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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娱乐

今年 58 岁的汤姆·克鲁斯在过往的影片
中实现过各种“不可能的任务”，如今他又要创
下新纪录———他将前往国际空间站拍一部电
影。 如果此事真的成功，阿汤哥将成为人类历
史上第一个进行太空旅行，并且在那里拍摄电
影的演员。

美国宇航局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近日在
社交网站宣布，该机构将与汤姆·克鲁斯合作拍
电影，并表示此举是想用“大众媒体来激发新一
代工程师和科学家”。 汤姆·克鲁斯将前往国际
空间站进行拍摄， 目前还不清楚他将跟哪些演
员合作，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其中一个“合作
伙伴”会是埃隆·马斯克的 Space� X 飞船。

这并不是《碟中谍》系列的一部，事实上，
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大电影公司介入这个项
目。 但今年 5 月下旬 Space� X 的载人龙飞船
将进行首次载人发射，或许是阿汤哥的电影选
在这个节点进行“官宣”的原因。

目前还不清楚他将在何时去往国际空间
站， 但从执行这次 Space� X 载人试飞任务的
宇航员此前已训练 19 个月来看，“上天” 拍电
影绝对不是件一拍脑袋就能成行的事，即使主
角是“体能狂人”汤姆·克鲁斯。

【阿汤哥“玩命史”】

徒手攀岩
拍摄 《碟中谍 2》时 ，阿汤哥主动要求亲身

上阵 ，拍摄徒手攀岩镜头 ，还因此肩膀肌肉撕
裂 。 据说因为场面实在太惊险 ，导演吴宇森当
时害怕到不敢直视监视器。

攀登迪拜塔
《碟中谍 4》里 ，阿汤哥将自己 “蜘蛛人 ”的

爱好发挥到一个新高点。 该片最大“名场面”便
是阿汤哥徒手攀登迪拜塔 ，最后他还悠哉游哉
地在迪拜塔顶拍了张“到此一游”照。

扒飞机 90 秒
《碟中谍 5》中，阿汤哥上演了“扒飞机”，并

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在飞行的飞机外部
坚持了 90 秒。 后来他透露，自己的肋骨差点被
飞来的小石头砸断。

HALO 跳伞
HALO 是一种危险性极高的跳伞方式 ：在

25000 英尺的高空跳伞 ，在 2000 英尺以下的低
空开伞。《碟中谍 6》拍摄中，为了准确地跳到摄
像机跟前 ，阿汤哥跳了 106 次才成功 ，每次都
要以 320km 的时速下降。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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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少年的你》之外，《叶
问 4：完结篇》成为了技术类奖
项的大赢家，获得最佳剪接、最
佳动作设计、 最佳音响效果三
奖。 而在内地收获 13 亿元票房
的《扫毒 2:天地对决》则获得
了最佳视觉效果奖。

尔冬升透露了本届金像
奖的投票细节： 今年共有

1675 名投票人，投

票率是 59.74%， 比去年略低。
跟往年一样， 本届金像奖的得
奖名单在投票结束后一直保
密， 尔冬升在直播中当场逐一
拆开信封，宣布结果。 尔冬升同
时表示， 至于奖座如何交到获
奖人手中， 金像奖协会在疫情
之后会尽快作出安排。

此外， 本届金像奖特刊也
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最终以插
画代替拍摄， 邀请香港和内地
多位插画家为提名者创作画
像。

今年《少年的你》 大获全
胜， 可以说圆了曾国祥团队的

“金像梦”。 2016 年，同为许月
珍监制、曾国祥导演的电影《七
月与安生》获得 12 项金像奖提
名，最终却铩羽而归，只收获最
佳原创电影音乐奖。当时，周冬
雨首次获得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提名， 但奖项最终花落凭借小
成本电影《幸运是我》杀出血路
的惠英红； 同时获得新晋导演
和最佳导演提名的曾国祥，也
未有斩获。

《七月与安生》发掘了周冬
雨古灵精怪的本性， 为她开拓
了有别于以往“乖乖女”形象的
戏路， 但也有批评指周冬雨只
是在“演自己”。 在《少年的你》
中， 周冬雨终于展现出了真正

的演技。 周冬雨多次在采访中
表示， 她饰演的陈念与自己的
性格截然相反，需要“收着演”。
角色从前期的压抑到后期的爆
发，她都把握得非常到位。曾国
祥更称赞周冬雨有特殊的落泪
技能，不仅很快就能哭出来，而
且每一滴泪都很打动人。

值得一提的是， 周冬雨成
为金像奖 39 年历史上第八位
来自内地的最佳女主角， 前面
七位分别是斯琴高娃、章子怡、
周迅、巩俐、赵薇、春夏和曾美
慧孜。

昨天下午， 曾国祥在接受
采访连线时透露， 自己跟爸妈
和太太一起等候奖项揭晓，听
到结果时大家一起拥抱，“不知
道怎么用语言形容， 金像奖是
一个很有分量的奖， 能被认同
很激动。”他也表示，易烊千玺、
周冬雨获奖后都有和他联系，
两人都很激动， 他还表示已经
和“冬哥”约好，之后要一起去
喝酒。

不过，一家欢喜一家愁，另
一位最佳女主角大热人选郑秀
文今年同时以 《花椒之味》和
《圣荷西谋杀案》入围最佳女主
角，可惜再次抱憾而归。这已经
是她第六次获得金像奖最佳女
主角的提名， 遗憾的是始终未
能如愿。

《少年的你》
剧组“一雪前耻”

《叶问 4》成技术类奖项赢家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系列作品相近
重在刻画友情

申源浩作品的风格一脉相
承。《机智的医生生活》中，不仅
配乐出现了“请回答”系列的经典

“绵羊音”，就连演员阵容也都是。
例如： 该剧中的财阀家大儿子是
《请回答 1988》里的“德善爸爸”；
财阀家的二儿子 是 《请 回 答
1994》里的“三千浦”；饰演胸外
科副教授金俊完的郑敬淏在《机
智的监狱生活》中扮演狱警；饰演
小儿外科助理教授的安涏援则在
《请回答 1994》中饰演七封。

在核心内容的表达上更是同
理，在《机智的医生生活》中重点
刻画的“友情”，同样在“请回答”
系列、《机智的监狱生活》 中被放
大。“请回答”系列中，有《请回答
1997》里的“广安高小疯子六人
组”，《请回答 1994》里的“新村合
宿七人组”，《请回答 1988》 里著
名的“双门洞五人组”，他们从中
学时代一路成长到 40+ 的年纪，
在一场中年聚会中相遇， 回忆起
青葱岁月的友情。

即便是以监狱人生为主题
的《机智的监狱生活》，也同样讲
述了友情故事。“西部监狱 2 舍
栋 6 号房”里，狱友之间、狱友和
狱警之间都建立了深厚友谊。 与
《机智的医生生活》 一样，《机智
的监狱生活》的人物设置同样有
反转：不食人间烟火的棒球投手
金济赫， 其实是有勇有谋的战

士； 长得穷凶极恶的黑社会大
哥，其实是能为狱友背锅的义气
人；因为戒毒戒断症经常神志不
清的小迷糊刘汉阳，其实是智商
超高的首尔大学毕业生……这
拨人在监狱里互帮互助，度过了
艰难但快乐的岁月。

设置感情悬念
请观众猜 CP

� � � � 一脉相承的主题还有友达
以上、恋人未满的“猜 CP”梗 。
申源浩的电视剧都会出现建立
在友情基础上的爱情。 在《机智
的医生生活》中，目前感情线上
最大的悬念是曾经暗恋过彼此
的蔡颂华、 李益俊最后会不会
在一起。

这部剧目前在疯狂输出细
节，给观众提供猜谜素材：李益
俊曾陪着蔡颂华拿体检报告；蔡
颂华曾帮李益俊洗脸……这些
场景都塑造着两人的 CP 感，但
究竟两人会不会走到一起，随着
剧情发展，一直在产生变数。

申源浩擅用“猜 CP”梗的经
典案例是内地观众熟悉的《请回
答 1988》，女主角德善最终选择
的是“围棋少年”崔泽，还是“又
二又暖”的狗焕？ 悬念
到了最后一集才揭晓。

五位医生老友
廿年友情常在

通常，医疗题材影视剧的重
心会放在医疗问题上，进行发散
呈现：医生治病救人、医患关系、
医生难以照顾家庭等元素，是医
疗剧的核心内容。 相对而言，《机
智的医生生活》 视角颇为独特，
该剧选择从“人”出发，讲述五位
同期毕业的医生老友的友情、亲
情、爱情故事，医疗专业表达则
成了陪衬。

这几年， 医疗剧更注重职业
化，选择弱化“医疗专业性”的表
达，会有极大风险，甚至可能被观
众吐槽医生不职业，“又在披着白
大褂谈恋爱”。 但《机智的医生生
活》为医疗剧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丝毫不会给观众带来“不职业”的
感觉，不仅对友情、亲情、爱情的
表达足够细腻， 而且演员在职业
感的塑造上也做到了足够精准：

既有医生的痛、爱、暴脾气，也有
医生动手术时的专注， 以及与患
者沟通的难与易。

执导该剧的申源浩擅长多
线故事编排、场景组接、时空交
叉叙事等，他的群像表达能力尤
其突出，群体中每个人的个性特
征都会得到细腻呈现。 在《机智
的医生生活》中，这五位 40+ 的
医生，个性特征颇为鲜明：

“暖男”型的儿科医生安涏援
（柳演锡饰），从不谈恋爱，每年都
会哭着闹着要辞职当神父； 冷静
专业的神经外科女医生蔡颂华
（田美都饰）， 平日是雷厉风行的
工作狂， 周末则会开车到山里搭
帐篷露营享受清风拂面； 肝胆外
科的李益俊（曹政奭饰）是孩子他
爸，即便被妻子抛弃，还是能乐观
地带着儿子生活； 胸外科医生金
俊完（郑敬淏饰）平日是个对下属
严厉的狠角色， 但真当下属遇到
困难时， 他总是那个默默伸出援
手的人；妇产科医生梁硕亨（金大
明饰）表面上看起来是“妈宝男”，
什么事情都要问妈妈， 但背后的
原因是妈妈曾被抛弃， 需要时刻
关心。

医患关系戏份
场场触动人心

五位医生的相互陪伴、扶
持，成为《机智的医生生活》的一
大看点。 这部剧呈现了友情的理

想状态———会争吵，也会彼此关
爱。 比如第二集中，五人相约吃
面，颂华和俊完为了撞见男友劈
腿该不该告诉对方的问题而吵
架，但面一上桌，两人瞬间放下
争执，用心吃饭；涏援和俊完则
为了吃饭速度的问题吵了起来，
但一边吵， 一边会给对方递辣
酱；硕亨则一边吃饭一边打电话
想着给妈妈点外卖，益俊不忘在
一旁插嘴问“干妈”好。

同样是“吃”的场景，在第八
集中，涏援好不容易取出定期存
款，要请好朋友吃饭，但当朋友
们听说他要把钱拿去资助福利
院，马上抢着掏腰包付饭钱……
医生、父亲、儿子、好友等多重身
份， 在吃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并
用友情牵连。

相比而言， 专业医疗场景、
医患关系的表达， 更像是在打
“辅助”，场景不多，但每次呈现
都能直抵人心：20 岁出头的年轻
父母表面对生病的孩子不关心，
但当自己父母走开后，他们瞬间
放下心中的恐惧、无助，主动承
担责任；身患乳腺癌的妇女感慨
活着艰难，但一旁的老人则羡慕
并夸赞她年轻的外表； 孩子不
治，父母要捐献孩子器官给医生
做研究，母亲倒在医生肩头痛哭
……《机智的医生生活》不断在
告诉观众，人很难孤立地存活于
世，所有人都需要朋友、家人、爱
人的陪伴。

这才是 最理想的样子
剧粉圈有句话：“国产剧

追孔笙，韩剧看申源浩。 ”言
下之意，执导过《父母爱情》
《琅琊榜》等精品剧的孔笙，
是国产剧标杆；而韩剧标杆
得看执导过电视剧“机智”
系列、“请回答”系列，以及
综艺“花样青春”系列的申
源浩。 两位导演只要一出
马，一定不会失手。

由申源浩执导， 曹政
奭、柳演锡、郑敬淏、金大
明、田美都领衔主演的“机
智” 系列最新一部电视剧
《机智的医生生活》 第一季
正在 tvN 播出，在豆瓣获得
9.4 的高分。 申源浩擅长在
剧中打造“老友记”的表达
方式仍在继续———五个大学
时代的医生好友， 共度 20
年时光， 工作中伸出双手，
生活中献出肩膀，经历岁月
考验的友情，就该如此！

主题 互相陪伴A

风格 一脉相承B

58 岁阿汤哥
这次真的要“上天”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尔冬升宣布获奖名单

曾国祥画像（作者：周俊辉）

周冬雨画像（作者：宋易格）

郑秀文画像（作者：塵阿力）

易烊千玺画像（作者：任哲）

《机智的医生生活》海报

五个大学好友，共度 20 年时光

通过细节刻画表达细腻情感

阿汤哥在《碟中谍 6》中扒直升机

《机智的医生生活》
热播，延续导演申源浩

“老友记”风格

友情

昨日下午， 第 39 届香
港电影金像奖在线上揭晓获奖名

单，《少年的你》12 提 8 中，夺得最
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新演员、
最佳编剧、最佳服装造型设计、最佳摄影、最佳

原创电影歌曲。 周冬雨首次在金像奖捧杯，获

得最佳女主角奖； 易烊千玺获得最佳新演员

奖，这也是他的首个电影奖项；导演曾国祥也首
次拿下最佳导演奖项。 而最佳男主角奖则由《叔·
叔》的太保获得。 受疫情影响，本届金像奖首次

取消颁奖礼，改为线上进行。 金像奖主席尔
冬升独自一人出镜， 仅用 11 分钟就完成

了公布流程，堪称史上最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