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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娱乐
广东出品，国际合作

中国首部火山灾难
大片《天·火》热映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首部国产火山题材视效灾难
大片《天·火》12 月 12 日正式登
陆内地院线。 影片从筹备到拍摄
及制作总共耗时七年， 以独特
的”重灾难 + 轻科幻“模式在同
类型中开辟了一条新路。 更值得
一提的是， 该片由广东省的影视
公司牵头出品， 并联合国际先进
电影团队共同打造。

《天·火》由中国金牌制片人
董文洁联手国际知名导演西蒙·
韦斯特打造，演员王学圻、昆凌、
窦骁等主演。 影片讲述了一个惊
险的故事：一场突如其来的火山爆
发，让美丽的度假胜地天火岛瞬间
进入逃生模式， 面对这场生死危
局，地质学家李文涛和女儿李晓梦
等人展开了一场分秒必争的自救
与他救……

与传统国产电影不同，《天·
火》 开创了一条全新的国际合作
模式： 由中国制片团队完全主
控， 聘用国际知名导演执导，以
国际化的视角讲述一个彰显东方
情感和人物关系的中国故事。 影
片在今年的北京、戛纳、上海、海
南岛四大国际电影节上广受业界
认可。 片中围绕火山爆发的各种
震撼而新鲜的视听体验， 包括岩
浆涌动、 火球飞冲、 地动山摇等
大场面， 让影片的首批观众集体
点赞。

男主角王学圻坦言 ，《天·
火》 是他从影多年来拍摄的第一
部灾难片， 包括片中饰演其女儿
的昆凌在内， 一众青年演员的敬
业和吃苦精神令他印象深刻。 而
一向宠妻的周杰伦也为《天·火》
埋下彩蛋———其为影片创作的主
题曲《我是如此相信》MV 只随影
片发行。 换句话说， 只有去影院
看《天·火》，才能欣赏到周杰伦
的这首最新创作。

在《只有芸知道》里，感受细水长流的爱情

不不希希望望生生活活中中
只只有有酒酒店店和和片片场场

黄轩：
因为受一对多年挚友的爱情

故事感动， 冯小刚带着黄轩和杨
采钰去新西兰拍了一部《只有芸
知道》， 影片将于 12 月 20 日正
式公映。 没有一般爱情片的“作”
和“闹”，在《只有芸知道》中，最
终能让一对有情人分开的只有
“生死两茫茫”。

这是黄轩继《芳华》之后再一
次跟冯小刚和杨采钰合作。 还是
“深情男”人设，只是这次他要挑
战自己从未经历过的十年婚姻
戏。前晚黄轩来到广州，在接受羊
城晚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只有芸
知道》让他自《芳华》后再一次感
受到冯小刚渴望返璞归真的现阶
段状态， 也更坚定了他自己想要
“细水长流的爱情”的心意。

记者：冯小刚是如何找你出
演《只有芸知道》的？

黄轩：我这个角色的原型是
导演的发小，也是我们共同认识
的朋友。 导演要拍这个故事我
其实完全不惊讶，只是没想到他
会找我来演。 因为原型已经 50
多岁了，我以为他肯定会找个年
纪大一些的演员。 结果有一天
我在拍广告， 导演突然打电话
给我， 他说你有没有 20 分钟，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导演很会
讲故事， 他说完我就已经很感
动了， 那种生命无常和细腻情
感都很触动我。 导演说，剧本大
概有三分之二是主人公年轻时
候的故事， 四五十岁阶段只有
一部分， 会用特效化妆来帮助
我。 我说那太好了，当时就敲定
了档期。

记者：当时导演跟你说过女
主角的人选吗？

黄轩：他跟我说，女孩是采
钰。 我当时一听就说挺好，心里
想这是什么缘分啊，连着三部戏
在一起。 我觉得她挺合适的，我
们看过那对夫妻的照片，采钰跟
她长得有点像，神韵也很相似。

记者：深情的男人 ，这种角
色你已经不陌生了。 《只有芸知
道》中的隋东风有何特点？

黄轩：这个角色最有难度的

地方，一是我没有结过婚，二是
我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死爱情，三
是我没有在国外生活过。反而对
于“深情”的演绎，我没感受到
太大的难度。其实这个片子我也
没怎么在演，我跟自己说，我就
是来过一段人生的。我比剧组早
半个月到新西兰，第二天就把角
色的衣服穿在身上，直到杀青那
天才换掉。那半个月我天天去中
餐厅上班，在后厨练习切菜炒菜
颠勺， 采钰就在前面端盘子端
碗。《只有芸知道》 是一个真实
的故事，百分之八九十的情节都
是真实的，所以我必须走进主人
公的生活去体验一下，而不是去
生造一个所谓的“暖男”人设。

记者：故事里的爱情并没有
太多跌宕起伏 ，你觉得现在的年
轻人理解这样的爱情吗？

黄轩： 我觉得这样的爱情，
现在肯定有，只是没那么普遍罢
了。 我们有微信，认识一个人或
者开始一段感情要比影片中那
种异国他乡的环境容易得多。像
我身边很多朋友，可能我今天见
过他的这个女朋友， 等我拍完一
部戏回来，他又换了一个女朋友。
或者今天我给这个朋友录完结婚
的祝福视频， 说等我拍完戏回来
庆祝一下，一年之后他已经离了。
但我觉得，这个时代越是变化快、
诱惑多， 人的内心反而越向往一
种平平淡淡、不骄不躁、真切牢靠
的感情。 就像电影一开头说的那
句话：从前的日子很慢，车、马、邮
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记者：你自己比较期待什么
样的感情？

黄轩：现在我比较期待细水
长流的爱情，两个人互相陪伴依
偎。演员的职业让我们的生活一
直在变动，你甚至不知道下一部
戏是什么，后半年自己又会在哪
里。 我会希望能有一段相对安
静、深切、有安全感的感情。 当
然，有些东西可遇不可求。

记者：对很多仍在期待 “冯
氏喜剧 ”的观众来说 ，冯小刚近
年来的题材选择可能挺让他们

惊讶的。
黄轩： 或许因为拍过 《芳

华》，所以我倒没那么惊讶，因为
我知道导演现在的状态和表达
在哪一个阶段。他现在可能不太
想单纯为票房而拍片，他更想拍
一些能够感动他自己的片子。他
也越来越沉浸，越来越回归到内
心深处了。我觉得导演的内心非
常柔软，我们拍摄的时候，他经
常会流泪。记得有一次他写好最
后男女主人公在病床上道别的
戏，把我们叫到他车里，他就把
台词给我们读一遍。读一半就泣
不成声，打开窗抽了根烟，才慢
慢继续读完。

记者：想过跟冯小刚合作一
部喜剧吗？

黄轩：我想啊，但导演后面
不知道要拍什么。 我也跟他说过
拍喜剧，他说要再观察观察。其实
我觉得我真能演喜剧， 傻萌傻萌
或者冷幽默都行， 只是目前还没
有合适的作品把我这一面开发出
来，但我相信以后肯定会有。

记者：感觉你今年曝光量
相对没往年那么多 ，是刻意如
此么？

黄轩：今年“营业”比较少
（笑）。 上半年一直在新西兰拍
戏，我也跟工作人员说，我想
要安安静静地拍一部电影，尽
量不要打扰我，所以那段时间
我什么活动和宣传都没参加。
今年我也确实有意放慢脚步，
前几年“营业”有点太频繁了，
累了。 演员就跟车一样，你跑
一段时间，就要加油、养护一
下。 我想多点闲暇时间充充
电， 哪怕只是过点简单的日
子。 我不希望我的生活中只有
酒店和片场。

记者：近年来的表演类综
艺节目很火，你不想去吗？

黄轩：我不擅长在综艺上
表现自己。 前面坐着一对评
委，我上来演一段，这种状态我
可能发挥不好。 我比较适合沉
浸在剧组里，体验生活，培养情
绪，慢慢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记者：现阶段 ，你对拿奖
有没有期待？

黄轩： 说完全不想是假
的，没人会不想拿奖。 但是，拿
奖是一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的事，有很多偶然性。 如果把
它设为目标的话，对于表演来
说不是好事， 目的性太强，太

功利了。 你演戏，安心体验角
色就好。 如果未来能得奖，那
当然很高兴；如果没得，那也
不代表你就演不好戏。

记者：对未来的角色有什
么要求吗？

黄轩：我还是一个对角色
有要求的人，但演员的性质就
是等待和被选择———就算我
想演，没这个剧本出来我也没
办法呀。 我只能在可选择的范
围里，尽量找一些有突破的角
色。 比如我刚在内蒙古拍完一
部偏文艺的作品，人物性格跟
过去我演过的角色都不一样。

记者：合作过的导演和演
员都夸过你演戏投入 ，你觉得
自己算是“戏痴”吗？

黄轩：我拍戏，有时候是会
忘了苦不苦，冷不冷，热不热，
但都是为表演服务， 我倒觉得
自己还没到“痴”的地步，特别
是相对于那些我欣赏的演员来
说。 丹尼尔·戴 - 刘易斯应该
算是“戏痴”———他拍《我的左
脚》，开机前一个月就不下轮椅
了；拍《最后的莫西干人》，除了
自己打来的猎物他什么都不
吃；演《林肯》的时候，圣诞节回
家都要穿着戏服， 让家人都喊
他“总统先生”结果导致不欢而
散……那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
“戏痴”，我还远远不及。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开机前当了半个月厨师，戏服没脱过
生活一直在变动，更渴望安静的爱情 适合剧组，不擅长在综艺上表现自己

《只有芸知道》剧照黄黄轩轩 《《天天··火火》》剧剧照照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璐瑶、 通讯员
华轩、实习生严家慧摄影报道：12 月 6
日 -7 日，多位建筑界院士、大师齐聚
羊城， 庆祝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工设计
院”）建院 40 周年。

2010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
程、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馆、世界反法
西斯胜利中国战区胜利纪念馆、 澳门
大学横琴校区、2018 青岛上合峰会主
会场、南海博物馆、2008 北京奥运会羽
毛球馆和摔跤馆……12 月 6 日下午，

“建筑激情 40 载，腾飞创造未来”华工
设计院建院 40 周年作品展开幕，华工
设计院 40 年来具有重大影响力和重
大意义的设计项目尽数亮相。

展览分为三个部分，以图片展示为
主， 配合数字多媒体、3D 打印等新技
术，展陈了 30 多个模型作品，并以实
景图展示了上百个精品项目， 向社会
各界展现与时俱进、 种类多样的综合
设计能力， 向设计同行分享产学研相
结合、深耕创作的设计经验。

当天，华工设计院还举行庆祝建院
40 周年学术报告。中国工程院院士、东
南大学城市设计研究中心主任王建
国，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院长庄惟敏分别作了题为《建筑师
与城市》《建筑师的职业责任与建筑设
计品质的提升》的学术演讲。

据介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
究院正式成立于 1979 年 11 月。 记者
了解到，作为建筑业的“获奖大户”，截
至 2019 年 11 月，华工设计院荣获国内
外各类专业奖项 900 多项。 其中有全国
十大建设科技成就奖、 詹天佑大奖、梁
思成建筑奖、光华工程科技奖、国家科
学技术奖、中国建筑学会设计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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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馆”等建筑模型
在华工展出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
究院多场活动迎建院 40 周年

“90 后”援藏支教：
在毕业前，做一件有意义的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通讯员 广大宣

用半年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你会选择做什么？ 今年 8 月初，来自
广州大学的一群“90 后”准毕业生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在雪域高原放飞青春梦想。 于是，他们从温暖的岭南沿海来到平均海拔
3300 多米的西藏林芝波密县，成为广东组团援藏、广州大学第五批援藏支
教实习队成员。

12 月 6 日，他们完成支教任务回到广州。 下一个学期，广州大学第六批
支教实习的学生们又将去到波密，将这支“教育援藏”的接力棒传递下去。

记者了解到，2017 年 7 月， 广东省教育厅就与林芝市签署校地共建项
目协议书。 作为集体签约的 13 所高校之一，广州大学与林芝市波密县合作
共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地，对口帮扶波密县教育事业的发展。

“过错是暂时的遗憾， 而错过则是永远的遗
憾。 ”今年 8 月，7 名来自广州大学的大四学生从
广州出发，翻山越岭，来到平均海拔 3300 多米的
西藏林芝波密县，开始一个学期的援藏支教。

据统计，2017 年至今， 广州大学先后选派了
五批共 55 名优秀学生赴波密县开展为期半年的
支教实习活动， 既精准补充了当地学校短缺学科
师资，又提升了高校服务社会、支援边疆的能力，
让学生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全方位的锻炼，大学
生思想政治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惠州女孩梁嘉欣原本准备考研。 备考还是支
教？ 她最终决定踏上从广州飞往林芝的飞机。

触手可及的蓝天白云、 连绵起伏的雪山、纯
洁晶莹的冰川、纵横奔流的江河……西藏美景让
梁嘉欣震撼了：“终于来到了一直憧憬的雪域高
原。 ”支教时间越久，她越发现，这里的孩子特别
淳朴，特别善良，特别容易展现生活的美。 她希
望，自己能发挥美术专长，帮助山区的孩子们发
现美、感受美、享受美。

陈雅仪和杨兰芳是两位海边长大的广东女
孩，大三下学期，她们曾有机会去西藏，却遗憾错
过了。 从此后，她们拿定主意：“必须在毕业前做
一件有意义的事！ ”

此次援藏支教， 两人想都没想就果断报名，
最终被安排在波密县中学担任英语教师。 她们
说：“我们希望能发挥自己英语口语的优势，让西
藏小朋友大胆地开口说英语。 ”

陈雅仪告诉记者，家人一开始并不同意她到西
藏支教，担心她的身体不适应高原生活。 为了圆自
己的“支教梦”，她跟家人说了不少前几批支教的师
兄师姐们的故事，并与家人“约法三章”，只要她通
过体检并符合支教实习条件，就同意她去支教。

刚到波密， 支教实习队队
长谭俊怡和其他 4 位同学被安
排到波密完全小学综合组 ，主
要负责音乐 、 美术 、 科学 、劳
动等素质课程 ，同时担任副班
主任。

“拿到课表的那一刻，我整
个人都蒙了， 所任科目都不是
自己的专业。 ”谭俊怡笑道，“白
天要上课，晚上要带晚自习，周
末还要带兴趣班， 每一天都被
安排得满满当当。 ”

支教的第一节课是 音 乐
课，他原本以为，音乐课不就是
领一群小孩子唱歌吗？ 这有什
么难的！ 没想到，这堂课上，他
还是出了“洋相”：孩子们太积
极活跃了， 课堂上有追逐打闹
的、有抢着回答问题的、还有受
委屈哭闹的……乱成了一锅
粥。 束手无策的谭俊怡在带队
老师的帮助下， 才勉强控制住
课堂。

这样的场景， 在其他队员
身上也同样出现。 陆续受到“打
击”后，队员们对自己的课堂教
学进行了反思， 并向指导老师
“取经”， 还去当地老师的课堂
旁听。

大家分析发现， 相比内地
学生，这里的孩子性格活跃，对
一切充满了好奇， 因此不能照

搬内地学校“要充分调动学生
情绪”那套教学方法，反而要适
当控制学生情绪， 把控好课堂
秩序， 才能让孩子们真正喜欢
自己的课。

在波密县中学担任英语老
师的杨兰芳也遇到过同样的困
惑。 第一次上课，她原本打算在
学生面前“秀”一下自己流利的
英语口语， 还打算采用全英教
学。 没想到，她一开口，大部分
学生都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她
用英文提了一个问题， 全班陷
入一片寂静。

向当地老师请教之后 ，杨
兰芳才知道这里孩子的基础不
够扎实，要因材施教。 此后，杨
兰芳改进了她的“全英教学
法”，在课堂上坚持用英文授课
的同时， 尽量说慢点、 讲简单
点，并用中文重复解释一遍。 她
还主动要求带学生早读， 每天
早上和学生你一句、 我一句地
大声朗读课文， 帮助学生训练
英语口语。 半个学期过去，学生
主动向她提出， 希望用英文和
老师对话。“那段早起陪读的日
子还是值得的。 ”杨兰芳笑道。

备课、 磨课、 教研…… 不
知不觉，时间过去了 4 个月，支
教队员们也一个个从教学“小
白”成长为课堂“老手”。

时间进入 12 月，西藏林芝地区开
始进入寒冬。 群山的雪越来越厚，西藏
的孩子们很快将迎来寒假，7 名从广
州远道而来的支教老师们， 也要跟这
些朝夕相处的孩子说“再见”了。

“育人育己，痛并快乐着。 ”这是队
员们对这 4 个月支教实习生活的一致
感受。 4 个月来，他们除了教给孩子们
专业知识， 还承担着德育和美育的任
务，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教育教学能
力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 队员们表示：
“从学生到老师，大家的角色都在转变，
开始学会关心他人，为别人着想了。 ”

队员布卉茵曾是个性格内向的女
孩，和西藏这群淳朴的孩子相处下来，
她深受感染，不再害怕表达自己。 离开
的那一天， 班里的孩子们集体给她献
上哈达， 并送上写满了祝福和寄语的
小卡片，布卉茵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紧
紧地拥抱每一个孩子。

“这段支教实习生涯，将是我们一
辈子难以忘怀的经历。 身处这个环境，
和这群淳朴、善良的孩子们朝夕相处，
让我们原本浮躁的内心得以安静，也
更加坚定了我们将来从事教育工作的
决心。 ”杨兰芳和陈雅仪告诉记者，这
里的孩子特别容易感受到别人的爱，
也特别善于回报别人对自己的爱，“前

段时间天气特别冷， 班里几个女孩子
大老远见到我们， 就跑过来握着我们
的手问冷不冷？ 当摸到我们的手是冰
凉的，一个暖手袋就塞了过来。 ”这些
暖心的孩子们跟两位老师约定：“在桃
花盛开的季节再相见。 ”

梁嘉欣和曾美倩是广州大学美术
专业的学生，在雪域高原的课堂上，她
们手把手教学生绘画， 还策划组织了

“我和我的祖国” 百米长卷绘画活动、
书画作品大赛和户外写生活动。一个学
期过去，许多孩子已经可以通过画笔描
绘他们眼中的世界。孩子们还会悄悄在
老师办公桌上放些“小惊喜”，有时在上
课前成群结队地来办公室接她们，有时
与她们分享生活的困扰与喜悦。“因为
这群可爱的孩子，我的支教实习生活也
变得格外精彩。 ”梁嘉欣说。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歌声，给孩子
们带来快乐。 ”队员麦羡权是波密完全
小学唯一一名专业音乐教师。 在课堂
上，他教孩子们弹钢琴，唱《我和我的
祖国》。最后一堂课上，他弹起钢琴，和
孩子们唱了一遍又一遍《送别》。 下课
了，孩子们依然不愿离开音乐室。“我
好想在这里看着孩子们一个一个地长
大， 希望他们以后能够在歌声中寻找
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麦羡权说。

55 名广大学子援藏支教
用半年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教学“小白”在高原蜕变
高原孩子们在课堂成长

“最后一课”不忍《送别》
相约在桃花盛开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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