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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主演张涵予：

电影《三湾改编》导演杨虎：

人物至上、故事为王

很早就关注了张定宇

■文/本报记者 林琳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电影 10 月 1 日开机，他第二天就去了金银

一条，都要自己亲自去摔。

潭医院。他觉得，有必要跟着张定宇一起生活

而为了表现出张定宇的语言特点，张涵予
把握讲话的语速上，力求贴近张定宇的讲话的

至关重要的作用。

状态。哪怕是一句对白，他都要反复揣摩问自

近些年来，
“三湾改编”多次出现在不同的

重要改革。
“ 以往的艺术作品从不同角度讲述

己“这句话是不是人物在这个规定情境下能说

影视作品中，但单独把“三湾改编”拿出来拍摄

了什么是‘三湾改编’，但这部影片，要讲清楚

一部电影还是头一次。当了 40 年兵的八一电

为什么要进行‘三湾改编’。”

出来的话？”，张涵予觉得，人物说的每一句话，
都得是张院长会说的话，否则他会觉得自己

“支部建在连上”、
“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

有的地方都体现了一个实干院长所应该做的

涵予透露，电影里好多对白都是他临时加出来

治军方略的重要意义。
“ 电影《三湾改编》的核

一些工作”。张涵予还跟着张定宇开了几个

的，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希望表演更贴近张

心就是要讲清楚‘三湾改编’的由来和意义。”

定宇的真实状态。

在杨虎看来，人物至上、故事为王，是他在这部

湖北人的个性。他还在张定宇身上看到了坚

电影里，张院长与被新冠感染的妻子的一

强，虽然自身患有渐冻症，但依然乐观向上，想

通视频通话感人至深，张涵予坦言，自己也被

带着医院的人一起往前冲。在张涵予看来，张

这场戏所打动。他说，演这场戏的时候，特别

定宇“是一个接地气、有担当的男子汉，是一个

能体会院长当时的心情，
“ 我知道他和他的夫

硬汉”
。

人感情非常好，他写了一百多封情书给他爱

跟张定宇三四天的相处中，最令张涵予动
但他做的这些事情，都不是口号，而是实际在

人，现在还能写情书的人，已经很少了。他是

次能来演张定宇，是件“挺有缘分的事”
。
为了更好地塑造角色，张涵予在语言、行
动、状态等方面下功夫。生怕出一丝纰漏，直
到《中国医生》在武汉举行的全国首场放映结

没意思了。
”

时间紧，但一样要出
“细活”

泽东这个人物上。对此，杨虎很有信心，
“尽管

杨虎把《三湾改编》创新的抓手放在了毛
演员侯京健出多次饰演过毛泽东，但在《三湾
“连拍 28 天，还下了 15 天雨”，短短的几个

改编》，观众依旧能够看到一个和以往不太一

白里，倾注了院长对妻子所有的情感。

在影片中，观众将看到一个在战场如何指

是按照艺术规律在创作。”据杨虎介绍，在开拍

挥、如何杀敌的毛泽东形象。
“包括 34 岁的毛泽

之前，
团队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
加之八一厂的

1:1 搭建医院场景

样的毛泽东形象。”

东如何拿枪战斗、遇到危险如何处理和他的心

创作人员都是军人，对于“三湾改编”的历史和

理状态。”杨虎告诉记者，当他用军人的眼光去

在《中国医生》的拍摄现场，无论是普通病

意义早就烂熟于心，
因此准备上是非常充分的。

审视这段历史，会得到一种不一样的角度。影

房、ICU 病房，还是医院楼道、大厅、办公室，所

“人物至上、故事为王”，杨虎用这八个字

片最大的真实是人物内心的真实，人物内心的

宇院长身上。”
张涵予说。

有的置景都严格按照 1:1 的医院标准搭建。

形容《三湾改编》追求的艺术表现形式。虽然

的表演风格，不去强调和放大角色的特点、。

在现场指导，以把握影片在医疗方面的专业

个主要人物都做了小传。
“我翻阅了很多资料，

的强项。杨虎表示，影片中有很多长镜头，他

对于渐冻症导致的张定宇两条腿的不便，张涵

度，
“因为这真的是很专业的一部影片，不能胡

小传中记录了人物当年说了哪些话，做了哪些

利用长镜头不断地刻画人物，尤其是表现战场

来。
”

事。他们的家庭背景、个性、职业状况等。
”

的情况。这不仅要求演员表演一气呵成，还需

在《中国医生》里，张涵予采用了“收敛式”

予认为，抓到大概状态就可以了，没必要放

张涵予透露，有几十个专业的医务工作者

要美术等各个工种相互配合默契，这也是八一
电影制片厂的强项。
“ 长镜头很带着观众走进

身，更是用电影的形式，再现了 1927 年，中华大

战场深入，观众会随着战况紧张起来，怎么还

地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群中国年轻人的所

不开枪、快扔手榴弹……这一系列镜头体现出

厕所也不方便。刚开始防护服稀缺，我们都是

思所想、所作所为。
“ 影片中很多的革命先辈，

了战斗的真实性。服化道等各个环节都要精

一身穿到底，
没办法，
咬牙坚持吧！
”

都是二三十岁就牺牲了。他们中很多都是重

心设计，
才能体现出真实感。
”

防护服演戏的经历，那种闷在防护服里的感觉

贴近。

让他至今难忘，
“ 我进去穿半个小时、一个小

议，
“那个绝对不能要替身的。”张涵予说，那场

时，脸上就勒得全是印。很热，会出很多汗，上

戏的摔，是因为人物当时接到了许多不好的消

演 完《中 国 医 生》张 涵 予 有 时 候 会 想 ，

张涵予对这部戏看得重，早在新冠疫情暴

息，心烦意乱，受情绪影响，才会滚下楼梯，要

疫 情 中 ，那 些 真 实 的 医 生 、护 士 穿 着 防 护

发初期，他就关注到了武汉金银潭医院和院长

是让武行演员去摔，虽然能摔得专业、摔得漂

服一工作就是七八个小时到一天，
“他们

张定宇。

亮，但，
“ 那就不是人物了”，张涵予坚持，每拍

真 的 太 不 容 易 了 ”。

东野圭吾小说改编电影《回廊亭》
“相约贺岁”
本报讯 7 月 20 日，由来牧宽执导，任素汐、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作为一个医务人员，她需要具备的一些

在袁泉看来，
《中国医生》的表演，
必须抛开

心理素质，是常人没有的。”最让袁泉钦佩的

以往所有的表演经验，这部戏讲的是个真实发

是，文婷身上那种临危受命的沉着冷静以及长

生的故事，
她要走到医务人员当中去，
让自己进

年积累的专业经验和判断。她说，文婷就是在

入他们的状态。她比喻，
《中国医生》里的表演，

疫情当中坚守在岗位上拼尽全力的许多医护

就像一棵树，
“树的表面是糙的，会让你的手磨

工作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只要穿上白

破的，但是它的根扎得很深。所以细节上会觉

大褂，就是一个专业的状态”
。

得不要化妆，
头发不能太整齐，
因为文婷主任没

电影拍摄前，袁泉和其他演员一同接受了

有时间，她的精力全部都在救人上。”这让成为

专业医学顾问的培训，除了技术学习，袁泉最

了文婷的袁泉，
脱去了一切舒适感，
她让防护服

大的收获是获得了一些启示，比如“作为一个

把自己汗透，
脸上布满印痕也要一直戴着口罩，

医生的自我修养”。

她说，她似乎感觉到，在疲惫不堪的时候，好像
会跟他们（医护人员）接近了一点点。

得他们都有一种坚定的力量，特别乐观。她问
过那些曾经在一线战斗的医学顾问，
“ 当时你

众熟知，也在《我和我的家乡》、
《夺冠》等作品

火”
版概念海报，定档贺岁。

中贡献出演技名场面。此番两人首次挑战悬

吾的作品《回廊亭杀人事件》，东野圭吾曾获得

没看剧本前，我已主动请战

防护服就是
“战袍”

们是怎么过来的？”他们给的答案特别简单：
“扛过来的”。
“相信专业的力量，然后拼尽自己

袁泉说，在这个戏里，任何的舒适感都跟

全力，去把手上接到的每一个病人安排好，做

角色是不搭的。为了接近疫情时医务工作者

好护理，好像那时候脑子里想不了别的，没有

的状态，她往往一穿上防护服就“舍不得”脱下

别的。”袁泉说，
“ 这大概就是作为一个医生的

来，
“因为换了衣服一下就舒服了，舒服下来给

职业精神吧。
”

你感觉可能就不对了。”

演刘敏涛凭借热播剧《伪装者》、
《琅琊榜》被大

刘敏涛领衔主演的电影《回廊亭》发布“回廊之
影片改编自日本知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

《中国医生》主演袁泉：

袁泉记得，初次见到这些医学顾问时，觉

除了人物外，表现真实的战场也是八一厂

了影片巨大的力量，不仅解释了“三湾改编”本

着，这样的设计也与现实中张定宇的表现颇为

滚下楼梯的戏时，张涵予拒绝了使用替身的建

感受要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

张涵予感慨于医护人员的不易，回忆起穿

大。他选择了藏着演的方式，在人前更要收

在拍摄张院长因为工作奔忙劳累不小心

创作时间十分紧张，但杨虎还是把影片中每一

在杨虎看来，上述所有额细枝末节，却给

电影的时候，张定宇就坐在自己身边，电影落

跟张定宇
“见习”

“如果只是把人家拍过的东西重复一遍，那就

编”
的由来和意义的最佳表达方式。

致。
“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拍摄中，我们始终

束时，张涵予才算真正踏实。他记得，当时看
幕，张定宇对他说了声“谢谢”
。

拍摄《三湾改编》，与杨虎而言，最大的难
点在于面对同一段历史，如何能够拍出新意。

字，已经把《三湾改编》拍摄难度体现得淋漓尽

湖北省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公共卫生总

绝对不能要替身

影片中追求的艺术风格，也是讲清楚“三湾改

在真实中追求真实

一个铁汉柔情的院长。”张涵予说，这场戏的对

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
“ 在这种最危难的
时刻，一个有担当的共产党员，就体现在张定

部建在连上”、
“ 官兵平等”等“三湾改编”中的

影制片厂导演杨虎从当兵第一年起，就深知了

“太露怯，太丢人”。在这样的表演思路下，张

容的是，张定宇虽然只是一家小医院的院长，

按生日算，他比张定宇大三天，他觉得，自己这

等”
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的故事。

直查到 12 点。他感叹，张定宇工作细致，
“所

会，他发现张定宇有脾气，又非常地直率，极具

张涵予跟张定宇都是 1963 年 12 月出生，

他表示，影片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述了“支

近距离接触张定宇的那几天，对塑造人物起了

病人的房间，去了肺结核病房，从早上 9 点一

师，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

“三湾改编”，创立了“支部建在连上”、
“官兵平

了国家和民族抛头颅洒热血。”在杨虎看来，
《三湾改编》是一部拍给当下年轻人看的电影。

没有拘泥于剧本中的台词对白，他把功夫下在

一家传染病医院，张涵予跟着张定宇进了艾滋

人物原型是“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1927 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三湾村领导

点大学、海外留学归来的优秀青年人才，均为

几天。后来，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张涵予说，

“我们一早就去查房，”由于金银潭医院是

张涵予在《中国医生》里的角色叫张竞予，

由杨虎执导，侯京健主演的电影《三湾改
编》已于 7 月 19 日在全国公映。影片讲述了

日本推理小说界的最高荣誉“江户川乱步奖”，
被誉为“集以往前辈之大成的悬疑大师”。电
影《回廊亭》集结了优秀的主创班底与实力派

疑犯罪类电影，颠覆观众既往印象，力求在大
银幕上为观众带来全新的体验。
电影《回廊亭》已经进入到拍摄阶段，
在7月

5 日的开机仪式上，一众主创出席并分享感言。
制片人马珂动情表示，主创团队和参演人员对

演员，导演来牧宽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

电影《回廊亭》的无条件奉献，让他感受到了青

系，十分擅长处理悬疑类作品。制片人马珂曾

年电影人对电影事业的热爱，十分感动。导演

担任电影《让子弹飞》、
《失恋 33 天》的制片人。

来牧宽表示，
这个充满悬疑、
推理桥段的故事背

剧本统筹文宁曾担任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

后牵连的仍是人的感情，整个剧组必将共同努

编剧，其作品累计票房已超过 50 亿。编剧许渌

力，
将《回廊亭》打造成一部有温度的电影。

累计超过 30 亿，编剧张仕栋的网剧作品《余罪》

宽执导，任素汐、刘敏涛领衔主演，文宁担任剧

影《驴得水》、
《无名之辈》中贡献上佳演技，主

任制片人，
将于2021年贺岁档全国公映。
（木夕）

洋的电影作品《我和我的祖国》、
《受益人》票房
获得豆瓣评分 8.4。主演任素汐曾在高口碑电

该片由天马映像影业、
向上影业出品，
来牧
本统筹，
许渌洋、
张仕栋担任编剧，
马珂、
肖飞担

《平原上的摩西》入选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本报讯 当地时间 7 月 19 日上午，第 69 届

定档海报中两人在大雪中的温情相拥，散发着

围名单，此前已定档 12 月 24 日上映的电影《平

一个人”的主题语则昭示了两位主角之间有一

原上的摩西》名列其中，将代表华语电影向电

场未知的“放一把火的约定”，在命运和情感的

影节最高奖项“金贝壳奖”发起冲击。

牵引之下，这场约定能否如期上演，两人的羁

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公布主竞赛单元入

清冷缠绵的气息，唯美浪漫。而“放一把火，等

影片改编自双雪涛同名小说，由刁亦男监

绊又将如何延续，勾起了观众无限好奇。对于

制，双雪涛任艺术总监，张骥导演，周冬雨、刘

周冬雨和刘昊然这对新鲜组合，观众们也抱有

昊然领衔主演，讲述刑警庄树（刘昊然 饰）在追

极高的期望，力赞二人是“年度最期待的银幕

查一起出租车杀人案时，意外发现昔日青梅竹

CP”，并表示希望在平安夜“邂逅一段别样的银

马的好友李斐（周冬雨 饰）也被牵扯其中，由此

幕爱情”，影片“想看”指数持续走高，强势领跑

揭开 8 年前的一段往事。

今年贺岁档，
有望在年末掀起观影热潮。

从开拍、杀青到定档，
《平原上的摩西》得

该片由上海猫眼影业有限公司、天津猫眼
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无限自在文化传

起广泛讨论，聚焦时代变迁和个人命运走向的

媒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突燃影业有限公司出

拍摄中，当袁泉走上手术台，看到真实的

一位江苏援鄂医疗队的医生给袁泉计了

血肉时，她时常问自己，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

次时，从她穿上防护服开始，到完成当天的拍

在北京，但漫长的封城期对她而言，感受到的

撑医生站在手术台前完成了这些繁琐而精准

恐慌和不安，不比身在武汉的朋友少。这也让

的操作？袁泉说，作为演员，她永远都还原不

摄，
脱下防护服，一共 8 个小时。

到影迷的持续关注，此前发布的一系列物料引

她出演《中国医生》，多了几分深意。

了疫情中的他们，唯有尽全力去接近。随着拍

防护服穿了多久吗？我说我不知道。她说 8

现实题材、首度银幕合作的周冬雨刘昊然、独

品，绿光影业（上海）有限公司、诸神联盟影业

特的冷冽美学质感都引发期待。从定档预告

（天津）有限公司、平潭喜东东影视有限公司、

袁泉是湖北荆州人，疫情暴发时，尽管身

电影剧本还没给到袁泉手上，她已经主动
请战，她说，
“ 这是不可能拒绝的一部戏，它的

摄深入，袁泉越来越觉得，自己对医生这个职

个小时。”袁泉说，一次穿了这么久防护服，连

业深深地肃然起敬。

她自己也没有想到。

用眼神演戏

就会有戏里的状态。”袁泉说，她觉得穿上防护

价值超出了一部电影本身”
。
袁泉扮演的重症医学科主任文婷的角色

“她问我，袁老师，你知道你最长的一次穿

服就像是披着“战袍”去打仗。有时候，一个长

影。她说，自己穿上防护服的那一刻，就仿佛

《中国医生》上映后，演员们的“眼技”一度

镜头拍下来，所有的疲惫都感觉不到，
“穿防护

上了战场，防护服就是她的战衣。当她走到医

成为热议话题。由于电影中，演员们大多时间

院，就进入了状态，不需要以往任何的表演经

都需要戴口罩，
只能通过眼神演绎剧情。

服 8 个小时，当然会有累的感觉，就导演喊‘停

整个人被不安、体力透支折磨到疲惫不堪时，
好像就能跟他们（医务人员）接近一点。
袁泉说，
“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医务工作
者真的很伟大，很伟大！”

一线医务人员的缩影
在电影《中国医生》里，袁泉扮演的角色是

用眼睛演戏这件事，
《中国医生》剧组里许
多演员都说，
袁泉最不难，
她眼睛里全是戏。

’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可能需要一个支点，稍

本报讯 为了传递电影精神，助推青年电

微喘口气。但说‘再来’，开拍的时候，瞬间又

影人成长，十位中国导演程耳、陈思诚、刁亦

忘记了。
”

男、冯小刚、管虎、贾樟柯、娄烨、宁浩、王小

述十位中国导演共同支持的 100 万元资助款，
款项用于该片的中国内地发行及影片导演下
一部电影作品的开发。

谈及这一表演技能，袁泉笑言，自己的大

有一次，她的腿部韧带出了些问题，直到

帅 和 张 一 白（按 姓 名 拼 音 首 字 母 排 序）将 合

眼睛其实是“眼技”表演的难题，
“ 可能在别人

拍完，才感觉到了疼，
“ 拍的时候，我突然一下

看来眼睛大是一个优势，但在我自己看来，我

觉得好像感受不到那个问题，我觉得我的疼痛

力捐资人民币 100 万元，从第五届平遥电影
展“藏龙”单元的入围作品中，挑选一部优秀

《过昭关》、
《热带雨》、
《日光之下》、
《汉南夏日》、

反而是要更多的控制，控制情绪……因为在这

好了，没有了。然后一个上午拍完，休息一个

华语电影作品进行现金资助，以帮助和支持杰

《野马分鬃》等优秀华语影片和文晏、刘健、白

个职业上，有的时候你的个人情绪是不能流露

小时以后，那个疼痛又回来了。”她渐渐理解了

出的华语新人新作。

太多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讲，这个反控制其实

疫情期间医务人员为什么能够忘我地工作，为

是一个难题。
”

什么会有大夫 36 个小时不合眼，
“当时大夫们

一，
“藏龙”单元展映华语新导演的处女作或第

王学兵、杨雁雁、周游、刘雅瑟等演员也从平遥

不会有时间，不会有这个精力再去关注自己，

二部、第三部电影作品，致力于发现并积极推

国际电影展出发，
备受行业内外瞩目。

作为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官方展映单元之

如何做到不流露情绪？袁泉说自己的办

时，这个角色被定义为疫情中一线女性医务人

法就是永远告诉自己不要慌，
“ 但是不慌不太

你的累、疲惫好像就消失了。我想他们在临床

广新人电影导演的优秀作品，并为这些影片提

可能，所以我拍这个戏一直在告诉自己：沉住

当时去救病人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有一种

供展示平台。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

气，
不慌。
”

奋不顾身的感觉。”

单元入围影片中，将有一部优秀作品获得由上

也是整个医疗界的中坚力量。

（影子）

十位导演捐资百万
鼓励第五届平遥电影展一部优秀华语影片

重症医学科主任文婷。袁泉记得，编剧阐述
员的缩影。而在她心中，坚守在 ICU 的文婷，

厦门砚石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每天就是开拍了穿上，穿上那个衣服你

是疫情当中奋战在一线的女性医务人员的缩

验，不能要任何的舒适感。她感觉到，只有在

里得以窥见李斐与庄树若即若离的感情关系，

前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藏龙”
单元曾先后
发掘并鼓励过《嘉年华》、
《大世界》、
《过春天》、

雪、
霍猛、
陈哲艺、
梁鸣、
李冬梅、
王晶、
韩帅等诸
多新锐导演；
此外，
文淇、
冯文娟、
杨太义、
黄尧、

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将于 10 月 12 日至

19 日在位于山西晋中平遥古城内的平遥电影
宫举行。

（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