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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China will overtake the US to become 
the world’s biggest economy by 2028, 
five years earlier than previously forecast,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 report 
has found. The 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 (CEBR), a UK-based 
think tank, said in its annual World Eco-
nomic League Table released on Saturday 
that one of the impacts of the global health 
crisis as been “to redistribute economic 
momentum with Asia doing best and Eu-
rope worst”.
China’s “skilful management of the pan-
demic” and the long-term impact the 
pandemic will have on Western growth 
means China’s “relative performance has 
improved.”
“We now think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in dollar terms will overtake the US econ-
omy in 2028, a full 5 years earlier than we 

thought last year,” the report states.
It notes for instance that authorities re-
acted “vigorously” to the COVID-19 
crisis, thus inflicting less damage on the 
economy. As a result, while most West-
ern economies are expected to register 
negative growth for the year, China is 
forecast to record a 2 per cent growth 
rate.

It is then expected to grow by an annu-
al 5.7 per cent between 2021-205 and 

4.5 per cent annually from 2026 to 2030 
and then 3.9 per cent the following five 
years.
In contrast, the US is projected to grow 
by an annual 1.9 per cent from 2022 to 
2024 and then by 1.6 per cent following 
a “strong post-pandemic rebound” next 
year.
“For some time, an overarching theme of 
global economics has been the econom-
ic and soft power struggl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corresponding economic 
fallout have certainly tipped this rivalry 
in China’s favour,” the report says.
The US is the world’s most impacted 
country having lost more than 330,000 
lives to the pandemic and recorded near-
ly 19 million infections since the begin-
ning of the outbreak, according to a tally 
b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ourtesy weforum.org)

Related
World Economy Will Return 
To “Pre- Pandemic Levels” 

By 2022, Per Watchdog 
Vaccinations and financial support from 
governments will help the global econ-
omy recover to pre-pandemic levels 
by the end of 2021, a global economic 
watchdog has predicted.
But the forecast by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
ment (OECD) also said the bounce back 
will be uneven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will depend heavily on the 

success of battling COVID-19.
“The contribution of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o global growth will remain 
smaller than their weight in the world 
economy,” OECD chief economist Lau-
rence Boone said introducing a report 
published last Tuesday.

“China, which started recovering earlier, 
is projected to grow strongly, accounting 
for over one-third of world economic 
growth in 2021.”
OECD secretary-general Angel Gurria 
said it was a sign of “hope”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pandemic hit at the begin-
ning of this year.
“The good news about vaccines has in-
stilled a degree of optimism... but we are 
not out of the woods yet,” he said.
The OECD predicts the global economy 
will shrink about 4.2% this year and re-
bound by the same rate in 2021. It will 
grow by 3.7% the following year, the 
watchdog predicted.  But Gurria warned 
that “this would still leave all OECD 
economies smaller at the end of 2021 
than they were at the end of 2019”.

Many European governments have been 
gradually reopening their economies as 
virus cases come under control and the 
winter shopping season begins ahead 
of Christmas and the New Year. Boone 
said the vaccine would be crucial to the 
turnaround: “Efficient vaccination cam-
paigns and better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could accelerate the distribu-
tion of the vaccine worldwide.
“Conversely, the current resurgence of 
the virus in many places reminds us that 
governments may be forced again to 
tighten restrictions on economic activ-
ity.” (Courtesy https://www.euronews.
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Stay Home!          Wear Mask!

COVID-19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Change

Report: China Could Overtake U.S.
As World’s Largest Economy By 2028 

A woman wearing a mask labors in a garment factory in Donghai                                                       
county in east China’s Jiangsu province Tuesday, Oct. 27, 2020.

KEY POINT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 (CEBR), China will overtake the 
U.S. to become the world’s biggest economy by 2028

The report says China’s “skilful management of the 
pandemic” and the overall long-term impact the 
pandemic are the reasons for the major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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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Joe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were sworn in at the U.S.
Capitol. Harris has made history as the
first Black Asian and female Vice Presi-
dent.

In his inauguration speech, the new
president pledged to unite a fractured
nation. He said, "Today on this January
day, my whole soul is in this: bringing
the American people together and unit-
ing our nation, and I ask every American
to join me in this cause."

Hours after he was inaugurated as the
46th president, Joe Biden signed 17 ex-
ecutive orders to begin overhauling the
nation's approach to the pandemic and
to undo some of the controversial poli-
cies of former President Trump. Biden
also reversed many of Trump's attempts
to withdraw from the Paris Climate Ac-
cord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ere Dr. Anthony Fauci will lead a U.S.
delegation to return to the world’s lead-
ing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join in their
meetings.

Today we as the Asian American com-
munity will give full support to the new
Biden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new immi-
gration initiatives that will allow many

people to legalize their status and help
those people who need it the most.

O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Biden
wants one million people to get the vac-
cine shot each day for 100 days so that
100 million people will eventually be vac-
cinated.

We also hope that President Biden will
change our foreign policy and repair the
soured U.S. relationships around the
world.

When all of us came to this land, our
goal was to find a better life. We love
this country. This is our home. We set-
tled down. Our families are here and we
need to contribute our best efforts and
do our part to unite together for our fu-
ture.

Today we have a new leader in our
country. We are teaming up to write a

new chapter of American history.

0101//2121//20212021

The Inauguration Of Joe Biden AndThe Inauguration Of Joe Biden And
Kamala HarrisKamala Harris

We Should Write An American StoryWe Should Write An American Stor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eacts in a car as he drives past supporters in 
West Palm Beach, Florida. REUTERS/Marco Bello  

National Guard personnel wheel riot shields and baggage in hotel luggage carriers after checking 
out of their hotel in downtown Washington DC. REUTERS/Erin Scott

U.S. President Joe Biden delivers remarks at the “Celebrating America” event at the Lincoln 
Memorial on the National Mall in Washington, after his inauguration as the 46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EUTERS/Joshua Rob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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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ina Rose prays while holding a flag, the bible and the U.S. Constitution on Inauguration Day in Wash-
ington. REUTERS/Caitlin Ochs  

Tiffany Trump, Donald Trump Jr. and his girlfriend Kimberly Guilfoyle, Eric Trump with his wife 
Lara, and Ivanka Trump and Jared Kushner pose at Joint Base Andrews, Maryland. REUTERS/
Carlos Barria

Firefighters work after a deadly explosion at a building belonging to the Catholic 
Church in downtown Madrid, Spain. REUTERS/Susana Vera

People wait to receive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at a vaccination center inside the Salisbury 
Cathedral, in Salisbury, Britain. REUTERS/Paul Childs

Fireworks are seen above the White House after the inauguration of Joe Biden as the 46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Washington. REUTERS/Andrew Kelly    



好書閱讀

一位遭遇强奸的妻子与假道学丈夫离婚后，竟然

嫁给了出狱后的强奸犯，没过多久，强奸犯竟意外失

踪；忍辱负重的成功者在黑道与白道间挣扎，他一边

努力保持本色，一边却在密谋杀人；想帮助孪生妹妹

脱离险境的姐姐，竟被误会的妹妹杀死，妹妹接管了

姐姐的人生，却最终崩溃；课堂上学生的一句玩笑，

将文质彬彬的老师逼成了疯狂的报复者……

这就是《六个凶手》呈现的世界。它由4个中篇

小说组成，每篇都讲述了一个悬疑故事。令人好奇：

曾经那么愤怒、那么强调身体的李师江，要转型成为

悬疑作家吗？但细细品味，又会发现：它们其实是裹

着悬疑外壳的莫里亚克。

莫里亚克是法国作家，1952年因“深入刻画人类

生活的戏剧时所展示的精神洞察力和艺术激情”而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去世时，被赞为“嵌在法国王冠

上最美丽的一颗珍珠”。莫里亚克的代表作早被译成

中文，反复出版，但在国内却知音寥寥。

一方面，莫里亚克的心理描写浓郁而富于诗意，

以充满颤抖感的长句而著称，与国人阅读习惯不符。

中国读者喜欢白描、短句，自我倾诉常被视为人格欠

成熟的体现。即使是主观视角的小说，我们也更倾向

于以故事为主体，讲好故事被视为硬标准。则莫里亚

克这样故事量极少、不屑于为此浪费精力的大师，往

往被读者贴上“看不懂”的标签。

另一方面，莫里亚克挑战了亲情，他细致地刻

画了爱背后的算计、伤害与自私，让

读者惊讶地发现，亲情往往源于对孤

独的恐惧，它并不是最后的港湾，甚

至不是一种滋养。爱的背后是人性的

狰狞，是精致的掌控技术。对于被褫

夺了公共性的私民来说，这是精神上

的一记重击。对于如此彻底的颠覆，

读者拒绝去看，或看了拒绝去懂，懂了

拒绝同意，则在所难免。

于是，《六个凶手》便有了它的价值

。

从文本看，《六个凶手》是四个悬疑

故事，作者小心翼翼地藏在故事背后，

只是出于调皮，偶尔露了两次脸，一次

冒充医学博士，一次冒充死者同事。李

师江不评论、不抒情，他的叙事似乎漫

不经心，甚至难见高潮。《六个凶手》

在用故事的方式，追逐着一份深入骨髓

的慵懒，那正是莫里亚克的世界，对爱

彻底绝望后的悲凉。

至少可以从三点，理出《六个凶手》

与莫里亚克之间的精神谱系。

首先，在《六个凶手》中，所有人物都呈分裂状

态。

以首篇《中国结》为例，受害者兰一梅在遭遇强

奸时，意外获得快感，让她愤怒的是，这一隐秘情绪

竟被强奸者许石城发现，这使她精神崩溃——她来自

贫困家庭，靠个人奋斗取得“成功”，留在城里，得

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还嫁给了国学大师诸岱山……在

她的世界中，一切都是合理的，因奋斗而强大，因强

大而取胜。可强奸犯将这一幻象打碎，使兰一梅突然

意识到，在自己的体内，还藏着如此强大的不合理一

面。那些莫名的愤怒、恐惧、孤独之类，曾被认为是

“失控”，但事实上，那才是她自己，是她被剥夺的

童年、被掩盖的青春、被背叛的自我……

兰一梅迅速崛起的自我，让诸岱山感到威胁——

他突然意识到，他已无法再用理性左右兰一梅，甚至

他自己，也开始被非理性掌控。他突然意识到，他真

正需要的是堕落。

不论是兰一梅，还是诸岱山，都是丧失完整生活

世界的人。哈贝马斯说，社会、文化、人格共同构成

了完整的生活世界。可在高速发展下，一切都在流动

，兰一梅、诸岱山随着社会变迁，偶然流到一起。他

们从一开始，便丧失了社会、文化的整体性，他们以

为自己有人格，其实是为获取社会身份的面具。

没有精神故乡，没有坚守，没有可依据的借口，

没有不可让渡的原则……只有变故才能唤醒他们，但

他们并不因此去思考“意义”，而是迅速用行动来抚

平疑问。

于是，从受害者到凶手，对他们来说，没有不可

逾越的鸿沟，他们随时可能成为受害者，也随时可能

成为杀人犯。在《六个凶手》中，不仅是兰一梅、诸

岱山如此，林森、米鹿鹿、于龙川、苏贵妃、苏贵媚

、吴燕、刘德寿……皆如此。

一旦自我被唤醒，一个凶手便诞生了。在习惯性

相害的氛围中，醒来是残酷的。

醒来的代价，是爱无能

其次，无边的心灵沙漠吞噬了爱。

进步主义者喜欢使用“未来”一词，它意味着更

完美、更全面的时代。在此语境下，醒来被标注成美

好的，因为感受了痛之后，还能发现更大的爱，而爱

永远大于痛。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每一个觉醒的自我，都意味着一个主体性，人人

觉醒的社会，则是主体性的丛林——为保证主体性，

谁都不愿付出，不愿主动沟通，最终只好用误会替代

情感，现代人因此落入了爱无能的陷阱中。

在本书第二篇《元凶》中，林森的婚姻是典型的

权色交易，靠着老丈人，穷小子林森得以上位，他以

为给了妻子于丽川一切，如稳定的生活、不曾出轨的

婚姻，但在“上进”中，另一个林森——周亮出现了

。周亮生意失败，沉迷于堕落，因当年对林森有恩，

周亮不断敲诈他，林森只好将周亮收为私人司机，当

林森下决心干掉周亮时，反而差点被周亮的车撞死

……

在《元凶》中，作者展开了一个广阔的社会关系

面，却让人惊讶地看到，在完美婚姻背后，岳父、妻

子、准情人米鹿鹿、妻子的哥哥都不曾爱过林森，甚

至从不想深入了解他。

爱真的存在过吗？还是社会交易的一种润滑剂？

在本书第三篇《两个凶手》中，孪生姐妹因高考

成绩不同，被纳入不同的人生轨道。在内心深处，她

们是同样的人：自我中心、不择手段、梦想成功。妹

妹苏贵媚因非法集资事败，成了众矢之的，姐姐带她

藏于海岛时，却唤醒了她对曾经竞争关系的记忆，最

终，苏贵媚失手杀掉姐姐，却装成是自杀谢罪。

苏贵媚冒充姐姐，与姐夫生活在一起，与其说她

内心受到良知的冲击，不如说她无法适应她曾嫉妒的

、姐姐的人生——琐碎、动荡且缺乏安全感。苏贵媚

以为抓住和钟细伢的爱就能彻底解脱自己，没想到，

钟细伢也正以爱的理由，质疑苏贵媚自杀的结论，意

外地揭开了杀人案的底牌。

自我觉醒后，爱反而消失了，似乎只有关上刚打

开的心灵之窗，才能重获安宁。

其三，永难超越的生活之恶。

第四篇《六个凶手》（全书以此篇的题目为题）堪

称全书之胆，它讲述了一对情侣路遇几名流氓，女方被

侮辱，人们却在群嘲不敢反抗的男方林健。女孩改名吴

燕后，选择了“正常的婚姻”，却发现丈夫竟是几名流

氓之一。林健原本是教师，靠个人努力，从农村进入城

市，没想到，因在课堂上批评一名学生，学生当众反击

，公开嘲笑林健的胆怯。林健的自尊被彻底打垮，社会

死亡后，他改名刘德寿，成为一名屠夫，混迹在最底层

，意外与吴燕重逢。在吴燕帮助下，刘德寿先后杀死了

当年的几名流氓，最终落入法网。

表面看，该案只有一个凶手，可没有各方的共同

努力，林健怎么可能成为凶手？

该篇暗藏着一个深刻的隐喻：不论是林健，还是

吴燕，他们都没有本质，他们的本质是经历赋予他们

的，在他们在深入思考“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之前，

生活已摧毁了他们，除了逃避与报复，他们没有其他

选择。

这其实是现代人共同的经历。他们从一出生，人

生便被规定好，集体进入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

，在漫长的规训中，经验被同质化、知识被同质化，

谁能在同一张考卷中发挥更好，谁就会成为“精英”

。生活以无比合理的方式呈现着它的魔幻色彩，一迈

出大学校门，来不及思考与体验，他们就必须立刻长

大，选择婚姻、职场等，只有遭遇挫折，才能让他们

意识到，究竟需要什么。

现代人不再靠历史经验与公共记忆来获得自己，

只有笼养状态下的、彼此近似的情感。当这种共同的

情感被唤醒时，个体就很可能落入人性恶之网中。最

终，5个凶手的人性恶凝聚为1个凶手的行为实践上。

当然，《六个凶手》与莫里亚克的写作，有很多

不同处。莫里亚克更关注家庭，更关注女性，李师江

则有更多的社会关怀。在小说中，虽然每个凶手都是

亲人，但推动亲人拿起屠刀的，却来自外部力量。

一方面，说明莫里亚克的写作背景与李师江的写

作背景有近似处，都是在经历了城市化发展后，人性

的荒诞一面暴露了出来——越清醒，越无望，所有解

放自我的努力，其实也在囚禁自我，我们以为在创造

天堂，却发现它更像地狱。可随着传统的乐观精神被

彻底推翻，我们该何去何从？相同的背景创造出相同

的体验，并凝聚成近似的文学。在写法层面，李师江

与莫里亚克迥然有异，在精神层面，却彼此押韵。

另一方面，也说明二者背景有相异处。莫里亚克

的困境是人性的幽暗，当自我的空间被充分释放后，

人性恶充分暴露，李师江则还要面对生活之恶，包括

群己不分的大环境，包括集体自私，包括各种被认可

的陋习……在莫里亚克的笔下，还有微渺的期望，李

师江的笔下则有更多无奈，因为后来者看到的结局更

丰富，更知挣扎的无用。

近年来，悬疑小说颇为走红，犯罪是城市读者较

少接触的经验，因而更具娱乐性。作为悬疑小说，

《六个凶手》的惊悚、拴扣等技巧娴熟，不仅加入了

传统“果报”的母题，也不乏心理渲染，但只是讲几

个好玩的故事，李师江就不再是李师江了。可以从猎

奇的角度去读《六个凶手》，但也总有一批读者，会

从这本书出发，更深入地去反省人生——毕竟，我们

自己也正在受害者与凶手之间摇摆。

《六个凶手》
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
每个人也都可能是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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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ghly contagious mutation of the 
coronavirus first detec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continues to spread, now being 
reported in parts of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sia, Africa, Australia and Cana-
da. On Monday, South Korea became the 
latest country to report COVID-19 infec-
tions with the variation that could be more 
easily passed between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Korean Herald. Most cases have 
been linked to travel from Great Britain, 
where the variant was first detected, the 
newspaper reported. The United Kingdom 
initiated a lockdown, and several countries 
banned travelers from Great Britain last 
week, but researchers are concerned that 
the variation could have been circulating 
undetected in other countries for weeks.
“Unfortunately, this is another twist in the 
plot,” Alessandro Vespignani, director of 
the Network Science Institute at North-
eastern University in Boston,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Canadian officials have detected at least 
two cases in Ontario, according to The 
Washington Post. A couple from a town 
north of Toronto contracted the variant but 
had no travel history, which means it like-

ly came from community spread.

The mutation has been found in seven 
people in Japan who had either traveled 
to Great Britain or been in contact with 
someone who did. Japan will close its 
borders to non-residents on Monday, a 
ban that will last through the end of Jan-
uary, according to the BBC. In Spain, 
the variant has been found in Madrid, 
where four cases have been confirmed 
and three are probable, according to The 
Guardian. All these cases are linked to 
recent travel to Great Britain. The first 
case in France was found in Tours, 
about 150 miles southwest of Paris, ac-
cording to Reuters. The French citizen 
was living in Great Britain and traveled 
from London to central France on Dec. 
19, a day befor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started the lockdown. The man doesn’t 
have symptoms and is isolating at home. 
Sweden also detected its first case this 
weekend, Reuters reported. The traveler 
visited the country from Great Britain for 
Christmas and is isolating in Sormland, a 
city south of Stockholm.
Viruses mutate often. Several corona-
virus mutations have been detected this 
year, but they were minor,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e virus found in 
Great Britain has 23 mutations, which 
may change how it is transmitted. A new 
study published by British researchers 
last week found that the variant may be 
56% more contagious, but they didn’t 
find any evidence that it causes more se-
vere COVID-19. Vaccine specialists say 
that current COVID-19 vaccines should 
be able to block the new variant.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are pretty 
convincing that more rapid vaccination 
is going to be a really important thing for 
any country that has to deal with this or 
similar variants,” Nicholas Davies, the 
lead author and an epidemiologist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 told the newspaper.
Additional variants have been identi-
fied in South Africa, Nigeria, and oth-
er countries as well, according to CBS 
News. The U.S. hasn’t yet reported any 
cases of the mutation. However, the U.S. 
will require airline passengers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to test negative with-
in 72 hours of their departure, the CDC 
announced. The new rule will begin on 
Monday. (Courtesy https://www.webmd.
com)
Related
How COVID-19 Affects Your Body

Doctors continue to learn about the short-
term and long-term effects of COVID-19 
on your body. For some people, it starts 
with basic flu symptoms. But it could 
eventually affect your lungs, liver, kid-
neys, and even your brain. 

How It Spreads Usually the virus makes 
contact with you when a nearby infect-
ed person sends droplets into the air by 
coughing, sneezing, or talking. It spreads 
easily between people within about 6 
feet of each other. An infected person can 
spread these droplets, even if they don’t 
feel sick. The virus may infect you af-
ter you touch an object, like a doorknob, 
that has the virus on it.  But that’s not as 
common.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 Once the 
virus enters the body, it usually settles in 
the cells that line your nose, sinus cavity, 
and throat. For most people, this is where 
it stays. Symptoms often follow, but you 
may not feel anything for up to 2 weeks, 
as the virus starts to invade healthy cells 
and reproduce. You can transmit it to 
others even if you don’t show any symp-
toms.

Other Common Symptoms The first 

symptoms that typically appear include 
a fever, headache, sore throat, and dry 
cough. But what you’ll feel can vary 
widely in this early stage. You may also 
have: 
●    Shortness of breath
●    Chills, fever, body aches
●    Loss of sense of smell or taste
●    Unusual tiredness 
●    Stuffy or runny nose 
●    Nausea or diarrhea

Lower Respiratory Infection If your 
immune system can’t subdue COVID-19 
in the first week or so, the virus may 
move down into your lungs. There, it 
attacks cells that line them. Fluid and 
mucus build up and make it harder to get 
oxygen to your blood. It gets tough to 
breathe. This is pneumonia. Most people 
recover in a week or two, but it can take 
longer. (Courtesy webmd.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Several Countries Detect
New COVID-19 M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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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望道》：
展現百年前“90後”精神力量量

“100年前的那群年輕人，他們大多

出生於19世紀 90年代。我們希望電影

《望道》能讓今天的年輕人看見100年

前‘90後’的精神力量。”導演侯詠說

。昨天下午，電影《望道》的開機活動

在復旦大學舉行。作為首部以陳望道為

主角的大銀幕作品，該片得到了陳望道

家屬的獨家授權。

陳望道的壹生與上海緊密相連：由

他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首個中文全譯

本在上海出版，他曾在上海積極投身革

命活動，還在復旦大學耕耘近半個世紀。

如今，由復旦大學、上影集團兩大

品牌為影片護航，主創說，他們將著重

講述“真理之甘”，回望百年初心。

“真理味道”的故事如何壹代代講下去

？陳望道以及他的同行者將給今天的年

輕人帶來怎樣的精神力量？電影創作的

始末就是拉直這些問號的過程。

創作，從了解“真理的味道非常

甜”開始
1920年的春夜，浙江義烏分水塘村

壹間久未修葺的柴屋，兩張長凳架起壹

塊木板，既是床鋪又是書桌。桌前，有

壹個年輕人在奮筆疾書。母親在屋外

喊：“紅糖夠不夠，要不要我再給妳添

些？”兒子應聲道：“夠甜，夠甜的

了!”誰知，母親進來收拾碗筷時，卻

發現兒子的嘴裏滿是墨汁，紅糖卻壹

點兒也沒動。原來，年輕人竟是蘸著

墨汁吃掉粽子的。這就是陳望道翻譯

《共產黨宣言》的故事，也是“真理之

甘”的緣起。

電影《望道》即從1919年6月陳望

道自日本留學歸國開始，以他翻譯

《共產黨宣言》、追尋真理為主線，

壹直講到1949年 10月。30年的時間線

索中，影片還將呈現 20世紀初葉壹批

先進知識分子的群像，將他們的個人命

運融入建黨、抗日、新中國成立等宏大

的歷史敘事。

所有的創作都從通讀《共產黨宣

言》開始，從了解“真理的味道非常

甜”開始。去年，在影片前期籌劃階

段，為了更貼近真實的歷史人物與時代

背景，每壹位主創進組後人手壹本《共

產黨宣言》，並參觀陳望道紀念館、義

烏陳望道故居和復旦大學校史館等。在

此基礎上，團隊通過查閱大量歷史資

料、人物傳記、回憶文章，采訪望老親

屬、學生、研究者，舉辦座談會等形式

，從歷史中挖掘細節，從真實的人物身

上汲取思想力量和藝術靈感。

對話，讓相隔百年的“青春”完成
精神接力

影片片名源自陳望道之名，也透露

著“守望信仰大道”的深意。

100年前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胸膛裏

滿滿的家國情懷，把個人的前途命運與

國家、民族、社會緊密融合在壹起，無

畏探索著解救中國的真理。

編劇賀子壯和宋晉川透露，在復

旦校史館查閱資料時，看到馬相伯、

李登輝兩位老校長為矢誌救國、振興

教育作出卓絕貢獻，他們曾想過，

“或許，當年的陳望道內心也激蕩著

壹股來自前輩的精神力量”。這個想

法沖擊著創作者的心，他們萌生了讓

這股精神力量進行“接力”，讓相隔

百年的青春因熱血、因信仰、因家國

情懷而“對話”的沖動，“正如中國

共產黨人的初心歷百年不變，也是這

樣壹代又壹代傳承下來”。

為了向信仰致敬，上影集結起了

壹支“金雞戰隊”：導演侯詠，曾憑

電影《鴉片戰爭》《我的父親母親》

《孫中山》和《晚鐘》四獲金雞獎最

佳攝影獎；轉型導演後，又憑《茉莉

花開》獲得上海國際電影節最佳影

片。編劇賀子壯，曾以《生死抉擇》

榮獲金雞獎最佳編劇獎和華表獎優秀

編劇。美術、造型等也都有“金雞”

在手。至於主演，導演說，壹定會是

名年齡合適、又有角色塑造能力的真

演員。

上影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王健兒

表示，這部“青春之作、致敬之作”要

成為當代大學生和年輕人愛看的電影，

“從百年前的青春故事中感受到信仰的

力量和真理的味道，勇做時代的奮進

者、開拓者、奉獻者”。

話劇處女作《幺幺洞捌》在京首演
倪妮：站在舞臺上曾緊張得出汗

剛剛過去的這個周末，賴聲川的《暗

戀桃花源》和《幺幺洞捌》兩部話劇同時

在北京上演，讓原本有點冷清的演出市場

升溫不少。在國家大劇院上演的《幺幺洞

捌》因為是在北京的首演，又是由倪妮主

演，自然更受關註。而舞臺上壹人分飾兩

角的她，在不同時空中自由切換，讓觀眾

看到壹個影視之外的倪妮。16日演出前，

導演賴聲川和《幺幺洞捌》主演倪妮、宗

俊濤參加發布會，解讀他們和這部劇的緣

分。

最近上演的電影《拆彈部隊》、電視

劇《流金歲月》中，倪妮的表演都受到了

肯定，這在她的演藝生涯中無疑是高光時

刻，《幺幺洞捌》的再度演出可以說是壹

份加持。而在活動現場，倪妮身上呈現出

的狀態也不同以往。如果說以往人們看到

的倪妮都是在時尚活動、紅毯、街拍中服

裝夠時尚、妝容夠精致的時尚達人，那麽

在這裏她顯然更為放松，裹著黑色羽絨服

，穿著雪地靴就來參加活動了，就像是壹

個普通的話劇演員。

《幺幺洞捌》首演於2019年，至今演

出二十多場。2019年，該劇曾在烏鎮戲劇

節演出，因為關註度高而壹

票難求。現在回看當時的演

出，倪妮作為壹個影視演員

首次出演話劇，看得出認真

也看得出努力，但卻缺少了

壹份放松。倪妮也坦言，自

己壹直想演話劇，但卻壹直

沒有勇氣，畢竟演話劇就意

味著要把自己表演上的瑕疵

直接暴露在觀眾面前，直接

面對觀眾的批評。

劇中，倪妮飾演的安娜

和舒彤，壹個是抗戰時期的

臥底，壹個是當代有點神經

質的女作家。在奇妙的時空

穿越中，舒彤從2019年來到

1943 年， 觸 碰到那個年代

並投身其中。對壹個從未

演過話劇的演員來說，在

舞臺上同時飾演跨度如此

之大，性格截然不同的兩

個角色，還要快速換裝切

換，可是不小的挑戰和考

驗。從前沒有勇氣演話劇

的倪妮是如何有勇氣接下

這個戲的呢？倪妮透露說，

那段時間她正處於低谷中，

面對很多質疑，“有壹長

段時間我覺得很抑郁，不

知道未來的路該怎麽走了，

這時候賴老師來找我演話

劇，我就答應了。”

劇中的舒彤和安娜都是很有勇氣的

人，“不知道是她們身上的勇氣讓我敢於

走上舞臺，還是我將自己走上舞臺的這份

勇氣賦予這兩個角色，或許是彼此成就

吧。”倪妮說。

影視演員演話劇並不容易，但要演

下來往往又能得到不小的提升。倪妮

說，演話劇對她而言臺詞是壹個很大

的問題，自己在演《天盛長歌》時就發

現由於氣息不足，說大段臺詞時會出現

氣聲比較重的問題。而在排練《幺幺洞

捌》時她進行了專門的、有針對性的臺

詞訓練，不僅幫助她拿下了劇中的角

色 ， 也 讓 她 在 演 影 視 劇 時 受 益 ，

“《流金歲月》是我演完話劇後拍的第

壹個影視劇，可以明顯感覺到臺詞的清

晰度有變化。”

她也並沒有神化話劇的作用，“走

上舞臺會給我壹個變化，但這並不是走

上舞臺就頓悟了，而是壹個非常緩慢的

過程。”她還發現，演過話劇之後再演

影視劇會變得更專註，“以前演壹些走

心的戲時，我會要求現場非常安靜，但現

在我不會受到外界的影響，而是更專註於

自己的角色。”

《幺幺洞捌》首演近兩年之後登上國

家大劇院的舞臺，倪妮驚喜地發現自己變

得放松了，“首輪演出時，每次大幕拉開

我獨自站在舞臺上時都非常緊張，手心出

的汗會把手裏拿著的筆記本浸濕，現在就

沒那麽緊張了。”賴聲川在壹邊補充說，

“那是因為妳自信了。”從舞臺呈現來看

，這部作品也確實與當初有了不壹樣的面

貌，導演只刪去了不到10分鐘的戲，但因

為演員彼此之間合作默契、自如，整部戲

的時間比原先少了35分鐘，觀眾看起來也

覺得輕松了不少。

接連兩部影視作品都受好評，可以想

見未來壹段時間倪妮的行程會有多忙。她

表示自己今年還會繼續參加《幺幺洞捌》

的巡演，但暫時不會再排新的話劇，“先

把這個戲琢磨透了再說別的，就像賴老師

說的，要讓這個戲長在身上，至少得100場

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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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電影《樓蘭傳說：幽靈軍隊》今日在優酷

視頻正式上映。影片通過壹場穿越千年的時空之戀

，講述了神秘莫測的樓蘭古城和傳說中令人聞風喪

膽的幽靈軍隊的故事。電影由青年演員劉暢、再米

熱、娃爾、付赫安琪、艾克拜爾黑血、柯國慶、昆

侖、謝定昌、周卓、林鑫皜主演。

《樓蘭傳說：幽靈軍隊》由東陽奇樹有魚、廣

東優創合影、杭州平治影視、廣東精鷹傳媒出品，

天津天盛影視，霍爾果斯創維酷開、深圳市和鳴文

化、中廣天擇傳媒、浙江華朗億星影視、廣州源初

影視、天津影娛文化聯合出品，北京奇樹溢彩影視

獨家宣發，董冠傑、程濤、顥東、王建章擔任出品

人，鮑玉成、林勁、王誌國、向彬彬、陳武東、馬

文婧、賀峰、李晨華擔任聯合出品人，徐亮監制，

遊小琴、顥東、程濤擔任總制片人，楊玉婷擔任總

策劃，蒲昭岑、景琛妍、解放擔任策劃，朱天嬌擔

任制片人，邢雅麗、劉薇、王雪、顧旭強擔任聯合

制片人，林健江擔任視效導演，崔走召編劇，劉軒

狄執導。

影片《樓蘭傳說》由今年出演過《盜墓筆記· 重

啟》的劉暢扮演男壹號吳天，其在《盜墓筆記》中

的出色表演為本片增添了十足的熱度，但與《盜墓

筆記》不同的是，這次流暢將扮演壹個更加文質彬

彬的考古工作者，並與千年前的樓蘭聖女上演壹出

跨越時空的生死絕戀。

在這部電影中，觀眾們將看到流暢更為柔情的

壹面，而不是《盜墓筆記》中壹招鮮吃遍天的孤狼

，他不顧危險的保護樓蘭古城聖物，與陰險的盜墓團夥兵刃相向；

他不負深情的牢記與聖女的千年之約，在樓蘭古河畔癡情守護千年

。有情有義又風度翩翩是這部《樓蘭傳說》給劉暢的全新定義。

影片《樓蘭傳說》的女壹號則由新疆美女再米熱· 艾海提出演。

說起再米熱和樓蘭還有壹段淵源，再米熱於2012年在樓蘭小姐選拔

決賽中獲得冠軍，可謂是名副其實的樓蘭美女。再米熱極具異域風

情的貌美顏值，為《樓蘭傳說》增添了十足的古典風情，其眉宇間

楚楚動人的神色也讓觀眾為樓蘭臣民的安危徒生壹抹憂心，亦使得

影片在情感上的鋪墊格外引人共鳴。

而在影片裏飾演金柯夏的新人演員林鑫皜也會對女壹號的愛深

深埋在古墓裏，千年的愛能否實現，期待林鑫皜的演出。

影片《樓蘭傳說》將還原樓蘭古國的遺跡風貌作為第壹要務。

為此劇組在6200平米的廠棚內，僅僅用時壹個月便搭建了古代、現

代、未來橫跨三千年文明的不同場景，這其中有3000平的面積為人

造沙漠，壯觀程度可想而知。

影片將構築現實民國和虛幻樓蘭兩個平行世界，復古民國格調

與歐式異域風情的視覺對碰將成為電影的壹大亮點。電影集合探險

、動作、科幻、懸疑、喜劇多元風格類型，古今交匯的時空感再加

上未來科技天馬行空的點綴，壹段考古青年與樓蘭聖女跨越時空的

浪漫又刺激的西域冒險故事就此拉開序幕，而傳說中戰無不勝的幽

靈軍隊也會在這場探險中再次披甲上陣。

樓蘭古城的命運何去何從，吳天與樓蘭聖女能否有情人終成圓

滿？快來優酷視頻，《樓蘭傳說：幽靈軍隊》向妳講述壹場跨越千

年的恢宏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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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已經成功演繹過那麼多經

典電影中的經典角色，張震說起新

片《緝魂》中飾演的罹患癌癥的檢

察官梁文超壹角，仍然覺得極具挑

戰。

“梁檢對我來講的挑戰性是，

他這個人物怎麼樣讓人家信服？怎

麼樣在這樣瀕死的壹個過程裏面，

去繼續延續他的信念，或者是他碰

到問題，他怎麼樣去面對？他要面

對不光是案件的問題，還要面對自

己的問題。在這樣很掙紮的過程裏

面，怎麼樣把這種掙紮的人性的感

覺詮釋給觀眾朋友看，我覺得是我

比較有挑戰性的地方。”張震說道。

為了更走進這個角色，張震用

了三個月的時間減重24斤、毫不猶

豫地剃了光頭、提前去檢察院與真

正的檢察官們接觸交流，觀察體驗

他們真實的工作流程和習慣。

“我覺得檢察官他們實在太酷

了，他們很有價值，他們那種正義

感超越壹般人很多，對很多事情都

很有自己的想法跟理解。跟檢察官

們接觸，看看他們上班辦公的樣子

蠻特別的，就有壹種肅然起敬的感

覺。在電影裏面我覺得讓這樣的壹

個癌末病患有壹個這樣的檢察官的

工作，怎麼樣去體現這個人物，我

覺得很有意思。”

拍《緝魂》學會了判斷色拉好
不好吃

《緝魂》的導演程偉豪此前曾

執導過懸疑犯罪電影《目擊者之追

兇》，並憑借該片獲得第20屆上海

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最佳導演

獎的提名。張震對這部電影印象很

深刻，所以當他收到程偉豪遞來的

劇本後，很快就被這個極具挑戰性

的角色所打動，決定出演。

該片改編自江波的科幻小說

《移魂有術》。片中在保留了原著

科幻核心的基礎上，也進行了壹定

程度的改編，融入了更多細膩情感

的部分。

張震說，自己本來就很喜歡天

馬行空壹點的電影，可以滿足大家

感官上的刺激。而巧合的是，近來

他接拍的不止這壹部是科幻類型的

。不久前跟好萊塢合作的電影《沙

丘》，也是壹部純科幻題材影片。

“我覺得科幻題材這幾年都算

是比之前要多很多 ，可能也是時

代不斷的在進步，大家對未來的這

種憧憬越來越看得到。妳看像電動

車越來越普及，以前沒有電話到現

在可以打電話，再到有手機。時代

的進步很快，讓大家對未來充滿了

很多憧憬。我覺得這個是現代社會

比較有意思或比較屬於時代特色的

地方。”張震說到。

坊間壹直流傳，張震每拍壹部

電影就會學會壹個新技能。為了拍

《赤壁》演好孫權，他熟讀三國演

義；拍《建黨偉業》，他又把民國

史熟記於心；拍《吳清源》時，他

拜師學圍棋，據說圍棋水平已能壓

制專業三段；為了拍《壹代宗師》

，他苦學了三年八極拳，還在全國

八極拳比賽中拿了壹等獎；為了

2015年的春晚表演，他學習彈奏古

琴……

當被問到這壹次為了拍《緝

魂》學了什麼新技能時，張震笑說

，學會了“瞬間判斷這個色拉好不

好吃”。 為了精準詮釋出癌末患

者的狀態，張震幾乎頓頓以色拉為

食，三個月的時間減掉24斤。

至於那些傳說中的“技能”們

，張震坦言，自己很偶爾會練習復

習壹下。“我下棋技術其實不高的

，不，是很差，但我偶爾會玩壹玩

。古琴我也是偶爾會去彈壹彈，

2020年，有在壹個禮拜我會去稍微

練壹下古琴。這些都需要花時間，

沒得偷懶。

拍電視劇持開放態度
壹直在電影領域深耕的張震，

於2019年首度正式踏足電視劇領域

，與倪妮搭檔出演林玉芬導演的古

裝玄幻劇《宸汐緣》。

劇中，張震飾演的九宸表面高

冷，內心卻重情重義，吸引了壹大

票年輕粉絲的追捧。談及這次電視

劇體驗，張震表示：“我覺得挺好

的，主要這是通過不壹樣的媒介，

在表演上面可能有壹些自己要需要

調整的地方。拍《宸汐緣》讓我認

識很多很好的朋友，包括導演、制

片人和很多演員，我覺得都是讓我

有整個在演藝的經歷裏面有更上壹

層樓的地方。正是他們讓我自己對

自己的表演有更不壹樣的考量，

而且劇的推廣力可能更強壹些，可

能在觀眾的受眾人群上面可以看到

自己表演的人會更多壹些，這方面

也是蠻不壹樣的壹個經歷。”

而當被問到之後是否還會繼續

嘗試電視劇時，張震稱自己其實保

持開放的態度。

“其實這壹兩年劇的邀約也挺

多的，但是（因為）種種的考量，

我目前還沒有接。但是之後很難講

，可能有機會會朝電視劇方面去做

壹些發展。”至於很多劇迷期待的

與倪妮再合體拍民國戲，張震也持

積極態度，“應該有機會的。”

談到自己會被什麼樣的角色吸

引，張震稱自己看劇本時最在意有

沒有共鳴。“我覺得我不是壹個非

常創作者的壹個想法，我沒有辦法

去改變他們對他們劇本裏面的人物

的設定。所以我基本上還是在挑選

上面處於比較被動的壹個狀態，但

基本上我會挑壹些自己覺得比較感

興趣，或者是比較有挑戰性，或者

是跟自身的生活特別沒有關系的，

我可能就會選擇這樣的內容。”

張震覺得，遇到合適的角色完

全看運氣和緣分。“因為如果去調

研、做分析也是可以的，可是去做

分析好像對我來講又少了壹層樂趣

，就變成什麼都是數據化，就沒有

那麼好玩。”

他認為自己在選擇角色時處於

被動的狀態，“人家都覺得我是電

影裏面那個樣子，可是實際上我就

不是那個樣子。可是對別人來講，

可能他們就覺得這個是很符合妳的

形象這樣子，但實際上自己又覺得

可能不是朝這個方向，會有壹些想

法，如果被劇本打動可能是很不壹

樣的壹些點。

他拿這次演《緝魂》中梁檢這

個角色來舉例，“其實這個人物妳

說他有正義感，可是如果我換壹個

演法是比較暗黑壹點，或者他私心

比較多壹點的時候，他可能是另外

壹種演法。”

不管好的聲音還是不好的都樂
於看見

從14歲出演楊德昌導演的《牯

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開始，張震的

電影之路壹路都有大師加持，不乏

侯孝賢、李安、王家衛等華語殿堂

級導演。他的可塑性得到了名導們

的壹致認可。而近些年，張震開始

與壹些新生代導演合作，他發現自

己在表演上愈來愈自信。

早期與大導演們合作時，自己

對表演的把握還沒有那麼深刻，往

往只能靠導演給的方向去演。而現

在，自己的想法也會更豐富。“妳

手中有更多的牌可以打出來，可以

有比較多的變化。有的時候同壹個

情感，妳不同的表達方式，它不壹

定哪壹個是最準確的，所以妳可

以試著去改變，然後改變可能就

會影響到整個電影的壹個情節的

脈絡的流動性，我覺得這個也是

現在工作覺得比較有趣的地方。”

張震說道。

初次與導演程偉豪合作，張震

對他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很理性”

，對於梁檢這個角色從外在造型到

內在人物動機，兩人都經歷了多番

分析和討論。在他看來，每壹個導

演的電影世界觀都不太壹樣，作為

演員如何去理解他們的世界觀很重

要。

“現在自己的想法可能會比較

豐富壹些，經歷也比較豐富壹些，

所以也會去想象自己能做到什麼樣

的程度，我會去做不壹樣的探討，

跟導演做不壹樣的探討，然後去把

這些不壹樣的層次去拿出來給導演

選擇，導演要怎麼選擇，那是導演

要做的準備，我們可以提供更多的

元素，或者是更多的小細節在情感

上面的轉換，然後和導演去探討到

底這個角色要采用哪壹個。整體來

講合作的方式會有壹些改變，但是

這個改變都是為了去完成電影。”

《緝魂》已經於1月15日上映

，新穎的電影類型和意想不到的故

事發展都引發了觀眾的熱議。

對於觀眾的評論，張震表示，

說不在意是不可能的。“我覺得影

視作品是不完美的藝術，我們很難

去滿足到每壹個觀眾朋友，但我覺

得最基本的是對作品本身妳是問心

無愧的。當然不好的聲音當然要接

納，他們看到的東西可能跟妳看到

的是不壹樣，當然我覺得也是很好

的壹些建議，我如果看到我當然也

會銘記在心。我會保持認真的心，

用壹樣的態度去面對每壹部作品，

所以這些東西這些聲音不管是好的

還是不好的，我都其實都還蠻樂於

看見。”

霸氣護老公！小S懟網友：
再說他壞話跟妳勢不兩立

小S在18日半夜曬出壹張老公許

雅鈞的背影照，他穿著黑色羽絨外

套，站在廚房的爐竈前，手舉起來似

乎很忙。小S開心地寫下：“老公幫

我們煮宵夜！好man！”，原來許雅

鈞不畏寒冷的天氣，穿上厚重外套也

要來到廚房做菜，寵妻的舉動獲得了

許多粉絲的共鳴，紛紛狂贊：“嫁對

老公啦”、“會下廚的男人最棒了。”

只不過，小S久違曝光許雅鈞貼心

舉動，卻引起不少網友攻擊，讓她忍不

住直接在留言區嗆聲：“誰再說我老公

壞話，我跟妳勢不兩立”，霸氣保護男

方，希望可以減少對對方的謾罵，帥氣

的反擊也吸引將近900個贊。

除此之外，小S也大方回應網友

提問，她透露老公當天準備的宵夜是

牛肉面。另外也有人質問她：“煮個

宵夜就man，怎麼不去找個廚師？”

她則回懟：“廚師也要愛我，真心為

我啊！給錢的man什麼”，壹字壹句

都流露出對丈夫的愛意。

張震：很難滿足每位觀眾
每部作品都做到問心無愧

疫情衝擊個唱！
伍佰採實聯制、陶子憂取消

新冠疫情再次升溫，娛樂圈

也受到衝擊，比如歌手邱鋒澤

的演唱會以及丁噹參與的音樂

劇就宣布延期，而伍佰的演唱

會雖然目前不取消，但得採實

聯制入場，另外還有即將在二

月底開唱的陶晶瑩，已經敲好

合唱嘉賓的她，也相當擔心不

能如期舉行。

歌手陶晶瑩睽違兩年，預定2

月27日，要攻進臺北小巨蛋開唱，

為了調整成最佳狀態，努力運動照

顧喉嚨狀況，但沒想到疫情升溫，

演唱會是否能如期舉行，成為未知

數。

歌手陶晶瑩：「但是現在還是

會有點擔心，因為我看到好像燈會

都取消了嘛，所以現在就有壹點，

就是在祈禱，祈禱全臺灣大家身體

健康。」

歌手陶晶瑩：「十個男人七

個傻八個呆九個壞，還有壹個人

人愛。」

歌手蔡健雅《單戀曲》：「藍

色困境辜負自己。」

原定去年5月就要開唱，因為

疫情延到這個月底，現在又面臨新

壹波疫情，主辦單位強調會註意疫

情發展，審慎評估延期或是如期

舉辦，另外像是 1月 23日，要在

臺中圓滿戶外劇場開唱的伍佰，

雖然目前沒有取消，不過主辦

單位也公告，必須遵守防疫作業

，採「實聯制」入場，但也有無奈

延期的演出。

歌手丁噹：「我們為遵守相關

規定，所以2021的旗艦版無法如期

抵達臺灣。」

歌手叮噹所參與的音樂劇，

原訂二月底要在高雄舉辦，但

迫於疫情只能延到七月，另外

還有歌手邱鋒澤，1月 30 日的演

唱會也改到 4月，雖然損失不少

，不過防疫優先，還是希望歌

迷在健康的環境下，開心的享

受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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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年，英國作家丹尼爾· 笛福的《魯濱遜漂

流記》呈現了魯濱遜的荒島冒險歷程，也讓人們

看到在生存的絕境之下，人類所爆發出的超強智

慧和能量。200多年過去了，新世紀之初的《荒島

余生》則展示了壹個現代版的“魯濱遜”野外求

生傳奇。

漢克斯孤獨求生的演繹幾乎貫穿全片，占據

全片三分之二的獨角戲發揮讓業內人士普遍認為

他將收獲第三座小金人，雖然最終沒有如預言那

般（輸給了《角鬥士》的羅素· 克勞），但金球封

帝也實至名歸。

影片的故事源於漢克斯讀到壹篇關於聯邦快

遞的文章，“裝滿包裹的飛機壹天要飛越太平洋

三次”，他設想“如果飛機遭遇事故墜機了會怎

麽辦?”“四年裏，在壹個荒島上沒有生存所需的

食物、水、住所、火和同伴，會如何？”

他 將自己的這壹簡單構想告訴了編劇小威

廉· 保爾斯（二人1995年在《阿波羅13號》中曾

合作）。令人驚訝的是，《荒島余生》最初的構

思是壹部喜劇，漢克斯覺得熱帶島嶼上的壹個漂

流者可能會遇到很多幽默的場景。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漢克斯和保爾斯都認為

，這些材料更適合壹些冒險性的戲劇演繹，於是

他們決定豐富主角查克· 諾蘭德的人物特征。

劇本的誕生充滿各種奇遇和火花。為了描寫

荒島求生的狀態，編劇保爾斯前往荒無人煙、巖

石嶙峋的墨西哥海灘，為期7天跋涉歷險，來感

受困境下的人物。

他向生存專家請教，讓他們測試自己的生存

能力，忍受饑餓、尋找住處和食物，用最少的可

用資源艱難求生，就像漢克斯在電影中扮演的角

色壹樣——嘗試鑿開椰子和生火，但花費了很長

時間毫無結果，比片中的漢克斯還慘。

最不尋常的事情是，保爾斯偶然發現了壹個

從海裏飄來的威爾遜排球，無意中發現了劇本的

壹個關鍵元素，也就是陪漢克斯荒島生活4年的

好朋友“威爾斯”。保爾斯還為威爾遜寫了臺詞(

在現場替身演員把臺詞念給漢克斯聽，讓漢克斯

覺得自己是在和真人對話)，便於諾蘭德渲露內心

深處的想法和情感。

在壹次采訪中，漢克斯表示他們花了6年時

間才建立起團隊，來研究“荒島余生”這個故事

。隨著影片劇本的成型，導演羅伯特· 澤米基斯加

入這個項目。漢克斯和澤米基斯自1994年合作拍

完《阿甘正傳》後，壹直保持著聯系。“阿甘”

與導演二度合作，期望延續《阿甘正傳》的超級

輝煌。

為了真實展現荒島求生的艱難經歷和時間流

逝，本片的拍攝手法令人驚嘆。影片完全按照故

事發展的時間順序拍攝，不惜耗時16個月，中途

停拍長達1年。在此期間，澤米基斯帶領同壹個

制作班底拍攝了《危機四伏》(2000年由哈裏森·

福特和米歇爾· 菲佛主演)。

而停拍的原因，則是要等漢克斯減掉55磅體

重，並留長頭發和胡須，完成外形上的蛻變和情

感的微妙過渡。

為了表現男主角的生理變化，達到最佳效果

，拍戲前湯姆· 漢克斯先增重，不鍛煉，讓自己看

起來像壹個身材走樣的中年人。而到了荒島戲份

，他壹度爆瘦，呈現出壹個無言野人的形象。

由於是漢克斯真實身材樣貌的呈現，而非化

妝特效的結果，這壹毛發叢生的遠古形象廣為流

傳，甚至成為“荒蠻野人”的代言照。今年疫情

期間隔離在家不能理發修胡子的男士們，有的便

曝出自己胡子拉碴、毛發野蠻瘋長的照片，跟漢

克斯片中的形象對照自嘲。

不僅增重又爆瘦，片中長時間浸泡在海水裏

的戲份，也讓漢克斯患上了嚴重的關節病，為了

角色，同時肩負制片人的職責，漢克斯也是真的

拼了。好在影片最終以9000萬美元的成本，收獲

4.29億美元的票房成績，沒有辜負漢克斯與其團

隊的付出。

值得提及的是，本片的配樂由導演澤米基斯

的老搭檔亞倫· 史維斯查（《阿甘正傳》《回到未

來》的配樂作曲者）制作。片中，男主諾蘭德在

荒島上的時候基本沒有配樂，也沒有鳥鳴、昆蟲

等自然生物的音效，這是為了增強人物的孤立感

、無助感。直到諾蘭德沖破巨浪、真正逃離荒島

，音樂才伴著希望緩緩響起，這無疑是壹個非常

智慧的選擇。

2000年，《荒島余生》的熱映也連帶炒紅了

兩個片中出現過的商品：聯邦快遞和威爾森運動

用品，以及取景地——太平洋島國斐濟所屬的壹

個小島（成為壹個旅遊景點）。

太平洋島國斐濟所屬的莫努利基島，片中漢

克斯想逃離這裏，但當妳踏上後，也許會不想離

開。

看完本片，才知道什麽是最頂級的廣告植入

，它儼然壹部聯邦快遞的廣告大片，對聯邦快遞

職員的贊美詩，以及其品質信譽的全球推廣。電

影上映後，聯邦快遞的品牌知名度在亞洲和歐洲

等海外市場得到了明顯提升。

然而，與公眾普遍想法相反的是，聯邦快遞

公司沒有支付給制片方壹分錢。導演澤米基斯在

幾次采訪中明確表示了這壹點。雖然聯邦快遞聽

說這個項目時非常擔心，但他們對完成的劇本並

沒有異議，並在拍攝過程中提供了支持——聯邦

快遞在孟菲斯、洛杉磯和莫斯科提供了他們的設

施，以及飛機、卡車、制服和後勤支持。

片中，聯邦快遞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弗雷德· 史

密斯曾親自出現在歡迎諾蘭德歸來的場景中，這

是在位於田納西州孟菲斯的聯邦快遞公司總部拍

攝的。

2003年超級碗比賽期間，聯邦快遞的壹則廣

告中出現了電影最後壹幕，在這壹版本中，諾蘭

德把包裹退還給寄件人，女人應門簽收。當諾蘭

德問盒子裏裝的是什麽時，女人回答道，“只有

壹個衛星電話、GPS定位器、魚竿、凈水器和壹

些種子。只是壹些愚蠢的東西。”網友紛紛表示

，如果這壹場景出現在電影中，將會把整部電影

變成喜劇。

片中另壹個商品威爾遜排球，作為漢克斯荒

島漂流歲月中的唯壹伴侶，也成為炙手可熱的品

牌。電影裏使用的三個排球中的壹個，曾以18400

美元的價格被拍賣。而片中漢克斯無力挽救、傷

心欲絕大喊“威爾遜”的畫面，也成為影片著名

的片段之壹。

今年年初的3月12日，湯姆· 漢克斯夫婦在澳

大利亞拍新片時被確診感染新冠肺炎，當地黃金

海岸醫院的工作人員送給漢克斯壹個威爾遜排球

，陪他度過隔離的日子。

至於片中的威爾遜最終漂向了哪裏，它的命

運將會怎樣？熱心的影迷朋友憑借清奇的腦洞，

制作了許多有趣的續作，包括影視和動漫，來懷

念和致敬我們的朋友“威爾遜”。

此外，影片的熱映和持久影響力還激發了熱

門美劇《迷失》(Lost)的創作。2004-2010年美國廣

播公司（ABC Studios）推出的科幻懸疑劇集《迷

失》，最初便是受到當時熱門的真人秀《幸存者

》與電影《荒島余生》的啟發。

該劇講述了從悉尼飛往洛杉磯的某壹航班，

在南太平洋壹個神秘小島上墜毀後，發生在幸存

者身上的故事。整體的故事概念與《荒島余生》

基本相似，只不過豐富了壹些細節，後期加入了

超自然元素，讓劇中的小島具有了神秘力量，可

以治愈癱瘓、癌癥，甚至讓人“起死回生”等。

《荒島余生》的影響力遠不止於此，作為壹

個平凡人的荒島歷險記，它將個人置於生存絕境

之下，呈現了教科書式的求生指南，也表達了在

物質和科技日益發達的當下，現代人對文明社會

、生命價值和存在意義的種種思考。

《荒島余生》20年了,妳還記得威爾遜嗎？

2020年1月5日美國金球獎頒獎典禮上，64歲的湯姆·漢克斯獲終身
成就獎。而他上壹次獲金球最佳男主，則是20年前因為《荒島余生》中的
“獨角戲”演繹。

哪怕不是資深影迷，妳也會知道2000年這部最不尋常的影片《荒島
余生》，當年高中英語教材（2003年人教版）中關於影片故事的文章以及
劇照配圖，90後們應該印象深刻，也足以說明影片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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