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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全荣哲

硬朗女性值得被尊敬和书写

《出拳吧，妈妈》讲述了一度沉沦至生活

谷底的妈妈白杨为了挽回孩子的抚养权，在

教练的鼓舞下，通过魔鬼训练，再次站上拳

台，奋力出击的故事。

在此之前，唐晓白一直在拍摄艺术片，

充分享受着创作上的自由，近年来，她开始

把关注的视角投向女性鲜活的人生，“她们

如何平衡自我价值与家庭，在社会强加给女

性性别特质时，如何进行心理建设；如何完

成从年轻女性到母亲角色的转化等等，这些

问题都让我想去探讨。”

而这些问题也是唐晓白自己面临的困

惑，“曾经我最好的朋友就‘警告’过我 :‘孩

子这么小，你把他扔在家里，去找你自己的

事业，如果以后成绩不好，你会后悔一辈子

的’，社会对于女人的设定，就是她必须是一

个好的母亲，而且，在生育之后，照顾孩子的

任务理所当然地就是女性，男性继续上班就

没有人来质疑，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会向女性袭来。”

所以，唐晓白在这部影片中，设定了一

个不完美的母亲白杨，“她有性格上的弱点，

遇事冲动，找不到正确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就是这样一个人生几乎荒废的母亲，她依靠

自己的意志重新站起来，与孩子一起经历坎

坷、成长，然后变得越来越接近完美，我想以

这样的方式来探寻母亲应该是怎样的一种

存在和力量。”

影片中，之所以有女拳击手的设定，唐

晓白表示，就是希望展现中国的女性除了温

柔、贤淑、隐忍之外，也有强悍的形象，有更

为独立的思考，“这样的女性在我们身边并

不陌生，也许有些人觉得这样的女性太‘硬

朗’了，但我觉得她们应该被尊敬和书写。”

“拳拳到肉”的热血竞技

作为唐晓白首次尝试商业类型片的作

品，唐晓白需要挑战对于拳击动作场面的控

制，“给自己上了难度”，不过，她觉得“这个

过程很过瘾”，“拳击对决的戏份太难拍了，

每一场重要的比赛都是两三千人的大场面，

观众都是实打实的，不是特效造出来的，因

为谭卓是一名演员，不是真正的拳手，她需

要身临其境地听到观众的呐喊、助威，以此

找到热血竞技的状态，而且，我们请来的裁

判也都是国际裁判，拳击宝贝也都是专业

的，与谭卓对垒的选手也是冠军级别的。”

对于主演谭卓的表现，唐晓白说：“谭卓

完全是从零基础开始练习的，虽然拍摄时会

有一些招数的设置，但真正对抗起来变数也

很多。我看到谭卓开始被击打时，是有一些

恐惧的，那个样子真的很辛苦。”

于是，唐晓白就去问教练，谭卓是否能

够完成那么激烈的拳击对抗？教练告诉她

说：“你不要担心，我们当年做选手的时候

都是这么被打过来的。这一关，她必须要

过，过了挨打这一关，她眼睛里闪现出来的

那个神情，就是一个拳手的神情，无所畏

惧。一个真正的拳手，不会怕拳头打在他

的身上，面对疼的感觉，他的眼神跟普通人

是不一样的。”

果然，随着拍摄的进程，谭卓的眼神真

的是在变化，而这正好符合剧情的发展，在

最后一次对决的时候，谭卓的眼神是犀利

的，毫不退缩。

相信超越，用意念主导

在《出拳吧，妈妈》中，谭卓再次出演一

位母亲。此前，她曾出演过很多母亲的角

色，但这一次仍有新鲜感，“我演的每个妈妈

都不一样，何况这次是一个会打拳的妈妈。

《误杀》里的阿玉，软弱而羞怯，但是孩子面

临巨大危险的时候，她一定要挡在孩子前

面，那是一种带着惊恐的勇敢；《我不是药

神》中的刘思慧是一个单亲妈妈，为了让孩

子能够得到药，以接受‘游戏规则’的从容来

解决问题；而在《出拳吧，妈妈》中，白杨的形

体那么健朗、拳头那么坚硬，好像无所畏惧，

但恰恰她是一个无奈无助、不善表达、心里

没有方向的人。她碰到问题之后，很痛苦，

并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人物的心理轨迹是

很清晰的。”

在谭卓看来，演出母亲的不同层次、复

杂情感并不是难点，最难的还是作为一名拳

击“小白”去无限接近女拳王的职业水准，这

既是高难度挑战，也是令谭卓兴奋的地方。

每拍一部戏解锁一个技能的谭卓，此次

出演中国女拳王更是挑战了自己的极限。

“这是一份我必须要做的工作”，惯于伤痕累

累、负伤上阵的谭卓内心却未曾退缩过。她

表示，自己是一个相信“超越”的人，“这可能

是我人性中的 Bug，强大的意念主导，总想去

战胜什么。”

在开拍之前，谭卓用四个月的时间，每

天四个小时，争分夺秒地训练，教练团队都

是“顶配”，有泰国的拳王，也有来自北京

的、带队奥运冠军的教练，而谭卓在影片中

的对手也都是专业的，“‘魔鬼女孩’是原

来辽宁队的专业选手；‘黑金刚’则是拳王，

正处于训练期，纯属过来帮忙，拍摄了被我

打败的一场戏之后，她去参加比赛，夺取了

金腰带。”

在影片拍摄的两个月期间，谭卓也是

带着教练进组，在任何的拍摄间隙，坚持进

行体能和拳击训练。能够被顶尖段位的职

业拳击选手所指导，谭卓格外珍惜这个机

会，训练刻苦，而且还很有天赋，很得教练

赏识，教练甚至劝说谭卓在拍完电影后也

不要停止训练，“再坚持两年，你就可以打

真正的职业比赛了”，而谭卓也在拍摄时既

能完成指定动作，还有自己的出拳和发挥，

她把那些过瘾的即兴击打，称作是拳击台上

的“Solo”。

郭柯新片
《来日皆方长》杀青

本报讯 近日，纪录电影《二十二》

导演郭柯的新片《来日皆方长》宣布

于 4 月 26 日杀青。该片拍摄历时 82
天，辗转北京、西安、成都、甘孜、旧金

山、威瑟福德、明尼阿波利斯等地。

《来日皆方长》是一部由“故事

片+纪录片”组成的电影，讲述了年过

古稀的王叔因病进入临终阶段，但他

没有停止对家人的关爱，离世多年后

他的爱仍然围绕在家人身边。

导演郭柯此前曾执导了聚焦中

国慰安妇的纪录电影《二十二》，该片

于 2017 年 8 月上映，取得了 1.7 亿元

人民币的票房成绩。 （花花）

《中国电影报》：这一次在《出拳吧，妈妈》

中，您会带给观众怎样的惊喜？或者说在演技

上有什么不同的挑战？

谭卓：我觉得肯定是一个更新鲜的视觉感

受，因为这一次演的是一个职业的女拳击手。

《中国电影报》：您为这部电影付出了多

少？比如练习拳击、体能等。

谭卓：确定开拍的时候，就着手拳击训

练。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分秒必争的过程，

这次演的是一个职业的女拳王，她不像一般

的健身房里的拳击手。所以，必须要分秒必

争，要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

的“小白”，努力去向职业拳王靠近。每天练

习 4 个小时，这基本是我的极限了，上午两个

小时，中午吃饭休息一下，恢复下体能，下午

接着练两个小时。

进组以后，一直全程有教练指导。这样他

们可以随时纠正我们。只要我有时间，比如换

机位的时候，我都会找机会训练。

《中国电影报》：这种身体体能的练习与体

能的提升，对您内在的气场会有怎样的影响？

是否也能提升您对角色的理解？

谭卓：这肯定会有必然的联系，在练习的过

程中，不断地挑战自己、超越自己，然后身心承

受的那种痛苦的压力，在角色里面都会有体现。

我觉得一方面它更让你靠近职业运动员，

所有训练过程中的积累，也会帮到这个角色，包

括体现一个运动员的气质等方面。还有这个影

片中的角色设定，她怎样从失败中站起来……

所以，我觉得演员自己的训练过程对电影本身

也是意义重大的。

《中国电影报》：现在您的拳击大概是什么

水平？

谭卓：没有再打了，因为后来受伤，而且打

拳击右脚有很多扭转，是从跟基开始，脚转、带

动身体、再出拳。它是一系列的链条，这样才是

标准的发力动作。

拍摄《我不是药神》时，右脚受伤，软骨骨

折，我这个脚是不能动的。但是为了这个戏，那

个时候，我必须要去训练，要这么做，所以每天

一练完，马上就躺到床上，用大量的冰袋扣到关

节上冰敷，抑制脚部积液渗出，因为积液一渗

出，脚就会肿，就没办法训练。

所以，这其实是一种摧毁式的方式，关节是

最怕受寒的，但是我们训练的时候是在夏天，每

天训练完，马上膝盖、脚踝、手，全按上冰袋，每

天就是这样维持，让训练能继续进行。

《中国电影报》：很多电影拳击台上面的决

战镜头，都是要求很精准的，当时拍的时候是要

提前设定好吗？还是会有一些即兴的动作？

谭卓：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要设计一个

套路，然后再打。后来打得越来越好的时候，

也会有现场即兴。我们当时有一段长镜头，完

全是现场即兴，就感觉太妙了，因为这个时候

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才可以去呈现，而且这

个即兴的东西会很真实，就不是套路了，所有

的防范出击都是非常真实的。这样呈现出来

也会很好看。

《中国电影报》：您拍摄的时候有没有受伤？

谭卓：拍摄的时候受了挺多伤，比如手指当

时打伤了，弯不回来，就这样一直直着治了很长

时间。在拍摄决战的戏份时，右边的胸骨骨折，

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这是一个特别的生日

礼物。

《中国电影报》：你会觉得后悔吗？为了拍

戏，屡次受伤。

谭卓：这是工作，所以必须完成。但并不意

味着，我不顾一切地要顶着危险干，只是，演员

这个工作充满了风险和意外的可能，这是没办

法回避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因为受伤等这些代价

而更加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尽量把预防放在

前面，一方面，拍拳击戏的演员尽量用职业选

手，以此来保证效果和安全。第二，要注重热

身、拉伸以及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清晰的了解。

这些教育甚至应该从小就开始，一个人适

合哪种运动，不适合哪种运动，提早进行干预，

进行引导，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

《中国电影报》：为了这个角色，增肥了吗？

谭卓：我原来 90 斤，为了演出角色的颓废

状态，增了 30斤，变成了 120斤，但是，这 30斤

的重量并没有达到导演“心仪”的肥胖程度，于

是，我身上的某些部分被贴上了硅胶，当时是夏

天，大连温度很高，我在展现角色苦练体能的戏

份时，要穿着羽绒服、帮着塑料袋，再贴着硅胶，

冒着热衰竭的危险，最后造成了湿毒大爆发，吃

了很长时间的中药才缓过来。

《中国电影报》：这么辛苦，您是怎么撑下

来的？

谭卓：我属于比较“变态”的一类人，不愿意

妥协，为了呈现出好的效果，我愿意付出。

推铁杠、搬轮胎、抖绳子，都是完全真实的

重量，刚开始训练的时候，我担心曾经的腰伤，

怕没有力量做。但我始终认为，人总是可以超

越自己的，我也愿意战胜自己。

人最厉害的是“意志”二字，人的意志是可

以所向披靡的。之前我打网球的时候，教练就

曾说我是“比赛型选手”，一到比赛就会“红了

眼”。开拍的时候，我是完全可以忘记自己的

伤，一下子就举起来了。就是这样的性格，也导

致我希望接下这部电影，电影很“燃”，我的性格

也“燃”。

《中国电影报》：您和毕赣导演合作的《破碎

太阳之心》入围了第75届戛纳电影节短片竞赛

单元，为何选择“零片酬”出演？

谭卓：好剧本是很难得的。我是一个浪漫

主义、理想主义的人，我认为这个世界需要一个

智慧的角度去诠释爱，而不是平铺直叙。而毕

赣导演的作品代表着成人的童话，这部短片可

以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每个环节的主创都

不掺杂任何功利去创作。

我第一次看成片是去配音的时候，当时哭

到崩溃停不下来。当你经历了很多困难，承受

了很多委屈，在成人的世界里已经面目全非，但

当我看到成片时，所有的这些都被瞬间击碎了，

导演知道你内心深处最本质、最渴望的东西，呈

现出最本真、最单纯的美好，这样的作品非常有

深层次的力量。

专访《出拳吧，妈妈》导演唐晓白、主演谭卓：

探讨女性的自我意识与心灵成长

由唐晓白导演，谭卓、田雨、田海蓉主演的《出拳吧，妈妈》于4月30日上映。

导演唐晓白在接受采访时称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尽力而为吧，总得有人站出来，不能大家都原地等待”。“迎难而上”

是《出拳吧，妈妈》试图传递出的信念。唐晓白表示，探讨女性的自我意识、心灵成长，也源于她自身的困惑。

影片逆势而行，这份倔强很像影片中谭卓出演的女主角白杨的性格。影片中，白杨遭遇不公，从有前途的拳手沦落为

囚犯，出狱后的白杨继续消沉，直到儿子的抚养权面临被剥夺时，她选择了“出战”，用拳击来逆转命运，实现救赎……

■文/ 本报记者 赵丽

对话谭卓：

为了呈现出好的效果，我愿意付出

唐晓白

谭卓

《侏罗纪世界3》
新预告释出

本报讯 由环球影业出品的科幻

冒险电影《侏罗纪世界3》近日发布全

新预告，恐龙与人类共存的世界正面

临如何维系平衡的局面；新恐龙登

场，恐龙阵容华丽升级：远古王者巨

兽龙震撼登场，对垒霸王龙，两大霸

主将展开正面交锋。

新预告中，《侏罗纪世界 3》中登

场的全新恐龙，将带来更加值得期待

的大场面：克莱尔泥潭躲避巨镰蜥

龙，欧文街头与暴蛮龙竞速，战力满

分的“战斗机”风神翼龙，水下迅猛无

比的火烈龙首次登场，将是本系列第

一次出现带羽毛的恐龙，远古王者巨

兽龙也将亮相并卷入这场史诗迷

局。本片一大主角虽是远古巨物，但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达，一场导致生态

浩劫的基因改造阴谋将逐渐浮出水

面，末日危机全程令人神经紧绷！节

奏紧凑、引人入胜的情节无疑将成为

另一大值得期待的看点。

《侏罗纪世界3》将会是该系列电

影的终章，影片已确认引进中国内

地。 （杜思梦）

《地瓜味的冰激凌》
定档6月1日

本报讯 近日，电影《地瓜味的冰

激凌》发布海报，定档 6 月 1 日上映。

海报上，主角两人正在骑着摩托车

“探索世界”，“回到最初的美好”成为

了电影的宣传语。

《地瓜味的冰激凌》由王翀导演、

王啸坤、张艺瀚主演，从公布的故事

梗概来看，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男孩

因家庭变故被送到中国大陆的外婆

家，在经过一系列互动后，男孩与外

婆家附近的小朋友从“抵触”发展成

同伴，最终完成一场寻心之旅。

（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