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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定档7月9日

张涵予袁泉用精湛演技致敬医者仁心
信息 时 报 讯 （记 者 马 泽 望 ） 由刘
伟强执导，刘伟强、李锦文共同监制的
抗疫题材电影《中国医生》宣布将于7
月9日全国上映。 海报上，曾在电影《中
国机长》 中带队力挽狂澜的张涵予和
袁泉此番再度集结， 率领众人化身为
抗疫一线白衣为甲、 舍生忘死的中国
医务工作者。 预告片中，除了张涵予和
袁泉外，朱亚文、李晨、易烊千玺、欧豪
等饰演的角色也轮番上阵， 用精湛的
演技和满心的敬畏，去全力贴近真实，
共同致敬医者仁心！

创作小组实地深入收集资料
《中国医生》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斗争的真实事件改编，以武
汉市金银潭医院为核心
故事背景，同时兼顾武
汉同济医院、武汉市肺
科医院、 武汉协和
医院、 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 （湖 北 省 人
民 医 院 ）、 火神山
医院、各方舱
医院等兄弟
单位，以

张涵予和袁泉演绎抗疫一线白衣为甲、舍生忘死的中国医务工作者。

武汉医务人员、 全国各省市援鄂医疗
队为人物原型。
《中国医生》总制片人、博纳影业
集团董事长于冬透露， 最早萌生拍摄
《中国医生》这部电影的想法，是从钟
南山坐着火车前往武汉抗疫一线的一
张照片开始的。“各地援鄂医疗队出
发、武汉医生在一线奋战的场面，令我
们特别有创作冲动。 春节期间我跟刘
伟强导演商量后， 就向广东省委宣传
部和国家电影局主动请缨， 希望创作
这个题材。 ”
为此， 博纳影业集团重新召集了
电影 《中国机长》 的原班人马， 并在
2020年4月武汉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
控措施后, 第一时间率创作小组进入
武汉走访医院收集资料。 在走访武汉
金银潭医院的时候， 所有人都被这里
发生过的故事所打动， 最终决定将焦
点集中在武汉金银潭医院这个“疫情
暴风眼”上，以小见大进行创作，将一
幅波澜壮阔的抗疫画卷徐徐展开。

张涵予贡献
“
收敛式表演”
影片中， 张涵予饰演的张竞予院
长团结全院干部职工， 与援鄂医务人
员一道为病人带来信心和希望。 这一
角色，正是以“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
号获得者、湖北省卫健委副主任、金银
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为原型的。
张涵予表示， 张定宇作为一个基
层院长和普通党员， 表现出的勇气和
担当让人震撼。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
在电影开拍前就到武汉跟张定宇相处
了 几 天 ，“那段 时 间 每天 跟 他 一 起 查
房，去体验医生的工作，他爱憎分明的
个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也把我
对他的观察融入我的表演中。 要想把
这个角色演好， 并不是把我整个人化
妆得像他就可以了， 我要用自己的状
态、神态、语言、做事风格等微妙的细
节，让观众觉得像才行。 ”为此，张涵予

做足功课，除
了全程以湖北话
演绎角色之外，考
虑到张定宇患有渐冻症
的身体状况，张涵予在表演
时也特别注重身体姿态的细节。
总制片人于冬将张涵予的表
演风格概括为
“
收敛式表演”。
“
他
没有太过于强调和放大， 而是自己
藏着演，在人前反而收着，跟张定宇院
长本人当时的状态也是一致的， 这样
整个院长的形象就塑造出来了。 ”

袁泉穿上防护服就忘了时间
袁泉在《中国医生》中饰演重症医
学科主任文婷， 为真实还原抗疫工作
下的医护人员状态，她贡献了“毁容式
演出”：脸颊被口罩勒出压痕，因长时
间穿戴防护服、护目镜和口罩，皮肤被
汗水浸泡得发白， 每次出现的时候都
是满面倦容， 只有眼神依旧透着医者
的坚定和勇敢……
为了拍摄一场重头戏， 袁泉曾
经连续穿了8个小时的防护服，但她
事后表示自己其实没有特别计算过
时间， 当时只是想尽全力向真实靠
近，“一旦穿上那身衣服， 进入那
个状态， 就不会特别留意时间
了。 ”袁泉称，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除了要不断练习穿防护服等技术
操作、学习医学知识，还要经常
向亲历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请教心理体验，
“比学习技术操
作更重要的， 是找到角色的心
理支撑。 ”她还表示：
“
拍完《中
国医生》这个戏，我绝对不敢
说我掌握了什么。 我只是
试图去学习， 尽量靠近他
们。 成为一个合格的医
务工作者不是那么容易
的，他们真的很伟大，
向他们致敬！ ”

分享“活出美好”的秘诀

黄绮珊：在哪个年龄都不要嫌弃自己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管 安 琪 ） 广东
卫视大型原创时代记忆音乐文化节目
《流淌的歌声》第三季即将回归。 在明天
播出的首期节目中，凤凰传奇、黄绮珊、
杨洪基、唐汉霄将率先开唱。 黄绮珊演
绎经典歌曲之余，也分享了她对经典歌
曲的理解：“所谓的经典就是可以让一
代一代人去津津有味地琢磨的作品，它
承载的不仅仅是音乐，还有人生。 ”

重回广州
“
它承载着我某一个人生时期”

轻描淡写地用‘走过’来描述的城市，它
是承载着我某一个人生时期的城市。 ”
从 1991 年到 2013 年，黄绮珊一路
沉淀与积累， 用 20 多年时间上演了现
实版的
“
乘风破浪的姐姐”。 作为音乐圈
中大器晚成的代表人物，黄绮珊鼓励那
些正在为梦想打拼的人们要心存希望，
“现实生活并不都是美好的， 但因为有
着对美好的期盼才可以活出美好。 ”现
年 53 岁的黄绮珊仍然给大众展现出极
佳的表演状态，但是她坦承自己也有软
弱的时候，幸运的是她找到了自己的人
生价值，“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看到
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哪个年龄都不要嫌
弃自己，这是最基本的。 ”

很多人认识歌手黄绮珊， 是通过
2013年的《我是歌手》。 但对于黄绮珊而
言， 她的音乐之路还有其他关键节点，
翻唱《蓝莲花》
例如20世纪90年代广州著名的表演场
所“卜通100”，这里曾经也是那英、林依 “
希望完成作品，不妄想超越”
轮等歌手驻唱的地方。 早前，在《流淌的
歌声》第三季录制间隙，黄绮珊跟前往
据节目组介绍，《流淌的歌声》第三
探班的记者聊起了她当年来广州发展
季把“创新”贯彻到底，全面升级主题内
的经历。“
1991年我就在东山宾馆的
‘
卜
容、嘉宾阵容、节目模式、互动玩法、舞
美呈现。 在保留往季即点即唱、个人独
通100’演出。 对我来说，广州不是一个

黄绮珊唱响《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唱、集 体 合 唱的 基 础 上 ，新 增“两 两 合
唱”环节，有年龄差距近 50 岁的老少组
合， 也有男低音和女高音的天籁组合
……力求打造前所未有的视听盛宴。 首
期节目中，凤凰传奇的玲花搭档唐汉霄
演绎 《月亮之上》， 而曾毅则难得飙高
音，搭档黄绮珊挑战超高难度的《蓝莲
花》。
对于翻唱《蓝莲花》，黄绮珊毫不掩
饰自己内心的忐忑，她说：“我不知道唱
了之后， 许巍的歌迷会不会拿鸡蛋扔

我，因为许巍的演唱太经典了，高度就
在那里。 大家都听许巍，会有先入为主
的感受，所以后面的人要唱这个作品就
是一个挑战。 ”虽然认为这首歌跟自己
的演唱风格不是很相符，但黄绮珊并不
会为此作什么改编，“我们俩都是独一
无二，我希望以我的方式去完成这个作
品，不妄想什么超越。 ”
据悉，《流淌的歌声》 第三季将于 6
月 25 日起逢周五晚 21:10 在广东卫视
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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