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剧
透

2019.1.4
星期五
报料热线
028-96111

责
编
叶
红

版
式
吕
燕

校
对
廖
焱
炜

11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剧情从这里开始变
为两条线并行，一边，在
爆炸发生后，以库尔兹
为领导的一组以色列反
恐小组迅速锁定了爆炸
案嫌疑人，他们认为是
萨利姆所为。而剧情的
另一条线则发生在英国
伦敦，有一位叫做查莉
的舞台剧演员的身边出
现了一位不寻常的神秘
观众，在原著小说中，查
莉为了爱恨情仇而陷入
了矛盾崩溃之中，而后
成为了一名间谍。《女鼓
手》的剧情紧张精彩，让
观 众 的 心 情 也 随 之 波
动，而除了剧情之外，构
图与色彩也是十分值得
一提的。

《女鼓手》符合朴赞
郁标志性的电影语言：
手段残忍，热衷于刺探
人性，故事中带一丝诙
谐。朴赞郁在《女鼓手》
中将个人风格展示得淋
漓尽致，色彩浓烈且对
比度强的色彩运用，对
称构图长镜头、主观视
角镜头散布其间，大量
展示细节的特写镜头推
至广角再集中于某个体
现 人 物 状 态 的 镜 头 结
束，高空俯拍光影对比
明显的场景镜头，通过
不对称构图表现角色情
绪等等。

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女鼓手》原著作者约翰·勒卡雷毕业
于牛津大学林肯学院，先从事教育工作，
随后进入英国外交部，很快又被“英国秘
密情报局”聘用。“英国秘密情报局”简称
M16，在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被公认为
世界上效能最高的情报机构之一，与当时
苏联的 KGB、美国的 CIA、以色列的摩萨
德齐名。

所以在约翰·勒卡雷创作的小说中，
人物可能是虚构的，但80%的情节和细节
都是他的真实经历。当然，这也是其作品
畅销的原因之一。2018 年 10 月，BBC 为

《女鼓手》举办的首映式上，约翰·勒卡雷
一度担忧这个讲述年轻的英国左翼女演
员被招募做间谍进而卷入巴以冲突的故
事，可能不会像汤姆·希德勒斯顿与休·劳
瑞联袂出演的《夜班经理》那样备受瞩
目。主要原因在于这个故事的主角，那名
英国青年女演员，并不像休·劳瑞饰演的
角色那样精明强干，甚至还有点愚蠢。

纯粹从商业角度讲，勒卡雷的担忧也
不是没有道理。论演员知名度，主演阵容
可能没有《夜班经理》那么“有名”，女一号
英国演员佛罗伦斯·皮尤虽然拿过英国独
立电影奖的最佳女主角，也演过不少英
剧，但还算不上是“熟脸”，但最后播出的
实际效果却让勒卡雷意外惊喜。很多国
内剧迷在刷完《女鼓手》后纷纷感叹，佛罗
伦斯·皮尤扮演的查莉神似《色戒》里王佳
芝（汤唯饰演），两人的成长过程亦大同小
异，都是由一位男性将她们打造成厉害的
间谍，“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推我入
地狱的人，也曾带我上天堂。”

《女鼓手》的男一号美国演员迈克尔·
珊农出演过美剧《大西洋帝国》，中国观众
更熟悉的，可能是他在吉尔莫·托罗导演
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水形物语》中出演的
那个反派角色；男二号瑞典演员亚历山
大·斯卡斯加德，最为中国年轻观众熟悉
的是他在吸血鬼题材青春美剧《真爱如
血》的角色，近期最知名的角色可能是在
艾美奖、金球奖双料最佳电视剧《大小谎
言》里那个和尼克尔·基德曼相爱相杀的
丈夫。

这部《女鼓手》曾经被改编成美国电
影，而作者本人对这部电影相当不满意，
原因在于电影为了迎合美国市场、配合饰
演者黛安·基顿的年龄，将女主角从一个
二十刚出头的英国人改成了三十多岁的
美国人。要知道，女主角是这个故事的灵
魂，如果你要修改她的基本设定，那整个
人的性格与言谈都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相比之下，勒卡雷对 BBC 版本好感表现
得也很明显，甚至觉得拍成这样只在电视
上播有点可惜了。 封面新闻记者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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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戒”

2007年，李安执导，汤唯和梁朝伟主演的电影《色戒》开启了中国
电影的谍战片时代，而11年后，英国BBC也出品了一部英剧版《色
戒》，这就是出自韩国导演朴赞郁之手的六集电视剧《女鼓手》，目前
该剧刚刚播出结束，悬念迭出的剧情，养眼复古的画面，使得该剧在
全球吸粉无数，国内英剧迷也纷纷为其点赞。目前《女鼓手》的豆瓣
评分达8.2分。

女鼓手由曾创作《柏林谍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英国著
名间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设定在1970年代
后期中东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年轻女演员查莉在希腊度假时结
识了一位迷人有趣的陌生男人贝克尔，后者是一名以色列情报官员，
将她带进了一场复杂、高风险的密谋中。小说于1983年出版，1984
年曾被改编成电影，这是首次被搬上荧屏。

对于朴赞郁的《老男孩》，
也许大家都有所耳闻，这是在
不久前评出的“影史百大外语
电影”中唯一位于榜单上的韩
国电影，朴赞郁凭借着他独特
又“极端”的风格，收获了这个
荣誉。朴赞郁最出名的是他
的“复仇三部曲”，其中包含

《老男孩》《我要复仇》和《亲切
的金子》，然而对于他电影风
格的评价却呈现两极分化，喜
欢的人觉得十分震撼，而不喜
欢的人则会觉得过于变态。

近日，他首次执导的英剧
《女鼓手》一经播出，也是获得
了热烈的讨论。《女鼓手》改编
自勒卡雷的小说，是一部以女
性间谍为题材的英剧，讲述了
在上世纪 70 年代，一位女演
员被招募成间谍之后所经历
的动荡故事，一经播出便在烂
番茄上获得了80%的新鲜度。

有网友评价，这部剧会
让人感受到平静下的暗流涌
动，仿佛随时都会有什么大
事发生，在《女鼓手》的第一
集刚开始，也确实让人感受
到了一股强烈的不安。故事
发生于 1979 年的西德，首先
映入眼帘是一家人看似寻常
的生活，但镜头中出现的每个
人都表现出了对于时间的特
别关注，而几次对于钟表的特
写，也让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随后，在一个男人露出了奇
怪的微笑之后，果然发生了
一件大事——一整栋房子突
然爆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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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鼓手》男女主演。

《女鼓手》是一部谍战片。

《女鼓手》剧照。

《女鼓手》海报。

韩国导演朴赞郁。

关于G76厦蓉高速（成渝段）简阳收费站迁建工程封闭第二绕城至第三绕城路段的公告
G76厦蓉高速（成渝段）简阳收费站迁

建工程是成都市东进战略的一项重要民生
工程，是提升简阳市门户形象和改善交通
的重大工程，该工程主线桥上跨成渝高速
公路钢箱梁吊装施工期间需对成渝高速公
路二绕至三绕段双向封闭。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四川省交通
运输厅高速公路交通执法总队批复施工要
求，现将成渝高速公路二绕至三绕段封闭
施工期间相关交通管制措施公告如下：

一、封闭施工时间
2019年1月7日至2019年1月11日中

其中两天的每日08:00点～18:00点，具体
封闭日期将根据施工现场天气情况决定。

二、封闭路段

G76厦蓉高速（成渝段）二绕至三绕段
双向封闭。

三、绕行线路
1、重庆至成都方向过境交通绕行线

路：G76厦蓉高速（成渝段）与G4203（三
绕）互通处→G4203（三绕高速）→G5031
（成安渝高速）→G4202（二绕高速）→G76
厦蓉高速（成渝段）→成都方向。

2、成都至重庆方向过境交通绕行线
路：G76厦蓉高速（成渝段）与G4202（二
绕）互通处→G4202（二绕高速）→G5031
（成安渝高速）→G4203（三绕高速）→G76
厦蓉高速（成渝段）→资阳方向。

3、重庆至成都方向到达简阳：G76厦
蓉高速（成渝段）与G4203（三绕）互通处→

G4203（三绕高速）→平泉收费站→G321
国道→简阳。

4、成都至重庆方向到达到简阳：G76
厦蓉高速（成渝段）与G4202（二绕）互通处
→G4202（二绕高速）→简阳龙泉湖收费站
→成简快速路→简阳。

特此公告。
简阳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成渝

分公司
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

一支队一大队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交通执法

第一支队一大队
2019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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