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前幕后

侏罗纪系列新篇章、 科幻冒
险巨制 《侏罗纪世界2》 将于6月
1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影片昨日
披露最新幕后制作特辑， 侏罗纪
世界经典交通工具 “陀螺球” 再
次发挥奇效， 搭载片中主角躲避
火山爆发、 恐龙群逃命的险况，
其越过悬崖从高空直坠海底的惊
心一刻， 也成整部电影拍摄 “最
大难点之一”。

架设过山车拍出“零重
力瞬间”

《侏罗纪世界2》 不乏比前
作更加震撼的大场面呈现， 并且
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 大多数情
况都选择实拍。 最重头的一场不
外乎火山爆发， 纳布拉尔岛上所
有生命集体出逃时， 女主角克莱
尔与新角色弗兰克林共同坐上陀
螺球高速坠海的场景。 特效主管
保罗·科博尔德表示， 为了拍出
“陀螺球越过悬崖的零重力瞬
间”， 剧组真的打造了一架过山
车。 而整场戏的拍摄更是涉及人
员众多， 导演胡安·安东尼奥·巴
亚纳带领团队 “跨越了多个大
洲”， 从夏威夷拍到伦敦的松林
影视基地才完成全部摄制。

制作团队对实拍的坚持以及
这样大动干戈的实物搭建， 为演
员的表演同样提供了很大帮助。
主演贾斯提斯·史密斯在看到过
山车的瞬间便大呼 “太陡了 ”，

而真实体验下落的过程， 则让他
和布莱丝·达拉斯·霍华德脸上惊
恐的表演最终成了本能反应， 有
极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深水实拍带观众体验
“幽闭恐惧”

陀螺球坠海后在水底的危险
戏码， 则成为影片制作人及联合
编剧科林·特莱沃若 “所有 《侏
罗纪公园》 系列电影中最喜欢”
的部分。 虽然这个场景 “没有恐
龙对他们造成威胁”， 但在胡安
导演的指导下， 观众们依然会跟
随主角一起， 共同体验陀螺球下
沉过程中 “幽闭恐惧的感觉”。

整场戏最终在一个九米深的
大水箱中完成， “不仅看起来惊
心动魄 ， 拍起来也提心吊胆 ”，
布莱丝透露， 她为此还 “专门学
了水肺潜水”。 另一位主演克里
斯·帕拉特则整整八天都需长时
间泡在水里， 不过这样拼命的极
限拍摄也让他充满信心， 《侏罗
纪世界2》 会成为 “史上最精彩
的一部电影”。

在 《侏罗纪世界2》 中， 纳
布拉尔岛火山爆发即将被毁， 甚
至可能造成恐龙的二次灭绝， 动
物行为学家欧文与现恐龙保护组
织负责人克莱尔决心重返岛上进
行救援， 崭新的冒险篇章就此拉
开序幕。

（新华）

■文化资讯

本报讯 （记者陈艺） 昨天，
明星版话剧 《婚姻生活》 亮相国
家大剧院， 作品改编自瑞典电影
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同名银幕
代表作， 以一对婚姻濒临瓦解的
夫妻为主人公， 道出了婚姻生活
“甜蜜又痛苦” 的本质。

在近日举行的该话剧沙龙活
动中， 导演萨菲·奈布介绍了这

部话剧的排演初衷， “我一直是
伯格曼的粉丝， 我从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看他的电影。 从那时候我
就开始梦想把伯格曼的东西搬上
舞台。 我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来
导更多的伯格曼的剧本， 这个剧
本对我的感受我用两个词来形
容， 一个是力量强大还有一种是
手术刀式的剧本。” 陈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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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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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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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八十年代》

于彧 整理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同
全球悬疑畅销小说家詹姆斯·帕
特森跨界合作， 共同撰写了一部
戏剧性十足的政治悬疑小说 《失
踪的总统》。 这是克林顿撰写的
首部长篇小说， 全书共22万字，
被视为2018年震撼全球的政治悬
疑小说。

《失踪的总统》 揭秘白宫权
力走廊背后的政治， 向世人揭开
只有总统才知道的秘密。 故事讲
述了由总统失踪引出的国际恐怖
组织、 白宫权力角逐以及世界局
势变换交织的惊天阴谋， 内容涉
及美国外交关系， 华盛顿政府的
运作模式， 以及白宫内部的权力
斗争， 同时呈现一个总统的日常
生活以及在紧要关头面临抉择时
复杂矛盾的情感。

离开电视荧屏九年后， 陈坤
携新作 《脱身》 回归， 剧中他一
人分饰性格截然不同的两兄弟 ，
准备上演一台“用生命浪漫，凭本
事脱身”的好戏。 对陈坤而言，无
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好的剧本
才是吸引他的最重要因素。

为人物写小传做足功课
搭档万茜感受愉快

在这部讲述三个年轻人为了
理想， 聚在一起并肩作战的故事
里， 陈坤首度尝试一人分饰两角
可以说是一大看点，乔智才、乔礼
杰两兄弟无论是扮相性格， 还是
行为举止都是两个极端， 也正因
如此，让陈坤对人物产生了兴趣，
“故事情节不造作，不是为了设计
戏剧感而刻意创造， 我一口气读
完（剧本），觉得可以试一试。 ”

陈坤一向接戏之后都会做足
功课， 准备之一就是为人物写小
传， 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我先
做了个区分， 比如大乔 （哥哥）
是个蹲过监狱、 混过黑道的有点
像小混混的人， 在我脑子里他已
经有了某些符号性的东西。”

写小传的过程同时也是陈坤
对角色的思考过程， 要在相同的
容貌下演绎出不同的角色， 陈坤
特意加入了一些细节来做区分：
“比如哥哥会眉毛上下动， 表情
比较浮夸， 身体语言比较丰富，
节奏快， 嬉皮笑脸； 弟弟是个物
理学家， 受过高等教育， 就含蓄
害羞一点。” 作为兄弟俩区别的
重点， 陈坤特意补充道， “还有
就是眉毛不要动！”

在剧中与陈坤搭档的是万
茜 ， 对这位近来备受好评的演
员 ， 陈坤也是不吝赞美之词 ，
“她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员， 她饰
演的黄俪文内敛爆发力强， 在事
件的推动和节奏里是个非常重要
的角色。 再加上她的表演非常细
腻， 我在现场就看她怎么表演，
我只要接上就好。” 因为有了演
技过硬的对手， 让陈坤格外享受

表演的过程， “表演本身就是交
流， 在现场把我理解的表演传递
出去， 有一种非常愉快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特别庆幸是她来饰演
这个角色。”

当演员学无止境
拍戏只看内心需要

近两年来不断有电影人选择
回归荧屏 ， 从周迅 、 倪妮到陈
坤、 刘烨， 影视互补合流的趋势
愈发明显， 但在陈坤眼中， 什么
样的潮流与大环境并不重要 ，
“我不管什么现象， 不管别人拍
不拍， 喜欢这个角色这个剧本，
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并不是因为
流行什么就去做什么， 而是因为
我自己想要去干， 这点对我来说
更重要。”

一直以来， 陈坤都非常看重
演员的自我提升，于他而言，表演
是需要终身感受和学习的，“我们
的成长都是靠通过不同戏不同角
色来练习和累积的， 遇见好的导
演和对手才能慢慢成长。”对表演
有着自己看法的陈坤， 更关注的
是对角色的喜爱，是否能把角色
演到他想要表达的程度， “我还
是一个简单的演员思维， 我对现
象和流行话题尽量避免去参与，
因为它会让我在一个较为客观的
事情上表达并不客观的态度。”

如此看重演戏本身的陈坤，
说到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演员
时， 直言 “这个话题太大， 首先
要理解表演对我们的意义是什
么， 有人把表演当成是实现自己
名利的工具， 但也有人把表演当
成是终身职业。” 在陈坤心目中，
他很喜欢做演员， “虽然曾经我
没有珍惜过， 但现在这十多年，
我特别庆幸我能成为演员。”

学无止境， 陈坤始终在努力
坚持丰富自己， “除了书本上的
学习， 还有平时很多比如对作品
的学习、 对人的观察的学习， 所
以说表演者本身就是个吸纳者，
随时都在学。” （新华）

上世纪八十年代， 朱伟骑着
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 去见另
一个作家。 在此期间， 他相继在
《人民文学 》 推出莫言 、 余华 、
苏童、 刘索拉、 阿城、 格非等一
大批作家。 2013年， 朱伟开始在
博客中写 《我与八十年代》， 期
望以自己的生活轨迹回忆那个时
代的每一个节点， 记录与一位位
作家交往的过程。

本书是朱伟三年阅读和写作
的结晶， 他逐一重读了活跃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重要作家的
经典作品， 条分缕析， 系统解读
了王蒙、 李陀、 韩少功、 陈村、
史铁生、 王安忆、 莫言、 马原、
余华、 苏童10位标志性作家的作
品， 让读者能够通过一篇文章读
懂一个作家。

拍戏忠于内心
表演学无止境

陈陈坤坤：：

大剧院开聊《婚姻生活》

《侏罗纪世界2》：
“陀螺球”戏成拍摄最大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