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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时没看过!海角七号"

大庆出身自台湾省宜兰县南澳乡

的泰雅族人!踏入演艺圈前!他是个开

货车的司机" 由于工作关系!大庆没看

过在台湾创造票房纪录的#海角七号$!

所以根本也不知道魏德圣是谁%一开始

&赛$片剧组到他家找他试镜时!三番两

次打电话给他! 让他既意外又很担心!

以为是诈骗集团的打来电话%经过长时

间努力! 他终于放下心房与导演见面!

才成为电影中那个青年莫纳鲁道% 他

说'(我不知道演戏这么有趣!也非常辛

苦%与大家共同追逐祖灵文化故事的时

间里!我才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我的

方向盘!终于转向我要去的地方)*+

魏德圣#看上他的猎人眼神

其实大庆也并非一试就中!当他通

过初选后!魏德圣便安排几位进入复选

的演员参与训练, 其中一项训的是-眼

神+! 大庆需与其他同伴一同专注盯着

蜡烛一段很长的时间!以便流露锐利的

眼神% 魏德圣透露!他便是在这个训练

中出线!-因为他的眼神流露出台湾少

数民族猎人的本能+%

难忘的戏都是生死关头

在 &赛$ 片拍摄期间! 有一段在

低温
45+

的水里激流打斗戏! 大庆得

吃尽苦头 ! 几近全裸挑战跳水游泳

戏%

大庆表示' -水底摄影最困难的

部分! 在于一口气下到水里面之后 !

那一口气内! 只在大概
)5

秒之间! 要

演完我该演的戏 % 真的很难 % 还有 !

在下水的时候! 我身上有绑一些绳子!

以防止真正我被水冲走! 可是却又要

呈现出片中我被冲走的样子! 当时是

请三. 四个工作人员去拉才有这种效

果! 所以我当时在水里面被拉的时候!

一方面要忍受身体的疼痛! 一方面还

要同时表现当时受难的情绪表情! 难

度真的很高%+

另一场他觉得最困难的戏!则是得

背着父亲逃生的一场戏%要背着比他还

重的父亲!赤脚奔跑在又湿又滑!满地

荆棘的山路上!对他来是非常吃力又危

险的% 因为一边要顾及不能让父亲摔

下! 一方面还要做好脸部悲伤的表情!

同时还要兼顾湿滑的山路!

67

跌倒数

次后!才将这个镜头演绎好!这时全身

也已经是伤痕累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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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魏德圣导演的史诗大片 !赛德克$巴莱"

#

月
$%

日将在内地霸气上

映%迎战!复仇者联盟"%片中最受注目的便是主演少年莫纳鲁道的新人演

员大庆&曾是货车司机的他%初出道便主演这部史诗大片的故事令人好奇%

但他却说%因为听说很多诈骗案件%一度以为魏德圣也是骗子& 他在主演

!赛德克$巴莱"后%在台湾星运大开%不但成为时尚活动常客%也已参演多

部电影和话剧&

#

月
&

日%他将到北京参与!赛德克$巴莱"北京首映%他希

望内地的观众也能看到他的努力&

大庆!赛德克$巴莱"剧照

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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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集结了史上最

强超级英雄团体的影片 &复仇者联

盟$

1

月
1

日登陆各大影院% 超级英

雄的人气. 占了影片三分之二的打

斗场面!以及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

的插科打诨.绿巨人的出人意料!掩

盖了剧情的不足"

据知! 作为今年揭幕暑期档的

第一部电影!&复仇者联盟$在韩国.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已经拥有了火爆

票房! 提前通过了受欢迎程度与吸

金实力的考验"

情节简单%靠特技场面撑场

影片讲述的是一股突如其来的

强大邪恶势力将对地球造成致命威

胁! 在没有任何一个超级英雄能够

单独抵挡的情况下! 一直致力保卫

地球安危的神盾局措手不及! 指挥

官弗瑞意识到必须创建一个史无前

例的最强联盟! 云集各方豪杰才能

拯救世界"于是!包括钢铁侠.雷神.

美国队长.绿巨人.黑寡妇.鹰眼等

超级英雄共同组成复仇者联盟" 影

片故事情节延续的是好莱坞 -超级

英雄抵御外来侵略+的经典套路"

剧情的简单! 使得细节上也变

得单薄! 超级英雄们非但没有太多

施展余地!反而轮番犯蠢" -前一秒

还酷酷地摆着造型! 后一秒就被天

外飞来的对手给撞个底朝天" 英雄

们的打斗也是没有任何技术可言!

他们在一起怎么变得那么蠢" +看完

影片! 有观众忍不住对剧情细节吐

槽" 当然!美国大片该有的撒手锏!

&复仇者联盟$并未错过!那就是应

接不暇的特效大场面"

这部电影云集了钢铁侠. 绿巨

人.雷神等众多经典漫画形象!像是

一部真人版动漫英雄总动员" 英雄

大集合! 必然会吸引各路英雄的粉

丝前来捧场" 不过对于这些经典形

象并不熟悉的人! 电影看起来就有

些费劲了"一位观众表示!只听说过

钢铁侠!但是没有看过!所以看的时

候对这些人物没有一个直观的印

象"

钢铁侠出彩%美国队长沦为摆设

当一群超级英雄聚集在一起的

时候! 难免有人出挑! 有人沦为摆

设"此次钢铁侠小罗伯特0唐尼绝对

是占了便宜的!幽默.毒舌兼自负!

最后还因为勇于献身成了超级英雄

中的-战斗机+% 除了担任各种最危

险作战任务外! 唐尼还充分发挥谐

星的巨大能量!各种调侃.各种-没

正形+%比如!遇到沉睡
25

年后醒来

的美国队长时!他调侃对方是-冰了

那么多年的冰棍条+%

相反的! 出场令人期待的美国

队长!此次却悲催地沦为摆设!信心

满满挑战大反派洛基! 却经不住对

方的几下拳头! 还要钢铁侠及时出

现相救! 当然也被对方嘲笑!-看来

你睡太久! 错过了不少好的发明+%

正如有些评论说的!-片中钢铁侠负

责耍宝!美国队长负责耍帅!黑寡妇

负责卖弄风情!独眼负责耍心机!鹰

眼负责秀胳膊**+

冷笑话'美式幽默无处不在

&复仇者联盟$能做到-不闷+靠

的还是美国大片惯有的冷笑话和幽

默% 比如!黑寡妇的出场!起先假装

被控制的她看起来柔弱无力! 但当

接到总部命令时! 她一出手就解决

了前一秒还嚣张得不可一世的几个

大男人!整个过程还通着电话%此类

-有点冷+的耍酷常常让观众忍俊不

禁%

此外 ! 片中也别出心裁地安

排了钢铁侠 . 美国队长 . 雷神等

$-88

们吵吵群架 ! 插科打诨 % 在

长达一二十分钟的群架戏中 ! 钢

铁侠妙语连珠 ! 美国队长道理一

套套 ! 而憨憨的雷神被涮了却无

力还嘴 ! 憋得满脸通红的样子逗

乐了不少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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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日前! 有媒体

曝光功夫片演员吴京与光线传媒主

播谢楠车内激吻照! 疑似两人恋情

曝光%

1

月
1

日下午吴京更新微博发

布一则-检讨+!称自己对被跟踪拍

照毫无察觉! 并表示要自罚以后会

提高警惕!疑似默认与谢楠恋情%

近期正在拍摄网络剧 &杜拉拉

升职记$ 的光线传媒主播谢楠被拍

到在北京某妇幼医院附近露面!而

驾车陪同她的是功夫片出身的演员

吴京% 随后二人更被拍到在车中激

吻的画面!导致恋情曝光%谢楠对早

有报道的绯闻一直避而不谈! 其经

纪人也回应称不方便代答艺人私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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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中国商业联合

会媒体购物专业委员会
9

简称媒购

委
:1

月
;

日通报了
<=

种违法电视

购物广告!其中央视&健康之路$栏

目主持人张毅涉及的多则广告涉嫌

违法%

在公布的
<=

种违法电视购物

广告中! 张毅涉及的违法广告多达

<

种% 据媒购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张

毅所做的广告都是近期录制的!媒

购委委托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演员委

员会与张毅联系! 但没有得到对方

的答复%

另外!在
<=

种违法电视购物广

告中!媒购委还发现了侯耀华.赵忠

祥. 李金斗等名人参与的电视购物

广告!经调查后发现!企业并未取得

这些名人的授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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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意大利时间
1

月
;

日晚! 中国女演员赵涛凭借意

大利电影&我是丽$获
0=40

年意大

利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演奖! 成获

此殊荣的首位亚洲人% &我是丽$讲

述了在意大利小镇艰难生活的中国

女人的故事! 赵涛在片中全程用意

大利语演绎%

赵涛上台领奖时表示'-能在意

大利这样一个电影历史悠久的国家

获奖无比意外和欣喜! 这部电影是

中国电影工作者和意大利电影工作

者的完美合作! 当我一个人从北京

来到威尼斯小镇基奥甲的时候!没

有想到这是一段如此特别的拍摄经

历!感谢影片的全体工作人员% +

赵涛作为首位获得此奖项的亚

洲人!在颁奖礼上人气颇高% 据悉!

赵涛与意大利电影金像奖也将自此

结缘!成为该奖项永久评委!拥有投

票权! 并且将在明年前往意大利颁

发下一届的最佳男主角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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