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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舞步》MV 上线短短几
天，便获得如此高的播放量，的确应
该为制作团队大大点赞。“最满意的
一件事情就是一群年轻人为了一件
事情真的愿意‘燃烧自己’，非常有
激情，他们很投入，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大家真的想为这座城市做
一点事情，这比平常做的事情要有
意义得多，大家的精神是那么的统
一，都那么的投入，这是我最感动和
最开心的事情。对于片子本身，最满
意的一点是基本上拍出了我们想要
的效果，很完整地表达了我们的设
想创意，这也算没有辜负大家一起
做的努力吧。”洪露告诉记者。而最

让敖翔满意的则来自MV中的一个
场景，“是众人在天台上放着烟花跳
舞的镜头，站在高处眺望成都的夜
景，一群热爱生活热爱成都的年轻
人在一起为了自己的梦想和爱好拼
搏，未来无限好，2018值得期待。”

在拍摄过程中，所有人都卯足
了劲，希望呈现最好的作品。其中的
一次拍摄，让洪露记忆犹新。“第一
天拍摄的时候我们要拍日出的画
面，要求大家凌晨 4 点一起集合到
目的地去。可到4点的时候，有一个
姑娘没有到。后来这个姑娘直接到
了我们的拍摄地点，当天晚上拍完
后大家也没责怪她。一个偶然的对
话才知道她刚出门就撞车了，她马
上通知好朋友赶到出事现场帮她
处理，然后自己一个人打车到了我
们的拍摄地，大家都特别感动。”诸
如此类的感动还有很多，正是大家
的努力，促成了《成都舞步》MV 的
成功。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陈阳春
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供图

《成都舞步》MV上线 魔性舞步成爆款
将天府文化融入舞蹈中 让全世界为成都打Call

日前，由成都市互联网
文化协会制作的《成都舞
步》MV在2017年12月29日
下午全网上线，截至昨日下
午MV全网播放量超过200
万次，让全世界感受到成都
这座名城独特的天府文化。
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
包容、友善公益……这一切
都完美融入到这首《MV》
中，富有魔性又易上手的舞
步，更是成为成都人所追捧
的潮流。

如果说赵雷的《成都》是
用歌曲让更多的人了解知道
成都的文化和生活，那《成都
舞步》MV则是用舞步找到
属于成都的最芳华。昨日，成
都商报记者联系上主创团队
的制作人洪露以及主演敖
翔，让他们讲述了这支MV
火热出炉的台前幕后。

“我们的最芳华，由那趟飞
往成都的单程航班开始……”伴随
着航班的落地，男主角来到这座美
丽的城市——成都。突然，一位街头
魔术师叫住了他：“小伙子，想看看
成都吗？”接过魔术师递过来的眼
镜，男主角眼中的世界突然舞动了
起来。天府广场、熊猫基地、都江
堰、环球中心、神龙汽车成都工厂、
成都地铁、天府软件园……场景逐

一转变，年轻人的舞步跟随这座城
市的律动、节奏，无不令人怦然心
动、热血沸腾。

刚刚还背着双肩包的男主角，
化身一位舞者，带着众多充满青春
的年轻人，在这座城市留下最温暖
的舞步。记者发现，视频中的舞步虽
然不太复杂，可是加上雷鬼风格的
音乐，似乎有一种特别的“魔性”，让
人情不自禁想跟着他们一同舞动青

春。川流不息的人群中，都被眼前的
舞步所吸引，纷纷驻足围观。甚至有
好动的外国友人，耐不住舞曲的热
情，加入舞者的行列，一同感受这座
城市的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
容、友善公益。

这是一次从未见过的表演，这
是一次属于这座城市的狂欢。跟随
着这段“成都舞步”，一起来到天府
成都感受最富个性的魅力。

“成都近年来的飞速发展让
每一个成都人都感到自豪和骄傲，加
上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一群年轻人就
开始想用什么样的‘玩法’来表达，最
后我们集思广益决定用我们擅长的
舞蹈来给成都一个活力的标签，因此
我们编排了‘赞赞舞’，目的就是为成
都点赞。”MV中男主角的扮演者敖
翔，早就是活跃在中国街舞圈的名
人，取得过不少好成绩。“把想法分享
给大家后，发现有这种想法的人很
多，提议得到了认可，包括不少外国
友人等都愿意一起把它创作出来，就
开始训练、编排。”

创意有了，可是如何把它拍成
一部高水准的MV，前前后后花了4

个月的时间。“我们做的创意是‘点
赞成都’，这比拍摄普通的片子或者
只做一个舞蹈的编排难度高很多。
这当中对舞蹈创意要求很高，因为
我们要更准确地表达出自己想展现
出来的东西。”作为这支MV的制片
人，洪露感触最为深刻。“片子里面
的翻译，我们反复求证，力求准确。
MV中的音乐，我们选了一个星期，
然后编舞我们又花了大半个月的时
间，妥善编排舞蹈动作，想要把天府
文化、四川特色更多地融入到舞蹈
中来。”

在洪露看来，这支MV的成功，
离不开大家的努力。“视频制作其实
不止是我跟翱翔两个人一起设计，有

很多人参与，连我自己这种不算舞蹈
专业的人都录了很多的小视频，录了
之后发给全国各地包括国外的一些
舞蹈大师们去点评，去挑选，然后才
来做。这是很多人一起完成的。”

对于 MV 的拍摄，主创团队也
非常感谢包括神龙汽车成都工厂、
成都地铁、双流机场的大力支持。

“汽车厂还愿意借衣服给我们跳舞。
整个过程都是轻松、活泼、自发认
同，自己想表达的主题不断获得共
鸣。所以要特别感谢他们对我们的
支持。尤其是成都地铁的支持，在正
式开通前让我们首先体验了一把，
绝无仅有地，在地铁上跳舞，尤为开
心。”敖翔告诉记者。

之前洪露提到选曲花了一周
的时间，为什么之前没想过把赵雷

《成都》这首歌的音乐融入进去？
“其实是有想过的，《成都》这首歌
再一次把这座城市推向了全世界
的窗口，让更多的人了解知道成都
的文化和生活，琅琅上口传唱度
高，但是《成都》这首歌的感觉和风
格是偏小情调的，歌曲稍微柔了一
点，不太适合我们想要的歌舞青
春，热力四射的感觉，就像一种冬
天里的一把火，在这寒冷的冬天也
能让人热起来。”敖翔的回答很理
智，“红不一定适合，所以选择适合
自己想要的最重要。”

如果光从舞蹈的专业性而言，
敖翔的功底非常扎实，可是在 MV
中并没有太多的个人展示。对此，敖
翔坦言道，“我们的主题是‘舞动青
春’、‘热力四射’，要的就是让所有

人加入进来，身为成都的一份子，为
自己点赞。不管你是老人还是小孩
都能轻松搞定，加入到这个大家庭
里来，所以动作简单容易上手，也不
会因为不会跳舞而放弃，一起使力
才会让更多人看到，让更多人喜欢
上这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至于 MV 中的场景选择，洪露
表示也是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不
管是来自哪里，看了我们的片子之
后都会很直观感受到成都这座城市
的魅力，能让更多的人对成都产生
归属感，也让成都人对成都有强烈
的自豪感。”基于这样的考虑，舞步
也是需要与地标性建筑高度融合。

“首先要通过对地标建筑物的背景、
意义了解，再在舞蹈动作上加以刻
画和添加，使其看上去形似或意同，
在舞蹈演员之间配合的时候展现出
想要的效果。”

舞蹈轻松易上手
让更多人喜欢上成都

点赞这群年轻人
“投入地为这座城市做点事情”

MV舞步有魔性 让人情不自禁跟着舞动

4个月制作MV 把天府文化融入舞蹈中

桑尼桑尼··萨卡基尼萨卡基尼
成长在成长在CBACBA的的““巴勒斯坦乔丹巴勒斯坦乔丹””
前晚对阵四川男篮时砍下前晚对阵四川男篮时砍下2828分分1212个篮板个篮板 是巴勒斯坦唯一的职业球员是巴勒斯坦唯一的职业球员

上周六晚，四川品胜男篮在
主场拼尽全力，依然没能战胜广
州队，未能用一场胜利为自己的
2017年收官。广州队阵中的巴勒
斯坦外援桑尼，砍下28分12个篮
板，给予了四川队沉重的打击。即
使是对亚洲篮球有一定了解的球
迷，大概也会对这名球员的水准
感到迷惑：巴勒斯坦还有职业篮
球运动员？而且能在号称亚洲第
一联赛的CBA拿到这样的成绩？

是的，桑尼·萨卡基尼，具有
浓重传奇色彩的巴勒斯坦第一
球星，他之于巴勒斯坦篮球，相
当于姚明在中国、乔丹在美国，
甚至犹有过之。

这名成长在战火中的篮球
运动员，是巴勒斯坦唯一的职业
球员，2015年带领巴勒斯坦队首
次获得亚锦赛参赛资格，并最终
获得第九名的好成绩。一时间，
桑尼成为整个巴勒斯坦的民族
英雄，国家电视台为他制作了专
题节目，他还受到了巴勒斯坦总
统的接见。“桑尼将巴勒斯坦篮
球带到了新高度！”对于桑尼为
巴勒斯坦篮球做出的巨大贡献，
国际篮联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在那片常年充斥着政治纠纷
和战火不断的地方，不少人选择
了离开。桑尼却选择“留下来”，巴
勒斯坦在他的心中永远占据最重
要的位置。据媒体报道，在巴勒斯
坦队中，桑尼扮演着球队总经理、
赞助商等多重角色。他是巴勒斯
坦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球
员，由于战乱，巴勒斯坦国内不能
为球队提供良好的资金帮助，于
是，桑尼站了出来，他一边努力打
球赚钱，从约旦联赛到 CBA，一
边在世界各地不停留意着拥有巴
勒斯坦血统的篮球运动员，游说
他们回到祖国，一起建立一支巴
勒斯坦队，他还出钱盖球馆，带领
大家训练，并且为球队拉赞助。

趁着这次广州队来成都参加
比赛的机会，成都商报记者对桑
尼进行了专访，听他谈谈对巴勒
斯坦篮球、对 CBA 的看法，以及
他与四川的缘分。

记者：在巴勒斯坦，篮球运动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桑尼：我想足球应该是巴勒斯坦的第一运动，政府对

于足球的支持力度很大，但篮球同样不差，如果说关注度
的话，我想应该是50%对50% 。但战争让民众无法对体育
运动投入更多的关注度，毕竟当战争来临的时候，生计才
是第一位的。

记者：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走上篮球之路？
桑尼：我的父亲就是一名业余篮球教练，我的母亲是一名

篮球运动员。所以篮球是我的家族遗传，我有两个兄弟，三个
姐妹，全都是篮球运动员，哥哥萨利姆一直都在巴勒斯坦国
内打球，15年还参加了亚锦赛。不过，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
现在巴勒斯坦只有一个在职业联赛打球的运动员，就是我。

记者：巴勒斯坦篮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桑尼：巴勒斯坦篮球的职业化，是完全无法跟中国篮

球相比的。我在巴勒斯坦队的队友，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兼
职的状态，一边工作一边打篮球。因此，人们虽然很喜欢打
篮球，但这些实际情况也限制了巴勒斯坦篮球的发展。

记者：据媒体报道，你在巴勒斯坦国家队的身份很特
殊，相当于球员、经理和赞助商，自掏腰包帮助球队训练和
比赛。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你这样做？

桑尼：在巴勒斯坦国内，因为战争和贫穷，那些有天赋
的球员，是没办法出国打球的。我从小在战火纷飞的巴勒
斯坦长大，我很清楚地知道那里的人们需要什么，热爱什
么。所以对于那些有着篮球梦想的年轻人，我做这些事情，
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有参加这些国际比赛、洲际比赛的经
历，能够体验到作为为一名篮球运动员所应该去体验到的
东西。这是我作为巴勒斯坦唯一在职业联赛打球的球员，
所必须去承担的东西。

记者：你在CBA已经取得了成功，会帮助更多的巴勒
斯坦球员来中国打球吗？

桑尼：这是肯定的。事实上，我一直在这样做。现在随
着国际篮联世界杯规则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球队能够进入
到世界杯窗口期的比赛，那么有更多的人进入到国家队，
我们也能有更多的机会去选拔和培养那些有天赋的球员。
能够来到中国打球的话，对于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甚至
整个巴勒斯坦篮球来说，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记者：你曾经
差点加盟四川队？

桑尼：哈哈，
是啊，那是14年？
当时四川队刚刚
打上 CBA 吧，我
们曾一度离得很
近，但最终因为种
种原因无缘、对于
这个结果，我很遗
憾，因为这里的球
迷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他们很
热情。而且，说不
定我就能拿到总
冠军了，哈哈。

记者：对于四
川队有什么样的
看法？

桑尼：这个赛
季四川队表现没
有过去两个赛季
强势，但我觉得一
支运动队都会有
这样的起伏，高峰
之后要平静一段
时间，但不会一直
这样的。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记者：你在中国已经打了6个
赛季了，对于中国篮球这些年的变
化，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桑尼：实际上这些年中国球员
进步了很多，比如身体的对抗性和
对比赛的理解能力，这都比我刚来
中国时有了很大的变化。

记者：跟你曾经效力的约旦联
赛相比，CBA的整体水平如何？

桑尼：其实约旦联赛早些年还
是发展得不错，当时有六支俱乐
部，彼此之间相互竞争，有着良好
的竞争关系。但后来随着中国的经
济发展，很多好的外援纷纷加盟
CBA，随之又带动了中国球员的成
长，所以现在来看，整体的篮球水
平，中国要比西亚高很多。

记者：除开这几年在中国打球
的经历，你曾代表国家队与中国队
交手，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哪些
中国球员？

桑尼：中国有很多优秀的球
员，比如易建联。不过给我留下最
深印象的，是山东队的“小鲨鱼”陶
汉林，他的防守和积极性给我留下
很深刻的印象。另外江苏同曦的后
卫冯欣，我也觉得他很出色。

记者：你是亚洲最好的4号位
球员之一，在这个位置上，你觉得
中国有优秀的年轻人吗？

桑尼：易建联当时是最出色
的，但在他之后，我并没有从在
CBA 发现有能够接他班的球员。
如果说相对优秀的 4 号位的话，
山东队的陶汉林，还有新疆队的
俞长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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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舞步》MV的截图

制作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