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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是冯小刚的最新力作，
故事描述上世纪70年代，一群正值
青春的文工团成员充斥变数的人
生命运故事。“我自己也有着和文
工团女兵非常类似的经历，2003年
的时候，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舞
蹈，2006年毕业，在南京那边的军
区当演员。虽然上世纪70年代的文
工团和现在相比有很多的不同，但

是总归还是有些共鸣的。”说起片
中角色，隋源感慨，“要说难的，其
实还是那种心态的转变。上世纪70
年代的人和现在的人心境太不相
同了，这可能与时代环境有很大关
系。以前人想问题是非常单纯的，
现在完全不是那样一种精神状
态。”

据悉，这是隋源第一次触电大

银幕，她现在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
系大二的学生。冯小刚到北京电影
学院选角的时候，隋源正在操场上
体育选修课，身上穿着打太极拳的
衣服就去见导演了。“见导演之前真
的非常紧张，因为觉得他毕竟是大
导演，名气大。但见到他后，一点儿
紧张的感觉都没有了。冯导人超好，
特随和。”隋源谈到试戏的经历时
说，“进去后，我说了提前准备的台
词，跳了一段舞。我觉得之所以能够
入选，是因为导演看中了我的自然，
还有比较扎实的舞蹈功底。”

成都商报专访新晋“冯女郎”隋源

“之所以能入选，
因为导演看中了我的自然”

端午小长假将至，国美从即日
起至5月31日启动了High购家装
节，不仅有多种套购组合最高优惠
30%的高品质家电，还有套购预
约、快捷付款、购物满万元享定时
定点快捷送装等多项专享 VIP 服
务，致力打造蓉城家电市场又一促
销盛宴。同时，国美金沙商城于27
日升级开业，一流的环境一流的服
务，更有众多优惠活动与惊喜。吃、
喝、玩、乐、学，这个端午小长假，国
美带你纵情狂欢。

High购家装节套购优惠30%

5月26日至31日，国美High购
家装节隆重开启，不仅有多种套购
组合最高优惠30%的高品质家电，
还有VIP套购预约、快捷付款、购物
满万元享定时定点快捷送装等多项
套购专享VIP服务，在家装季帮您
轻松将品质家电打包一起买回家，
国美High购家装节将成为消费者
家装季购置家电的最佳选择。

本届家装节，国美全国 1600
多家门店不仅推出多种品类联合

套购套餐最高优惠 30%的价格优
惠，让消费者用最低的价格买到所
需的品质家电，还开通了VIP快捷
付款通道。当消费者挑选好心仪的
家电时，不用再排长队等待付款，
会有专职的服务人员指导进行快
捷付款。

夏季欢乐购 制冷产品受追捧

国美“夏季欢乐购”空调、冰
箱、风扇单品爆款低至六折起。针
对夏季空调送货安装困难的问题，
国美还为消费者提供了指定空调
的“即买即送即安装”和“安装8免
服务”，包括免收“高空作业费”“普
通墙体打孔费”“远程安装费”“普
通安装支架费”“普通空气开关费”

“安装加长铜管费”，安装日起一年
内免费享受“本机冲氟”和“移机”
服务一次。

购物新体验 吃好玩好很重要

5月27日，国美“召唤神龙”第
二期活动如约而至。国美邀请到当
红小龙虾馆霸王虾的老板亲临成
仁路旗舰店为大家现场制作小龙
虾，参与现场活动的观众可以免费
嗨吃小龙虾，还有机会获得精美水
果礼包。28日，国美还将带领消费
者“粽”情狂欢。28日下午1点至6
点，端午活动将在国美天府立交家
电广场展开，粽子大师现场教授包
粽子绝学，100份粽子免费认领，还
有日韩泰三国美食品鉴会。（庞健）

国美端午再掀促销盛宴
吃喝玩乐享不停

第十四届法国影展成都开幕
《虎口脱险》编剧带来新片

冯小刚执导，严歌苓担任
编剧的新片《芳华》日前曝光
了女主角，片中饰演文工团成
员的几位“冯女郎”，在冯小刚
的要求下素颜面对媒体。其中
素颜仍清秀亮眼的“冯女郎”
隋源吸引了不少目光。昨天，
隋源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
她表示，为了这部电影自己付
出很多，为了演好角色，一点
也不能含糊。

“冯导人很随和，但是对待艺
术超严格，所以我们演戏的时候不
敢含糊。”据悉，片中六位“冯女郎”
都是新人，此次为了出演《芳华》可
谓做足了准备。不光有紧张密集的
军训、舞蹈、乐器、医护等训练，还
要克服拍摄过程中碰到的各种各
样的困难，这对每个人的身体和心
理素质都是考验。

早在去年8月，所有演员提前
进组集体训练。集训内容包括军容
军姿、打背包、阵列、打枪等军训项
目，声乐、乐器、舞蹈等专业项目，
甚至还有打快板、医护等特殊项
目。之所以让演员们提前进组一起
训练、生活，冯小刚表示：“这是一
个集体，到拍戏的时候，他们真的
像一个文工团里的、待了几年的战

友一样。”
隋源透露：“当时真的觉得太

辛苦了，因为我一边上课一边训练，
感觉时间根本协调不过来。但是现
在想想很值得，而且也没有当初感
觉的那么累。当时学的那些快板啊，
舞蹈啊，在演戏的时候都用到了。”

隋源称赞在《芳华》中和自己
合作的男演员黄轩：“轩哥人太好
了，艺品和人品都没得说。”谈及最
想合作的导演，她不假思索地说
出：“李安。”言语中透露着崇拜。

随性随性 穿着打太极拳的衣服
就去见导演了

拍摄拍摄 为演好角色，豁出去了

坚持坚持
不排斥整容 但自己不会

第十四届法国电影展映活动昨
天在成都星美国际影（环球店）开幕，
为了答谢成都影迷对法国电影的支
持，法国电影联盟特意邀请了中国观
众最为熟悉的法国电影《虎口脱险》
导演杰拉里·乌里的女儿达妮埃尔·
汤普森亲临开幕式现场。据悉，从5月
27日起到6月5日，《私人采购员》《她》

《欢迎来北方》《一袋弹子》《天文馆》
《石之痛》等十余部精彩的法国影片
将陆续和成都观众见面。据悉，参加
本次法国影展展映活动的影城为星
美国际影城（环球店和成都戛纳店），
票价为每张50元，观众可以在猫眼、

格瓦拉等售票平台购票。
达妮埃尔·汤普森——杰拉里·乌

里的女儿，她也是《虎口脱险》的联合
编剧。她在法国久负盛名，她参与编剧
的《表兄妹》在1997年赢得奥斯卡最佳
外语片和最佳编剧提名。这一次她为
成都观众带来新作《我与塞尚》，该片
也是本次影展的开幕影片。达妮埃
尔·汤普森说：“我们知道《虎口脱险》
在中国有很多观众，我的父亲一直以
此为傲。今年是这部电影诞生50周
年，在法国有盛大的重映，许多人又
带着孩子重新走进影院。”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冯小刚和六位新“冯女郎”集体亮相

隋源

冯小刚曾表示，《芳华》作为“心愿
清单最后一部”电影，必须贯彻落实“0
整容”。据悉，这次的女演员们是冯导见
了500多个新人才选出来的，为了力证
新任“冯女郎”们天生丽质，冯小刚在发
布会现场为姑娘们分发湿巾擦脸，还捏
鼻头、逆光看鼻梁，全面落实纯天然的
素面朝天。

对于整容这件事，隋源说：“我觉得
整容无可厚非，演员嘛，确实对这一方
面有要求，而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
是我应该不会去的，我挺喜欢有点儿不
完美的自己。”

第一次触电大银幕就和冯导合作，
很多人都觉得隋源非常幸运，也非常看
好她在影视圈的发展。但是高起点，也不
免让观众对她有更高的期待，相应的，也
会有更大的压力随之而来。谈及此，隋源
坦言：“不会呀，压力不压力的，我踏踏实
实演戏就好了。我非常喜欢电影，也希望
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亮相大银幕。”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张槿熙

张勇披露成绩单：
日本已成为天猫国际第一大进口国

张勇现场宣布，天猫国际将率先
推动日本品牌一起加入“全球原产地
溯源计划”，即阿里将利用区块链技
术以及大数据来跟踪进口商品在整
个供应链体系流向，把包含生产、运
输、通关、报检、第三方实验室检验等
相关环节信息集成在一起，给每个进
口商品打上“身份证”，让对品质越来
越挑剔的中国消费者买得更放心。

“依托于阿里过去十几年打造的
新经济体生态，阿里日本有效联动天
猫国际和Lazada，进一步开放赋能给
包括日本品牌在内的多方合作伙伴，
并利用大数据和各项领先技术为日
本商家提供涵盖交易、物流、支付、营
销、供应链等一揽子全球本土化服
务，让中国消费者以及东南亚消费者
可以尽快享受到以日本为代表的全
球优质商品和服务。”张勇表示。

在阿里日本成立一周年之际，张
勇还披露了一份成绩单：日本已成为
天猫国际第一大进口国，日本品牌在
天猫国际上实现年成交同比增长
60%。

其中最畅销前十大日本品牌分
别是花王、moony、资生堂、Calbee、
Refa、mikihouse 、狮王等。由此可见，
美妆、母婴、食品、保健品、个护等对
安全性要求的健康产品依然最受国
人欢迎，对于安全和质量的保障也由

此成为重点。
张勇最后表示，与阿里零售电

商平台已拥有5亿活跃用户类似，
Lazada覆盖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
越南、泰国、印尼、菲律宾等总人口
5.6亿的东南亚市场，整体消费环境
跟8年前的中国市场类似，有着巨大
人口红利以及市场增长潜力，阿里
愿意帮助日本品牌同时开拓这两大

“5亿消费者”市场。

天猫国际在日本启动原产地溯源计划
全球跨境商品将有“身份证”

天猫国际总经理刘鹏表示，目前
天猫国际全平台已实现物流全链路
可溯源，下一步还将利用阿里巴巴集
团的区块链等先进技术以及大数据
来跟踪进口商品在整个供应链体系
流向，包含了生产、流通、运输、通关、
报检、第三方实验室检验等相关环节
有效信息，让国内消费者可以更放心
购买。包括moony、MTG等近150家日
本品牌CEO等一起见证出席了该计
划启动。

食品安全是全球性难题，全球食
品行业每年投入几十亿元保证质量，
阿里巴巴一直呼吁全球品牌一起共创
可信赖、可追溯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5月19日，天猫国际与跨境电子商
务商品质量安全风险国家监测中心
（下称“国家监测中心”）、中国标准化
研究院联合推出国内独家跨境进口奶
粉质量标准，并对美素等9大进口奶粉

品牌商展开抽检。检测结果显示，九大
奶粉品牌质量均为安全可靠。

作为拥有最多品牌、最多消费
者、最大销售量、最完善交易链条的
跨境电商平台，天猫国际掌握着迄今
最大规模的跨境电商风控数据，并已
实现向国家监测中心的常态化推送。
在天猫国际提供足够丰富的数据基
础上，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比照国内外
标准，拟定了可借鉴的创新监管建议
性平台新标。

此前天猫国际与国家跨境风险
检测中心推动“入仓检”＋“神秘抽
检”，帮助实现监管前置以及数据化
动态监管。另外还与杭州跨境综试区
走通了基于“国际互认、国际认可、国
际预检、国际追溯”的新西兰跨境巴
氏新奶，树立了跨境模式样板。

2017年3月，阿里巴巴还与普华
永道、新西兰邮政、澳大利亚邮政、恒
天然等在澳新合作方分别签署全球
跨境食品溯源的互信框架合作协议，
多方共同宣布将应用“区块链”等创
新技术，在中新、中澳两国之间继续
推动透明可追溯的跨境食品供应链，
为中国百姓购买新西兰进口鲜奶、生
鲜等提供强大保障。

对于阿里巴巴推动全球食品溯
源作为推动食品安全领域合作的标
杆案例，新西兰总理曾给出高度评
价称，认为以创新技术著称的阿里
巴巴在全球食品安全领域又领先走
了一步。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藏品集精价值巨大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再现北
京故宫博物院国粹典藏，为中华文
化走出去，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做出应有的贡献，五位美术家协会、
书法家协会主席特甄选北京故宫博
物院馆藏唐宋明清具有代表性的国
画为蓝本，联袂创作《翰墨丹青·国
韵中华》册页，作品一经问世，就得
到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认可
并亲笔题名。

著名收藏品专家、故宫博物院
研究院单国强老师谈到：“这本画册
可以说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它的价
值首先在于创作者皆为当代书画界
的领军大家，由河北省书协副主席

孙学东领衔创作《序言》、青海省美
协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孙学东创作唐

《人物篇》、贵州省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张润生创作宋《界画走兽篇》、宁
夏回族自治区美术家协会主席胡正
伟创作明《山水篇》、陕西省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石丹创作清《花鸟篇》。
同时，它的每部作品也都是大有来
历的。五位名家的创作灵感都来自
于故宫名作，其中不乏明代唐伯虎，
清代石涛等人的传世名作。更难能
可贵的是，五位大家多年的创作经
验，令他们笔下的画卷都有独特的
个人风格。古画风采加上名家手笔，
整本画册幅幅都是精品。”

端正心态慧眼识精

在谈到书画收藏应该注意什么
问题时，单国强老师表示，书画投资
先要端正心态：“购买书画作品首先
应从兴趣爱好入手，要学会欣赏。有
些人单纯从投资角度进行书画交
易，这种人心态不好，越想赚钱越赚
不了钱。而真正的收藏家首先强调
的是欣赏，时间长了，这里面也有很
多赚钱的机会。”

单国强建议书画藏家，购买时
要量力而行，市场上赝品太多，不能

砸锅卖铁搞收藏。入门前，必须大量
学习，如果缺乏必要的知识，则很难
买到真品。他同时提出，购买收藏
品，特别是当代的，一定要注意两
点：一是艺术性要高，要有时代感；
二是要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收藏品市场极具前景

资深收藏爱好者刘先生说：“以
前投资的方式都是股票、债券，前些
年是房产，我现在比较看好收藏品
市场。你看国家“一带一路”政策里
也特别看中文化产业这一块，对于
收藏品投资市场来说，绝对是个利
好。以后的收藏品市场，应该会有蓬
勃的发展。”

“中国书画艺术可以说贯穿了
中国发展的历史，书画作品在中国
艺术史上也具有很高的分量，自古
以来，我们都有非常浓厚的收藏风
气。而到了现代，我们中国人，特别
是书画爱好者更是有必要来传承这
些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我相信一
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书画爱好者会投
身书画收藏，传承和弘扬这份文化
瑰宝。”孙学东老师说。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实习生 张槿熙

收藏名家单国强亮相蓉城
携手主创品鉴《翰墨丹青·国韵中华》

阿里巴巴CEO张勇：
天猫国际和Lazada将助日本品牌

深入两大“5亿消费者”市场
2017年5月25日，在阿里日

本招商中心成立一周年之际，
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在日本
宣布，阿里全球化战略2017年
首站选在日本，天猫国际将继
续帮助日本品牌更高效地深耕
中国市场，Lazada则能够让日本
品牌深入东南亚市场。

此外，张勇表示，天猫国际
将联手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优
质品牌推动“全球原产地溯源
计划”，这意味着未来天猫国际
上的每个商品都有一张记录着
前世今生的”身份证”。

昨日，《翰墨丹青·
国韵中华》专家见面会
在成都举行。著名收藏
品专家、故宫博物院研
究员单国强老师，携手
《翰墨丹青·国韵中华》
两位主创，青海省美术
家协会副主席杨明老师
和河北省书法家协会副
主席孙学东亮相蓉城。

此次见面会由四川
中金博雅收藏品有限公
司主办，据悉，此公司为
《翰墨丹青·国韵中华》
的独家代理，特为成都
收藏爱好者请来业内大
咖及画册主创和大家品
鉴画册，分享收藏经验。
活动现场场面火爆，收
藏爱好者热情高涨。

2017年5月25日阿里巴巴集团张勇在日本东京跟日本品牌沟通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