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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北平无战事"中有一位角色#只闻其声

未见其人#只从电话听筒内传来一口浓重的浙江口音# 却从

未在画面中亮相 # 接听电话的人则毕恭毕敬地称呼他为

$建丰同志%& $建丰同志% 就是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 在

!北平无战事" 中# 他身居幕后# 控制并影响着剧情发展#

诸如 $用人要疑' 疑人要用# 关键是要用好% 等台词令人

印象深刻# 他神秘的身份和独特的声音也让众多观众十分

好奇&

"$

月
%%

日#记者见到了$建丰同志%的幕后真身(((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播音员吴凌云&他已为!钢铁侠"!加

勒比海盗"等国内外诸多影视剧进行过配音工作& 在!北平无

战事"中#除了为$建丰同志%配音#全剧的旁白解说部分也来

自他的声音&

吴凌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 毕业后他长期从事

影视剧配音工作#但参与!北平无战事"的配音对他来说有些

特别&$开始去的时候#只是让我录制旁白#后来导演就提出需

要给)建丰同志*这样一个特殊角色配音#而且要加入一些方

言的特质&剧组找了一些配音演员做筛选#最后就定下我来录

这个角色& %吴凌云说&

开始吴凌云还担心#因为他已经录制完了旁白#再去录制

剧中一位重要角色的声音#会不会产生干扰&在与导演和录音

导演沟通后#他对两种配音进行了区分+$旁白相对抽离一些#

旁观旁述性质的#)建丰同志*则是一个具体人物#需要考虑他

自己的表述方式和语言节奏& %

虽说参与过!三国"!天龙八部"!美人心计"等多部电视剧

的后期配音工作#但吴凌云表示#$建丰同志%这样只闻声音不

见其人的角色并不多见# 即便有也往往不过是一封来信和一

个电话#但!北平无战事"中的$建丰同志%却贯穿剧情始终#台

词量很大#而且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性格特征的角色#这让吴

凌云必须认真对待&

剧组选择他是有原因的#吴凌云是扬州人#祖籍是浙江宁

波#父亲是上海人#从小就受到吴语系方言的环境熏陶& 模仿

蒋经国的奉化口音#对他来说不是难事&此前他也曾为影视剧

中的蒋介石做过配音# 配音目的就是为演员的普通话对白修

饰一些方言口音&

配音之前# 吴凌云对蒋经国进行了一番研究+$我之前就

对这个人物挺感兴趣的#之前的影视作品对蒋经国有过展现#

但总是在蒋介石身边担任配角的角色# 实际上他在历史中不

容忽视#特别是他后来对台湾的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早

年还在苏联待过#人生有许多戏剧性的转变#是很有意思的人

物&%剧组则为吴凌云提供了保留下来的蒋经国录音资料供他

参考#当时剧组对塑造$建丰同志%达成了共识+按照一个有性

格的人物来塑造#而不是简单的符号或陪衬&

往常配音时#画面上总有一个演员出镜表演#但吴凌云为

$建丰同志%配音#面对的画面只是一部电话机&没有前期演员

的表演参考#还要用声音塑造一个人物出来#这对吴凌云来说

既是挑战#也拓展了发挥的空间&

$没有演员出镜#就意味着我不受演员的表演控制#可以

根据后期的情况随时进行调整& %

在录音室内#吴凌云不断与导演和制作人员沟通&考虑到

在面对不同通话对象'不同剧情环境之中#$建丰同志%的声音

都会有所不同#吴凌云在细微处不断调整着说话的情绪'节奏

和表述方式&而对于方言口音的引入#他也认为这是表现人物

特质的一部分# 同时还不能影响观众的理解# 要把握好这个

度&常常在录完一段后#吴凌云就会问身边的同事+$你们不看

字幕能不能听懂#是不是需要再淡一点, %

对于配音的酬劳#吴凌云坦言每集为
%$$

至
&$$

元#这也

是业内的一个正常水平& !北平无战事"播出后让$建丰同志%

的声音一下走红#这让吴凌云也有些意外#他说+$以前有人说

配音演员只是装装口形#这次我至少证明了#配音演员在塑造

人物上也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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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电视剧 !天涯女人心"

近日在横店杀青& 剧中# 薛佳凝饰演一个

命运坎坷的绣娘& 摆脱 !粉红女郎" 中的

$哈妹% 形象# 薛佳凝透露新戏中将走古典

唯美范# 剧情爱恨情仇交织# 演起来挺虐

心&

此前有消息称薛佳凝在横店拍戏时#前

男友胡歌曾探班#疑似两人复合&

被问及此事# 薛佳凝否认说+$没有的

事#我们一直是朋友#仅此而已& %谈及感情

现状#薛佳凝表示还在等待#婚姻大事还不

着急#$还是看缘分吧& % $高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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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霆锋和张柏芝之间!无论在一起还是

分开!都是张柏芝说得多!谢霆锋说得少"这

次谢霆锋在#驦从天降$中!回答阿
'(

说要

打开一个人的心结!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

也不需要勉强去改变!也不任由你改变% 算

是隔空对前家属喊话"

最近看张柏芝参演的&明星到我家$!感

觉看明白了谢霆锋'张柏芝骨子里不合拍的

点"张柏芝是表演型人格!是镜头宠儿!可以

一分钟流下眼泪的好演员" 她一旦现身银

幕!逼人美艳马上凌驾众生!连喑哑嗓音都

变得卓尔不群"

尔冬升最喜欢张柏芝" 他说!有时在监

视器里看着她一条就过!心里总有不甘(((

镜头对准前她还在闲聊!一点不专注!怎么

就能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把任何小情绪都

照顾到且表现得特别对!这样的天才是勤奋

者的噩梦%

但是在真人秀
)*

小时
&+,

度镜头的追

踪下! 张柏芝暴露了短板! 显得含胸驼背!

五音不全! 挤眉弄眼! 总之太家常了! 过

往岁月全部写在脸上! 是那种不耐老的女

人% 至少她跟同节目中其他素颜
&

大美女

黄圣依' 秋瓷炫' 李金铭比起来! 星态不

够! 姿态不够% 也就是说! 张柏芝属于电

影镜头! 不属于真人秀镜头% 她是考试型

选手! 超常发

挥不等于随时

严阵以待! 年

龄增加! 松懈

的日常态泄露

了她的出身和

涵养% 张柏芝

对谢霆锋的指

责! 也随着年

龄的增长! 从

率真磊落! 日

益显得口不择

言% 比如她说

谢霆锋性格有问题! 在家一个人猫在屋里

打游戏! 不理孩子! 离婚后探望孩子更少

之类**听着像不像情感热线中那些失意

女人的倾诉) 对于明星这个需要光环和神

秘感的职业来说! 太高台跳水! 一举从偶

像跳到了怨妇堆儿里! 怨妇部落也不接纳

你%

谢霆锋是明星家庭出来的完美型%你看

他老爸谢贤就知道了!

-$

岁老爷子参加真

人秀&十二道锋味$!穿白裤子!粉橙背心!秀

肌肉! 要靓不要命! 任何时候不塌架是谢

氏
./!

% 你等着看
012(3

! 长大一样一样

的! 端着% 所以谢霆锋这么多年忘不了王

菲这种
&+,

度不亲民女神! 并且一直身在

柏营心在菲 % 还有嗓子 ! 相比王菲的天

籁 ! 张柏芝的烟酒嗓儿在银幕上可以用

语速和节奏修饰 ! 变短板为特点 ! 但是

在 &明星到我家$的日常对话中!就是两个

字+难听%

张柏芝对向太哭诉+这些年自己的工作

生活方向都错了% 是这样的! 谢霆锋对王

菲奉如掌上明珠! 从不回避承认她是他的

最爱! 现在更是一提就笑眯眯% 和张柏芝

在一起时! 人前人后酷毙! 永远一副甩手

老爷德行! 看客可以各种批评和寒心! 各

种指责和揭露%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 这个

男人不爱这个女人! 她不是他手心的宝%

一旦四目相对! 就没有空间! 不爱只有更

多一点! 越早离开越好% 张柏芝当然会有

她的未来!但是绝对不是谢霆锋这款,非经

济适用男-%

谢霆锋毫不留恋地说不需要勉强去改

变!也不任由你改变%张柏芝也不必改变!从

&明星到我家$里看!公婆都起来几个小时干

着活等着她的早餐!她还呼呼大睡.起来先

搭配衣服!然后洗衣服!不慌不乱给一家子

泡了一堆杯面吃! 看得出是个心大的女子"

表演型人格哭闹归哭闹! 人早
456758

了!

不愧是街坊之星'江湖之嫂" $黄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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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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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杜琪峰'韦

家辉携手 !单身男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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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演古天乐'杨

千?'高圆圆'周渝民在京举办启动盛典#几

位主演们纷纷讲述了自己的爱情观&

发布会现场# 众位主演分享了拍戏的

$痛苦%经历+古天乐为了拍抢亲的戏#亲自

上阵攀楼#只两三层就已经全身无力#他戏

称如果真的要爬上顶楼#就一定要去急诊室

了& 周渝民回忆拍戏经历也$苦不堪言%#为

了追爱多次落水& 相比之下#杨千?和高圆

圆也没少吃苦头#爬楼'落水'被电击#比起

男演员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几位主演笑

称+想脱单就必须要$体力好%&

与上一部剧相比#该片在上一部剧的基

础上#加入了杨千?和周渝民& 杨千?称比

较有压力的地方主要是$如在工作上表现她

最强的一面#但是在爱情上自卑的那一刹那

又该怎么去表达, %

高圆圆在片中扮演一个$软妹子%&筹备

婚礼之余#她仍在卖力工作#不仅为自己参

演的!单身男女
%

"站台#还为好友的新片助

阵#出席了此前一天!不能说的夏天"的首映

式& 当天她与该片监制徐小明'导演王维明

以及郭采洁'贾静雯'戴立忍
&

大主演一同

亮相#预祝影片大卖& !单身男女
%

"将于
""

月
""

日公映& $易小燕%

#$%&

古天乐与高圆圆在发布会现场#

播音员吴凌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