
到他的角色都是有差异化的，明显感
觉到他的成长。”

从李现到肖战，观众更换“男神”
的频率也相当之快。而跟多位人气
男演员有过合作的李沁，被问到觉得
男演员应该具备什么特质才有希望
成为观众心中的男神，她表示：“现在
观众喜欢的类型也不一样，肖战有他
自己的特点。有的人是爷们儿一点，
有的人是可爱一点，只要足够优秀都
是男神。”而说到自己心中的男神应
该有什么标准，李沁“贪心”地说：“我
喜欢所有人的结合，有霸道又有温
柔，有时候又会撒娇。”

《诛仙Ⅰ》由著名导演程小东执
导，曾打造过《倩女幽魂》《东方不败》
等多部影片的程小东，可以说是最会
拍美女的。王祖贤、林青霞都在他的
镜头下呈现出万种风情。说到和程
小东的合作，李沁透露，自己也会想
让导演给拍得美一点。“导演是个老
顽童，他之前拍过很多经典古装的
戏，他会把女生拍得很美。我也会跟
导演说拍得美一点。平时也会跟导
演撒个娇，多拍几个近景，多来几次，
比如一些在威亚上的动作，希望做得
更好一点。”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张
铂

《诛仙Ⅰ》将映“绝世美女”有多美？

电影《诛仙Ⅰ》即将于9月13日全国公映，昨日，主演李沁来沈为《诛仙
Ⅰ》做宣传。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张铂 摄

新华社威尼斯9月7日电 第
76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7 日晚在
威尼斯利多岛落下帷幕，由美国导
演托德·菲利普斯执导、杰昆·菲尼
克斯主演的电影《小丑》获得最佳
影片金狮奖。

该片是一部围绕 DC 漫画公
司旗下经典反派角色小丑展开的
独立电影，讲述了喜剧演员阿瑟·
弗莱克在经历种种绝望境遇后一
步步沦为邪恶小丑的过程。这部
影片一反惯常超级英雄电影的风
格，细腻刻画出小丑真实而癫狂的
内心世界，影片在威尼斯电影节期
间全球首映后收获大量好评。

知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凭借
作品《我控诉》获得评审团大奖银
狮奖。该片由法国演员路易·加雷
尔、让·迪雅尔丹主演，讲述了法国
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富斯的故
事，德雷富斯曾于 1894 年被误认
为德国间谍被判监禁。

瑞典导演罗伊·安德松凭借新
作《关于无尽》获得最佳导演银狮
奖，意大利导演佛朗哥·马雷斯科
的作品《黑手党不再是曾经》获得
评审团特别奖。

本届威尼斯电影节 8 月 28 日
开幕，共有 21 部影片入围主竞赛
单元，角逐金狮奖。

新华社上海9月8日电 已任
国际棋联司库将近一年的前世界
棋后诸宸日前亮相“上海海湾杯”
2019国际象棋国际新人王赛，她表
示国际棋联目前正在推进系列新
举措，力争为世界 6亿国象爱好者

“安家”。
去年 10 月，国际棋联举行新

一届选举，俄罗斯人德沃尔科维奇
当选新一任主席。在新一届国际
棋联理事会名单中，诸宸担任司库
一职，这也意味着她正式进入国际
棋联的核心管理层。

诸宸表示自己非常适应新工
作，团队成员都很有个性、会发出
不同的“声音”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相处起来又很和谐，这样一支团
队在诸宸看来像是一支十分优美
动听的交响乐。

诸宸谈到，国际棋联在国际象
棋市场化运作上已经制定了详细
的发展计划，目前，正在积极推出
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推进国际象棋
市场化的进程。

“在市场推广上，我们目前要
做的还有很多，国际棋联也在寻找
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我们已经请
了世界上最强的市场分析公司，为
国际象棋做市场分析，这些都是以
前国际棋联没有做过的。”诸宸说。

她表示：“我们现在将ChessID
作为市场销售中尤为重要的一个
项目。ChessID是将全世界所有懂

国际象棋的人聚到一起，每个人都
可以成为ChessID的一员。每一个
ChessID 拥有者，就会有一个独一
无二的 ID，而且是永久性的、免费
的。”

当被问及如何通过 ChessID
为国际象棋爱好者带来便利时，
诸宸打了个比方：“比如专业棋手
或者业余棋手，可能都会去下载
一个国际象棋软件，那么现在我
们会跟拥有国际象棋软件一方达
成协议，有 ChessID 的人，都将有
机会享受一定的折扣，成为天然
的会员。因为国际象棋在全世界
有 6亿爱好者，我们要凝聚所有的
国际象棋力量，为 6 亿爱好者‘安
家’，这是国际象棋走向市场十分
重要的一部分。”

谈及国际象棋进奥运一事，诸
宸表示，国际象棋在世界上非常普
及，目前国际棋联共有 191个成员
组织，全球共计 6亿人经常参与国
际象棋运动。

诸宸表示，之后国际棋联会参
与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一些庆典
活动，因为国际棋联就是于 1924
年在巴黎成立，到 2024年正好 100
周年。此外，国际棋联还会参与由
国际奥委会组织的系列活动，以不
同的方式去推广国际象棋。国际
棋联一直为国际象棋项目进入奥
运会大家庭做着有策略、有步骤的
努力。

在7日进行的美国网球公开赛
女单决赛的较量中，来自加拿大的
19岁新星安德烈埃斯库直落两盘，
以 6:3、7:5 战胜美国巨星小威廉姆
斯，获得个人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
冠军，她也是加拿大首位大满贯赛
事单打冠军。

初登大满贯决赛场地，又是对
阵拥有主场优势的 23 个大满贯冠
军得主小威，安德烈埃斯库显示出
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和老道，其大
力发球、底线精准且雷霆万钧的击
球，也让人依稀看到熟悉的小威的
影子。而本月底即将年满 38 岁的
小威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全场犯
下33次非受迫性失误。

首盘小威在自己的第一个发
球局状态就令人担忧，在连续数次
出现非受迫性失误后很快遭到破
发，最后一分还送出双误“大礼”，
而安德烈埃斯库在自己的发球局
始终非常稳定，几乎没有给小威反
破机会。第 7 局小威的发球局中，
小威接连挽救五个破发点后艰难
保发，随后一局安德烈埃斯库保发
后以 5:3 领先。在第 9 局小威非保
不可的发球局中，安德烈埃斯库不
断施压，一记正手强攻逼出盘点，
随后小威不可思议地再次双误，让
安德烈埃斯库拿下首盘。

第二盘竞争更加激烈，几乎变
成一场破发大战。安德烈埃斯库第
一个发球局保发后，小威在随后的
发球局中状态依然不稳，连丢四分

让对手再次破发，最后一分又是双
误送分。接下来的第3局小威终于
抓住机会破掉安德烈埃斯库的发球
局，但是安德烈埃斯库没有自乱阵
脚，两次破发后以 5:1领先，小威被
推到了悬崖边上。此后小威局面有
所改观，她回敬了两次破发后，将比
分追到了5:5平，可惜小威没能延续
气势，反而安德烈埃斯库越战越勇，
最后两局连保带破以7:5锁定胜局。

小威在2017年诞女、2018年复
出后，一直希望能追平、甚至赶超
由澳大利亚网球名宿考特保持的
女子选手 24 个大满贯单打冠军的
纪录，但是岁月不饶人，当妈之后
的小威连续四次在大满贯决赛场
上同冠军失之交臂，其中包括上赛
季的温网和美网，以及本赛季的温
网和美网。小威获得第一个大满
贯冠军是在1999年的美网，那时安
德烈埃斯库还没有出生。

小威说：“我真希望自己表现
更好一点，每一分我都拼尽全力，
安德烈埃斯库打得非常棒，我能在
这种级别的比赛中坚持到最后一
刻已经感到很自豪了。”

去年连美网资格赛都过不了，
一年之后却加冕美网冠军，安德烈
埃斯库直呼不可思议。她说：“千言
万语也无法表达我现在的情绪，这
一刻就是梦想成真，为了实现梦想，
我非常刻苦，遭受到很多磨难。我
告诉我自己，永远不要放弃，认真对
待每一场比赛就有机会。”

美网再次成为美国巨星小威廉姆
斯的伤心之地。在7日进行的美网女
单决赛中，小威两盘不敌加拿大新星
安德烈埃斯库，连续第二年在美网决
赛中失利，赛后小威非常自责，表示自
己可以发挥更出色、更“小威”一点。

“安德烈埃斯库表现非常好，我也
很喜欢她，但是这场比赛我的发挥很
一般，是本次美网七场比赛里最差的
一场。我无法原谅我自己，尤其是知
道自己原本可以做得更好。”小威说。

继去年美网决赛输给日本球星大
坂直美后，小威本次决赛又输给更年
轻的安德烈埃斯库。本场比赛小威的
确发挥一般，失误频繁，整场比赛大部
分时间遭到安德烈埃斯库的压制。赛
后小威反复强调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小威说：“我觉得我可以更好，我
认为这场比赛我应该更‘小威’一点，
说实在的，那个你们熟悉的小威根本
没来。我得想办法在大满贯决赛中
把那个大家熟悉的小威召唤出来。”

“整个赛事我的发球都不错，也
没怎么丢过发球局，怎么这场决赛连
个一发都不能进区呢？这是场决赛，
我怎么能在决赛里打成这个样子？”

小威在 2017 年诞女、2018 年复
出后，一直希望能追平、甚至赶超由
澳大利亚网球名宿考特保持的女子
选手 24 个大满贯单打冠军的纪录，
但是岁月不饶人，当妈之后的小威连
续四次在大满贯决赛场上同冠军失
之交臂，其中包括上赛季的温网和美
网，以及本赛季的温网和美网。

不断在决赛中失利让小威难掩
失望之情。她说：“说实话，真的非常
让人失望。我距离冠军如此近，但却
又那么远。我也不是非要去赶超纪
录，我只是想赢得胜利。我真不知道
该说什么。我是一名职业选手，我想
我必须继续前进，继续努力。”

小威是 23 个大满贯冠军得主，
她上一次问鼎大满贯还是在2017年
的澳网。 据新华社

19岁新星击败小威美网夺冠

9月7日，安德烈埃斯库在比赛中回球。

小威：那个你们
熟悉的“小威”
根本没来

相关新闻

《小丑》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国际棋联司库诸宸亮相国际新人王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