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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火爆!好莱坞明星来华宣

传也越来越密集" 日前!就有#侏罗纪世界$和#末日崩塌$两部大片

的阵容造访%

将于
#

月
12

日公映的&侏罗纪世界$导演科林'特莱沃若以及

两位首次访华的主演(星爵)克里斯*普拉特和布莱斯*达拉斯*霍华

德亲临现场!分享了影片的拍摄过程+而将于
#

月
3

日上映的&末日

崩塌$更有超级硬汉(巨石)道恩*强森的撑场!这已经是他
!

年内第

二次来到中国!加上前不久他主演的&速度与激情
4

$创下国内票房

纪录!让他在中国的人气更加暴涨,强森不仅穿上唐装!居然还用中

文唱了一段&甜蜜蜜$!标准的发音和曲调让在场媒体不禁感慨!好

莱坞明星也真是太拼了-

侏罗纪世界
!"#$%&'()

由环球影业出品的电影&侏罗纪世界$在故事上依然跟&侏罗纪

公园$三部曲一脉相承% 故事大意是!在经过了前三部电影的发展

后!当年的纳布拉尔岛已然成为了一个国际旅游度假区和主题公

园...侏罗纪世界,而公司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采用了(基

因重组 )技术 !创造出一种新的恐龙种类 !那就是 (暴虐霸王龙

56789

)!它在杀伤力和体积上都远远超过霸王龙!(经过这么多

年的发展!观众已经对像霸王龙这样级别的动物习以为常!我们

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恐龙种类!让观众有新鲜感, )导演科林*特莱沃

若解释,

第一部&侏罗纪公园$拍摄于
33

年前!当时电脑特技才刚刚展

示出它在电影制作方面的惊人能力! 斯皮尔伯格在拍摄这部电影

时!还没有完全使用电脑特技!影片中有些部分是使用模型进行拍

摄!不管如何!影片上映后!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恐龙热),

&侏罗纪世界$的
:

位主创就是这股(恐龙热)中的一员!导演科

林*特莱沃若表示!在自己心中!上世纪
;2

年代的一批电影人是非

常伟大的!(他们的电影很有情怀! 像斯皮尔伯格/ 乔治0卢卡斯

等!他们拍摄的这些电影在几百年后依然会有观众看% )&侏罗纪

世界$是这位导演的第二部长片!对此!他表示!自己说没有压力

是假的!(我跟斯皮尔伯格说!如果拍砸了!你依然还是传奇!而我

就惨了% )

因为在&银河护卫队$中饰演(星爵)这个角色而被很多年轻观

众喜欢的男演员克里斯0普拉特此次被选中扮演&侏罗纪世界$的男

主角!他在片中饰演一位驯兽师!负责训练恐龙%

克里斯透露!自己小时候就被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第一部&侏罗

纪公园$所吸引!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现在能够在其中演出!(对于我

来说!这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 )但对于他来说!在影片中最大的

挑战就是跑步!因为他一直在片中被各种恐龙追着跑!(我为了这部

影片!专门训练了几个月!还学习了搏击等!没有想到最大的挑战竟

然是跑步% )

跑步对于女主角布莱斯0达拉斯0霍华德也是一大挑战!这位好

莱坞大导演郎0霍华德的宝贝女儿!在片中扮演一位女高管克莱尔!

一心只为了公司的利润%

作为影片的监制! 史蒂芬0斯皮尔伯格通过
<=7

向北京观众

表达了自己的兴奋心情1(我很高兴中国观众能够很快看到这部电

影%我希望你们就像我一样喜爱这部电影 % )他说!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是一部拍摄了
33

年的恐龙电影!(我们都很高兴能够运用最新的

电影技术和拍摄手法!和当下最受欢迎的演员一起!为整个系列注入

新的生命力% )

>;;:

年对于斯皮尔伯格来说是电影生涯的巅峰时刻!这一年!

他拍摄的&侏罗纪公园$和&辛德勒名单$同一年公映!前者为他赢得

了全球票房冠军!后者为他赢得了奥斯卡
4

项大奖% 他亲自拍摄了

&侏罗纪公园$的前两部!第三部才交给乔0庄斯顿导演%

巨石强森
*+,-./0)

(这是我第二次来北京!在北京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影迷

的热情%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森特别提到了北京影迷的高素质%

(我在北京一个很普通的健身房健身!人非常多!这些粉丝认出我之

后!对我非常尊重!没有打扰我% 只是在我训练结束之后!才涌上来

跟我一起拍照!我非常喜欢这一点!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热情!这是

在中国才会有的一种感觉% )

说到健身!就不得不提强森那一身健硕的肌肉!(巨石)的称号

真不是浪得虚名% 为了保持最佳状态! 强森每天在天亮之前就起

床做运动! 另外饮食上也会特别注意平衡% 虽然有严格的食谱!

但到了美食之都北京! 强森也忍不住破戒大饱口福% 不过! 北京

烤鸭并不是他的最爱! 提到美食! 他兴奋地说! (我最喜欢吃饺

子! 来北京肯定要吃一吃饺子! 吃完饺子之后还得去健身房健身!

把它运动掉% )

作为华纳今年的重磅灾难巨制!&末日崩塌$呈现了(史上震级

最高的地震灾难)!极致展现了现实世界中灾难的威胁%

片中!强森所饰演的关键人物(雷)!是一名搜救直升机飞行

员!当这一空前的灾难袭来之时!他便踏上了拯救前妻和女儿的征

程%

作为洛杉矶消防队的首席搜救员!强森饰演的角色在片中需要

上山下海!可谓无所不能! 既要会开直升机! 又得会高空跳伞! 还

要在海啸中驾驶快艇! 并在水下/ 悬崖/ 顶楼等各种危险环境下

完成救援% 为了让这一切看起来更加真实! 强森用了很多时间向

洛杉矶消防队的搜救员们讨教! 学习各类应急处理方法! (这部

电影最大的难度在于! 我得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这行干了
32

多年

的老手一样% )

不过!在强森看来!这样的十项全能并非角色最大的亮点!(这

个角色最大的魅力就是在面对困境时!依然能够坚持到底% 我本身

也是这样!也曾经在一些困难的时期坚持不懈% )

强森回忆说!自己人生当中最艰难的时刻是大学毕业刚进入社

会时% (一开始的目标是想成为职业的足球选手!但很不幸的是!当

初在加拿大踢球的时候!被球队除名了%当时我兜里只有
4

美元!那

个时候只有
30

/

3"

岁!不得不搬过去和父母一起住% )这对强森的打

击非常大%

如今!已经成为好莱坞大明星的强森!也不忘给正在奋斗中的

年轻人打气1(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一定要有信心!要相信未来一定

会变得更美好%不论男女!不论你来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都要努力

地去工作!实现自己的梦想% )

聊到尽兴之处!强森还玩性大发!拿起手机与现场观众共同自

拍了一段长达十几秒的小视频!引得台下粉丝纷纷挥手抢镜%

(自拍狂魔)是强森的另一个外号!前不久在伦敦的首映礼上!

他在红毯上与粉丝大玩自拍! 竟在
:

分钟内拍出
>2"

张自拍照!打

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就连在接受中国记者的圆桌采访时!他也不

忘让助手帮自己拍下工作照!以便他上传到社交网络% 对社交网络

(中毒)已深的强森得意地说!他自拍时从来不需要用自拍杆! (我

的胳膊特别长!它就是我的自拍杆% ) !李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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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近日宣

布在今年
;

月举行的第
02

届多伦多电影节上!

将首次设立名为(站台)的竞赛单元% 这个单元

的名字来自中国导演贾樟柯的代表作 &站台$!

这部拍摄于
3222

年的影片曾经在多伦多国际

电影节北美首映!贾樟柯凭借此片于
32>>

年获

得多伦多(新世纪十年最佳导演奖)%

(站台)单元的竞赛影片将超过
>3

部!获得

(站台)奖项的最佳电影将获得
3?"

万加元的奖

金%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主席皮埃0汉德林表示!

主办方希望开启一个新的竞赛单元纪念电影节

02

周年%

贾樟柯有望携新作 &山河故人$ 亮相多伦

多% 据了解!该片已经销往世界
32

多个国家和

地区% !聂宽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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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2

日!央视(六一)晚会

&欢乐的节日$ 公布演员阵容! 节目包括歌舞/

相声/ 魔术/ 游戏等多元素!

@ABCDE

/ 韩红

献唱! 大白/ 功夫熊猫等
:2

多个卡通人物登台

献艺%

中国儿艺带来的国内外经典儿童剧目!小

飞侠彼得潘/孙悟空/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女

孩等
:2

多个卡通人偶站满舞台%国产动画标志

人物熊大/熊二!国外&超能陆战队$中的大白/

功夫熊猫等与小朋友见面%

韩红带领
32>0

年最美孝心少年的代表走

上舞台!演唱了歌曲&众里寻你$!传递(众爱成

家)的理念!

@ABCDE

将演唱&青春修炼手册$

并用手语表达爱%

!赵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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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2

日!(为盲童读诗)公

益朗诵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演员李明启/ 马德

华/潘粤明/邱心志!学者康震等明星到场为盲

童朗诵诗篇%

现场!众人还朗诵了汪国真的&山高路远$!

缅怀这位在
0

月
3#

日去世的大诗人% 著名学

者康震朗诵了 &静夜思$ 和 &春晓$! 演员李

明启带来杜甫的 &饮中八仙歌$! 快
F2

岁的她

声音铿锵洪亮! 并现场倡导大家为盲童录制音

频书%

(为盲童读诗)活动发起以来吸引超过
"2

位

名人参与!其中包括林志玲/小
E

/蔡康永/张晓

龙/吕中/冯远征等!目前该活动在微博上已经

达到
:222

万的阅读量% !高宇飞"

李明启

潘粤明

#侏罗纪世界$宣传画报 %末日崩塌&宣传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