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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想买“六个核桃”，细看
竟是“六亿核桃”；想买“奥利奥
饼干”，买到手的却是“粤利粤饼
干”；想喝一瓶“雪碧”，喝完才发
现竟然是“雷碧”……近年来，这
些傍名牌的山寨产品在市场上
鱼目混珠，使得不少消费者踩
坑。近日，我市一位市民也不慎
中招，本欲购买“云南白药”牙
膏，结果竟买成了“云南中药”牙
膏。

据市民赵女士介绍，前段时
间她在一次和母亲的通话中得
知，其母亲在某网购平台花 9.9
元买到了 2 支“云南白药”牙膏。

“超市里售卖的云南白药牙膏通
常一支要20元~30元，花9.9元能

买到两支，价格确实很便宜。”赵
女士说，聊天过程中，母亲一直
为自己买到便宜的商品而沾沾
自喜，还说要留一支给她使用。

“我平常网购时，偶尔也会遇到
商家为冲击销量而打折售卖商
品的情况，因此我对这件事并没
有起疑心。”

然而，当周末赵女士回到家
中，其母亲拿出自己抢购到的

“战利品”给她使用时，她发现了
不对劲。“牙膏一进嘴，我就觉得
不对。”赵女士说，牙膏遇水后没
有泡沫，刷完牙后反复漱口也总
感觉漱不干净，嘴里始终像是含
了一口面粉。“我之前也用过云
南白药牙膏，使用感觉跟这个完

全不一样。”赵女士拿着牙膏翻
来覆去地研究了一会，突然发现
包装上写着的并非云南白药，而
是云南中药。

“从包装上看，两款产品相
似度极高，别说老年人了，连我
都很难分辨。”赵女士哭笑不得
地说，牙膏外包装上“云南中药”
四个字的字体和配色与“云南白
药”类似，连产品功效旁的斜杠
设计也是如出一辙。此外，赵女
士发现，此款“云南中药”牙膏的
功效也令人怀疑。“产品包装的
正面标注了有云南红花，可在背
面的成分表中，却没有添加任何
红花成分。”赵女士在查询后发
现，此款产品的成分表中除了一
些牙膏里必须有的摩擦剂、保湿
剂外，只添加了天然薄荷脑，根
本达不到包装上标注的清热去
火的功效。而另一款标注有“云
南三七萃取”的云南中药牙膏，
里面也并未添加三七成分。“可
以说这只是一款普普通通的牙
膏，和云南白药没有任何关系。”
赵女士说。

据赵女士介绍，在产品包装
盒的下方还印刷了一行声明，写
着“本产品名称、图片及内容简
介仅供参考”，而这行字使用的
字体甚至比成分表的字体还要
大。赵女士说，事后她在网购平
台输入“云南中药牙膏”进行搜
索，发现此款牙膏的日常零售价
在 3 元左右一支，批发价为 1 元
一支，所谓的 9.9元抢购两支，对
消费者来说，其实是笔亏本的买
卖。“因为这款牙膏的使用效果
实在不佳，但扔了又浪费，所以
现在我们都拿它来刷鞋用了。”
赵女士说。

记者通过采访发现，赵女士
母亲的网购经历并非特例，还有
一些市民在参加低价旅游团时，
也被导游带进购物店购买过整
箱云南中药牙膏。而在社交平
台上，也有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
买到傍名牌产品的经历：大宝
SOD 蜜变大娟 SOD 蜜，蓝月亮

洗衣液到手却是蓝月液……部
分网友表示，他们也曾尝试维
权，认为傍名牌产品的包装和名
称与知名品牌相似，有误导消费
者之嫌，但最终因为产品本身未
出现质量问题，且生产厂家也为
正规公司，销售渠道也正规，所
以很难维权成功。

生活中，傍名牌产品的涉及
面广泛，食品、电器、生活用品、
服装品牌等领域都有它们的身
影。有专业人士分析，傍名牌产
品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为一些
小型生产企业资金不足，规模
小，又期望在短期内获得较大利
润，因此试图通过制造与名牌产
品相似的山寨产品来迷惑消费
者，以减少自身营销推广的成
本。消费者若对品牌的认知力
较弱，贪图便宜，则极有可能在
无意识的情况下陷入消费陷阱。

业内人士认为，傍名牌产品
通过模仿外包装的方式，侵害部

分缺乏鉴别能力的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不
仅需要企业从源头上肩负起社
会责任，严以律己，避免不正当
竞争；也需要职能部门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对产品进行鉴定和查
处，打造一个清朗的市场环境。
同时，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也要
看清产品的包装、名称，认真辨
别所购产品的商标、产地、生产
企业等主要信息，避免买到“李
鬼”产品。

云南白药变云南中药

傍名牌产品让消费者屡踩坑
本报记者 帅莹

图为赵女士母亲买到的云南中药牙膏。 记者 帅莹 摄

遗失信息
●陈荣锁遗失大亚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丹阳置业分公司开具的增值
税普通发票，号码：32813811，声
明作废。
●丹阳市丹北镇体育健身俱乐部
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321181MJ7876370A，声 明 作
废。
●丹阳市开发区吕小飞鸭血粉丝
店遗失小餐饮信息公示卡，备案
编号：CY3211810100155，声明作
废。
●戴有城遗失出生证，编号：
J320965780，声明作废。

今日送稿明天见报今日送稿明天见报
（（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个标点和数字算半个字）

◆遗失类广告：每件100元
◆分类广告：一行13个字50元收费标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市场

方便快捷 价格便宜 天天都有 欢迎预订

信息
★★

★★

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地址：开发区凤凰路融媒体中心大门北50米（丹阳智投一楼）电话：88011918

注销公告
丹阳导墅镇宝宝乐幼托中

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32118151111056XL，经 2022 年
8月 1日理事会会议表决通过，决
定清算注销本单位，并于同日成
立了清算组。请本单位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联 系 人 ：陆 荣 祥 ，电 话 ：
18305294991，地址：丹阳市导墅
镇金溪路宝宝乐幼儿园。

特此公告

丹阳导墅镇宝宝乐幼托中心
2022年8月6日

停电信息
8月8日 暂无。

8月9日 10kV农药 111线与访北线联络

支线 04#杆以下（带电配合拆搭，天澄玻璃、于

家南配变配合停电）（天澄钢化玻璃有限公司、

于家南配变一带）06:30-10:30。
8月10日 20kV圣昌2G14线，至2G1401

开关（对外停电）（2G14-2G1401开关：丹阳瑞

志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一带）07:00-14:00。
10kV 华甸 271 线路，至九曲路 4#环网柜

271 开关(带电作业配合 12#杆拆搭）（名都新

贵、幼儿园、联众道路照明、大亚科技置业一

带）05:00-11:00。

20kV 圣昌 2G1413 开关以下（2G1413：丹
阳市俊达眼镜厂、友丰工贸有限公司、江苏拓

普包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创伟国际工具

有限公司一带）07:00-11:00。
8月11日 20kV齐梁2G45线（对外停电，

嘉荟新城短时失电）（2G45：嘉荟新城、肯帝亚

木业有限公司、锋泰工具一带）09:00-16:00。
10kV北一 133线 69#杆以下（带电作业配

合拆搭，永泰工程塑料支线永泰工程塑料配

变、博特工具配变配合停电）（永泰工程、丹阳

市博特工具有限公司）06:00-10:00。
8月12日 10kV君悦11712开关以下（带

电作业配合拆搭 18#杆，10kV中心 112线时安

头配变 411低压配合停电）（11712：时安头东、

华之英工具有限公司、大华实业有限公司一

带）07:00-12:00。

8月 13日 10kV 九房 272 线 20#杆以下

（带电作业配合拆搭，竹村西变、丹凤物流配合

停电）（竹村西变、丹凤物流一带）06:30-10:30。
8月14日 10kV 后东 113 线镇南居委会

支线12#杆以下（带电作业配合拆搭，双喜工具

厂、钱庄餐饮、镇南居委会配变配合停电）（丹

阳市双喜工具厂、钱庄餐饮有限公司、镇南居

委会配变）06:30-10:30。
8月 15日 10kV 运东 112 线路（华龙特

钢、圣柏3#环网柜一带）05:00-10:50。
10kV运工 122线，至 12211开关、（暂无用

户）05:00-10:50。
10kV运居111线路，至11102开关（暂无用

户）05:00-10:50。
10kV 吕 居 121 线 路 ，至 12102 开 关

（121-12102：荷花池一带）05:00-10:50。

10kV吕工 181线主线 29#杆以下（带电作

业配合拆搭，河南村烟草公司变、河南村南环

南路、河南村吕一东配合停电）（河南村烟草公

司变、河南村南环南路、河南村吕一东）06:
00-08:00。

8月16日 暂无。

8月17日 10kV 三桥 131 开关（蔡基站、

高速路口河阳收费站）09:00-17:00。
10kV 松园 1Q11 线培棠经济服务支线 3#

杆以下（带电作业配合拆、搭，许甲配变、培棠

经济服务公司配变配合停电）（许甲配变、培棠

经济服务公司一带）06:00-10:00。
8月 18日 10kV 皇开 112 线 42#杆以下

（带电作业配合拆搭，鹏鹞污水配变、恒安化学

配变配合停电）（鹏鹞污水配变、恒安化学配变

一带）06:00-10:00。

8月 19日 10kV 皇开 112 线 47#杆以下

（带电作业配合拆搭，世瑞光电配变、诚翔配变

配合停电）（世瑞光电配变、诚翔配变一带）06:
00-10:00。

8月 20日 10kV 松园 1Q11 线闵兴新型

建材支线8#杆以下（带电作业配合拆、搭，兴发

机械配变、德安五金配变配合停电）（兴发机械

配变、德安五金配变一带）06:00-10:00。
8月 21日 10kV 浦河 211 线 88#杆以下

（带电作业拆、搭，10kV浦河211线鼎瑞照明配

变、鑫创再生资源配变 2台配变配合停电）（鼎

瑞照明配变、鑫创再生资源配变一带）06:
00-10:00。

（地名以供电公司配网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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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管道碰接，8 月 7 日 22:00
至次日凌晨 2:00，延陵镇赵巷行
政村、柳茹行政村、宝林行政村、
延陵行政村、延陵镇政府、延陵中
学、东进市场等用户停水（雨天顺
延），请以上片区用户做好储水准
备。早完工早送水，恢复供水时
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水浑现象，给
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服务热线：86882498

停水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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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期，改编自小说《星
汉灿烂，幸甚至哉》的古装剧《星
汉灿烂·月升沧海》登陆腾讯视
频。在 27集的上部《星汉灿烂》
完结后，29集的下部《月升沧海》
紧随其后播出。家国危机之下
的爱情，少男少女相伴成长……
看似平常的故事架构下，《星汉
灿烂·月升沧海》播出后让很多
观众大呼上头，在豆瓣斩获 7.4
分。

该剧由费振翔执导，吴磊、
赵露思领衔主演，郭涛、曾黎、李
昀锐、余承恩等主演，讲述了背
负沉重身世的少年将军凌不疑
与父母长期征战在外的“留守少
女”程少商在无数次考验中相互
治愈、相伴成长，携手化解家国
危机的故事。近日，导演费振翔
接受了媒体采访，虽然是首次执
导古装剧，但他对古装剧的制作
有着自己的看法。

生活流叙事，要赋予人物“痛点”

《星汉灿烂·月升沧海》的风
格很难确定，它并非大女主剧，
也非爱情至上的纯古偶剧，属于
古装剧市场的又一分支：一面勾
勒朝堂叙事，呈现复杂多变的朝
堂风云，营造紧张氛围；另一面
深度描摹古代人的市井生活、世
态人情，营造轻松氛围。“紧张”
与“轻松”的叙事氛围不断交替。

《星汉灿烂·月升沧海》在朝
堂叙事方面围绕少年将军凌不
疑的血海深仇展开，随着凌不疑
开启为父复仇之旅，朝堂的阴暗
与凶险也逐渐出现。让观众印
象更深刻的是该剧对古代市井
生活的描摹。剧中融入了大量
中国古代传统民俗元素。例如，
程家乔迁新居时，程老太太会点
燃门口的火盆祈福；程家夜游上
元灯会时，孔明灯点亮夜空、家
宅灯笼照亮长街，街上的顶缸杂
技、口中喷火等传统表演，呈现
出一派热闹的古代市井图景。

市井生活的另一个侧面是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产古装
剧经常呈现父子关系破裂后逐
渐修复的过程，《星汉灿烂》则将
矛盾冲突点聚焦于母女关系。
剧中，曾黎饰演的萧元漪是程少
商之母，她因未能抚养女儿长
大，愧疚感强烈。另一方面，她
望女成凤，对程少商十分苛刻，

导致母女关系紧张。
赵露思如此分析自己的角

色：“程少商像一个古代的留守
儿童，也不被奶奶跟二叔母喜
欢。没有人保护的孩子会变得
非常像刺猬，觉得自己要保护自
己。在爸妈回家之后，母亲急于
给她一些管束，想把缺失的学
习、教育给补上。但是，妈妈唯
独忘记要补的一个最重要的东
西其实是爱。”

在费振翔眼里，剧中的母女
关系是现实很多母女关系的一
种折射，“在拍摄时有人说，这种
母女关系到时候肯定会引起争
议。我说太好了，有争议是对
的”。他认为，创作者需要为人
物赋予“痛点”。以女主角程少
商为例，费振翔认为，程少商的
勇敢叛逆、古灵精怪是对紧张的
母女关系的一种释放，在这种释
放之后，程少商也需要经历痛
苦。在剧情叙事的同步推进
下，程少商的个人成长路径才
能被观众感同身受。

除了严母，剧中还设置了慈
父程始一角。费振翔表示，这种
关系设置来自现代家庭“虎妈猫
爸”的模式。费振翔说：“在相对
传统的中国式亲子关系下，很少
有人会反对权威。但我希望大
家看完剧后能有些反思，其实上
一代未必全对，下一代也未必都
错。”

群像戏难拍，出场戏特别重要

《星汉灿烂》上下两部，时间
跨度长，涉及的人物多，“有名有

姓有台词的人物多达98个”。这
98位角色如何发挥各自作用，并
自然、紧密地与主故事线融合是
一大难题。费振翔表示，虽然人
物众多，但仍需要从角色本身出
发，厘清人物与剧情的具体关系
与作用，并通过细节为角色赋予
生命力，“出场对于我来讲特别
重要。每一个人物的出场都不
一样，需要用不同的视角、气质、
气氛，加以还原。”

剧中，程家事实上由程始之
母程老太太当家。饰演程老太
太的许娣此前在 《我的前半
生》中凭借“薛甄珠”一角走
红，到了 《星汉灿烂·月升沧
海》中，她的表演延续了薛甄
珠热热闹闹、一惊一乍的风
格。一场祖孙相见的戏码，就
将一位贪财好利、爱慕虚荣的老
太太生动刻画出来。

女主角程少商则深谙“卖惨
技能”，每当程少商在与他人较
量处于弱势时，她就装病、装晕
示弱，以博得长辈同情。郭涛饰
演的程始在朝堂上有勇有谋、霸
气十足，回到家则是“妻管严”

“女儿奴”，充满反差萌。
费振翔表示，剧中每个人物

的出场戏，拍法与氛围都是精心
设计过的，“把人先分清楚，就知
道该怎样帮他们设计该说的话、
该做的事。”比方说，费振翔给程
少商的定义是刀马旦，因为她爱
恨分明，深藏勇气，“一个剧不要
只锁在一个风格，是故事就会有
喜怒哀乐……看着程少商一脚
喜，一脚悲，她才是一个活生生
的人。”

反复抠细节，提升古装剧品质

费振翔此前曾执导《怒晴湘
西》《龙岭迷窟》《云南虫谷》等高
口碑作品，而《星汉灿烂·月升沧
海》则是他首度执导古装剧。费
振翔表示：“这部戏拼的是细节，
把所有细节合理化，整个戏的品
质就上来了。大家在现场要准
确还原真实度、气氛，营造一个
新的世界。”

出生于梨园世家的费振翔
为家宅情节专门设计了视觉构
图与运镜，“正经会客场景时，每
个人物论资排辈、按规矩坐好，
显得庄重；私域的谈话空间里，
人物则会有明确的行进路线不
断走动，显得放松自在”。

在文化表达的细节方面，
《星汉灿烂·月升沧海》也十分考
究，如参考了秦汉时期的婚姻制
度，表现古代订婚、绝婚、改嫁等
场景。据文史资料，汉代包含聘
娶婚、收继婚、血缘婚、交换婚、
入赘婚、媵妾婚、掠夺婚、指腹
婚、姘居婚等多种婚姻形式。例
如，指腹婚就体现在剧中楼家二
房之子楼垚与何家长女何昭君
身上，两人从小就被家长订下婚
约。聘娶婚则是汉代普遍的婚
姻形式，受封建礼制约束。聘娶
婚有三个突出特点：媒妁之言、
父母之命、聘礼为重。剧中，楼
垚与程少商订婚时并未按流程
进行，曾引发萧元漪不满，要求
楼家重走正规流程。

值得一提的还有《星汉灿
烂》的灯光设置，有些观众认为
打光不够“亮堂”，或者没把男女
主角拍得足够“美”。对此，费振
翔解释道：“每一场戏的光都是
很复杂的，有层次的光，要做很
长时间，其实很多剧组都没这么
长的时间，但就是在这种情况
下，团队愿意给我这个时间去做
这些复杂的事，可能观众看不
见，但一定是有价值的。”

同样“可能看不见”的还有
声音的设计，在一些战斗场面，
刀剑的声音是双声道的，会随着
镜头的切换而改变。对此，费振
翔也有自己的坚持：“这些事情
可能有些‘吃力不讨好’，为什
么还要做呢？因为总得有人
做，总得有人相信，如果大家
都不做的话，我们可能永远都
是落后的。”

《星汉灿烂·月升沧海》导演：

“吃力不讨好”的事总得有人做

作为首档全影视化拍摄的
游戏国风晚会，河南卫视与网易
大话西游联手打造的《少年奇妙
游》自官宣以来便备受期待。8
月 4日下午，《少年奇妙游》于北
京举办媒体看片会，这场国风盛
典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

匠心打磨国风盛宴 少年出山重

现盛世大唐

《少年奇妙游》的国风不只
是体现在视觉外衣，节目内容中
更有着深刻的文化底蕴。

为将文化元素发扬光大，主
创们挖掘出中华传统文化中“仁
义礼智信”这五大精神内核，并
以此贯穿整个《少年奇妙游》。

节目整体以首次出山的少
侠在世间的经历为故事背景，演

绎出一个情谊交织的大唐江
湖。少年为了寻找五件信物游
历四方，这五件信物被赋予了

“仁义礼智信”的深层意义，这是
少年的旅途，也是节目主创对中
华文化追求的旅途。

《少年奇妙游》中细节满满、
看点颇多。主创严谨考究了唐
代舞蹈、服饰、美食、习俗，并在
节目中呈现出来，完美展现出了
真实的长安面貌，让观众仿若置
身盛世大唐；更有民乐天团还原
千年古曲，将古曲与离别诗相结
合，让情绪层层递进，展现不舍
与离思；除此之外，还以唐代镇
守边关的安西军将士为人物原
型，打造出一群具有使命感、时
代感的戍边将军形象，赞颂了边
关将士们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
表达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

归”的爱国主义情怀。
想要将如此强大的故事概

念落实成为一场沉浸式的视觉
盛宴绝非易事，晚会 13 个节目
组、1500 余人跨越大半个中国，
奔赴 20 多座城市，从雪山到沙
漠，从日出到日落，精雕细琢每
一处细节，最终成就了这场极致
震撼的国风盛宴。

20年不改正统国风 探索文化新

表达

作为运营了二十年的国风
网游 IP，这次网易大话西游和河
南卫视联手打造《少年奇妙游》
晚会，是游戏 IP在国风领域的一
次突破式耕耘，也是网易大话西
游 20年国风之路的一次重要突
破。

同时，这次《少年奇妙游》晚
会也是河南卫视在传承传统文
化中的全新尝试。不同于河南
卫视以往的“奇妙游”系列，这次
的《少年奇妙游》晚会作为首档
影视化游戏国风晚会，它的出现
不只是两个国风 IP的强强联手，
还是国风爱好者们在文化探索
道路上的精彩碰撞。

发布会现场，《少年奇妙游》
晚会总导演接受记者采访时透
露，网易大话西游中的文化元
素，为河南卫视导演组带来了启
发，同时大话对于国风文化严谨
的把控，也为节目组提供了很大
的创作空间。国潮之风，正在越
刮越猛烈。

晚会将于 8月 13日 19:30通
过河南卫视及全网平台播出，一
场国风盛宴，即将开启。

《少年奇妙游》8月13日上线，河南卫视能否带来新惊喜？

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在科
幻喜剧片《独行月球》的强势带动
下，8月4日七夕当天此间院线收
获 3.65亿元的单日票房，该成绩
也创下今年暑期档单日票房新
高。

作为一个近年来悄然兴起的
“小档期”，七夕在暑期档中曾接
连掀起小高潮，今年这一与爱情
相关的日子里，此前重磅登场的
《独行月球》保持优异表现，刷出
最强存在感。

7月29日上映的《独行月球》
此前明显提振了整个暑期档院线
表现，这部由开心麻花出品，沈
腾、马丽联袂的科幻喜剧单日票
房于七夕当日再次突破 2 亿元。
该片目前累计票房已破16亿元，
走势颇佳，业内对其票房期望已
达40亿元甚至更高。

排位次席的是点映新片《明
日战记》，该片由吴炫辉执导，古
天乐、刘青云、刘嘉玲等参演，此
次收获点映票房5898.62万元，第
三、四名为更为应景的爱情片《遇
见你》《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
分别有 4746.69 万元、1112.75 万
元的入账。

七夕电影单日票
房3.65亿元
创今年暑期档新高

新华社突尼斯8月4日电 世
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常
规挑战赛突尼斯站4日决出单打
八强，中国队的林高远、薛飞、范
思琦、张瑞四人晋级。

林高远在男单第二轮中直落
三局轻松击败日本选手丹羽孝
希，下一轮将对阵瑞典选手法尔
克。薛飞以 3:1淘汰了来自瑞典
的佩尔松。另外两名中国队选手
失利出局，刘丁硕0:3不敌巴西名
将卡尔德拉诺，袁励岑0:3负于斯
洛伐克选手汪洋。当日还爆出一
大冷门，头号种子、日本选手张本
智和 0:3 负于法国新星亚·勒布
伦，后者将与薛飞争夺四强席位。

乒乓球常规挑战赛突尼斯站：

国乒四人
挺进单打八强

《2022 中国好声
音》所有导师与刘
德华合唱《上海滩》

《2022 中国好声音》昨晚在
浙江卫视首播。首期节目的导师
秀作为好声音多年以来的保留项
目，仍旧是观众最期待的场面之
一。刘德华作为“好声音见证人”
率先登场。《好声音》办了十年，就
请了十次刘德华，刘德华也拒绝
了十次。他说：“好声音很勇敢，
十年了一如既往地坚持，这就是
我今天站在这里的原因。”随后刘
德华唱了一首十分应景的《今
天》。最后，所有导师以及隔空合
唱的“好声音见证人”刘德华一同
献上一曲《上海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