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近年来影视行业被大众密切关注! 一档关于表演的真人秀在刚过去的周末引发网络热
议" 许多话题中!#导演$二字被频频提及!而这恰是新节目的个中堂奥%

由腾讯视频打造的原创节目&演员请就位'于 !"月 !!日开播% 区别于过往的竞演类综艺!新
节目虽亮出演员之名!但真正的核心是作为#审视者$的导演% 跟随导演视角!每一个角色的#前世
今生$被一一解析!影视行业中最为显性的一环()*表演在节目中被梳理+被探讨"

而作为中国首档导演选角真人秀!节目的信念显然不止于此" 当陈凯歌导演坦承!自己想带给
演员们可以,一辈子受用$的东西!行业人士可以从中阅读出&演员请就位'隐藏的分阶段目标%

,就位$的第一层当然在于节目本身!导演们如何在限定时间内将演员调教成具体片段的角色-

第二层的,就位$以戏路和题材来分!古装的+现代的+严肃题材+青春题材+刑侦剧+家庭剧..面对
不同类型的影视作品!演员该怎样调整自己的表演方式-第三层,就位$或可理解为,蝴蝶效应$!由导
演到演员+从节目内到节目外!伴随影视工业链层层涟漪荡开!直到影响乃至,反哺$整个行业/

差异化阵容的选择!指向了多
元化的中国影视

无论别人怎么想! 电影对我而言是门
导演的艺术!就像一个交响乐团!有再好的
演奏家!有再好的乐手!他们也需要一个指
挥"""李少红#

行业中实际决定演员命运的! 既不是
人气也不是观众!而是导演"""节目监制$

企鹅影视天相工作室总经理邱越#

!"月 !!日上线的%演员请就位&便在
如是理念下将导演这一幕后'主角(推向前
台# 大幕揭开!陈凯歌$李少红$赵薇$郭敬
明四位导演亮相!其从业经历$擅长类型$

审美偏好$ 作品风格$ 市场反响等各有所
长#

陈凯歌是第五代导演代表性人物!专
攻大银幕) 李少红是中国女性题材作品的
旗帜性人物! 电视剧和电影领域均长袖善
舞)赵薇属于演而优则导的典型!并曾开启
了青春类型片的潮流) 郭敬明则是从文学
跨界而来的导演! 他既拥有许多网生代粉
丝!也始终伴随争议#

四大导演的背后! 分别指向了中国影
视行业的多元风格! 而他们之间亦是前辈
与新人$ 艺术性与商业性的直接交流$碰
撞# 差异化的阵容!既是节目的看点!也是
起点*为不同阶段的演员$不同风格的作品
找到塑造合适$合格的角色#

再将目光转向演员的阵容# #"名演员
按戏龄分批亮相!既有零年戏龄的毛晓慧!

也有在演艺圈打拼多年的明道$炎亚纶)既
有年少时便与名导合作的于小彤! 也有多
年来在各类作品里凭'路人甲乙丙(为观众
认知的段博文)既有郭俊辰$周奇这类刚刚
演过大热剧集的新人!也有陈瑶$陈小纭等
虽有一定大众认知度却始终不温不火的演
员)而杨迪$沈梦辰等则是带着光环从其他
领域跨界前来#

这类复杂的演员构成! 何尝不是国内
演员现状参差不齐的一个缩影#因此!无论

这 #"名演员来到节目的初始状态$作品履
历为何! 也无论他们各自选择进入哪个导
演组! 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国内演员行
业的部分生态!透出演员的已知与未知#以
李滨为例!!$年前!他就是王小帅作品%十
七岁的单车&里的小坚#第一部戏即是扬名
柏林的佳作!可往后 !$年!他说自己的演
员之路反而越走越迷惘#

当演员门槛正变得越发宽广!%演员请
就位&召集这 #"名对好作品$对更好的自
己有内心渴望的演员! 正是在恰当的时机
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现自己实力$ 接触好导
演$接受专业调教的被雕琢的机会#

至于导演们会如何雕琢这些演员+ 尊
重行业的规律!也尊重它的多元化!可能是
合适的答案#四位导演就同一段表演$演员

细节的处理展开的观点交锋! 在节目上线
后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比如包文婧在%天下
无贼& 中最后拿起手表$ 打电话的细节处
理!得到了李少红和赵薇的肯定!而陈凯歌
认为目光的停留就足以传递情绪! 郭敬明
表示在得知丈夫去世后 '我和宝宝等你回
来(的台词很不真实# '不好意思我想法跟
你完全相反( 是节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
句话!也是导演们不同创作理念$性别视角
的真实展现#

节目组希望! 四位导演作为中国本土
化导演的代表! 能站在更广阔的视野去提
供多元化的解决方案! 并引导和激发不同
演员的认知和潜能#只不过!万变不离其宗
的是%演员请就位&的初衷*免谈履历$让演
技就位!免谈流量$让专业就位!免谈颜值$

让角色就位#三个'免谈(背后!是让实力这
一行业本该唯一存在的通行证重回片场焦
点#

值得注意的还有沙溢这个角色设置!

他以'演员工会会长(身份出现!既承担客
串主持的任务! 实际也是导演与演员间的
某种桥梁#放眼世界!演员工会是影视工业
化程度较高水准的指征之一#后续节目中!

沙溢的工会会长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他将
如何'为演员发声(!或能对行业产生一定
启示#

拆解片场的运作流程!以专业
视角带领观众看门道

进入场景!才能理解演技)知晓流程!

才能更懂演技#前半部分适用于演员!后半
部分更适用于观众#

在%演员请就位&中!除了常见的电视
演播厅! 舞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影视实景
棚!那里便是演员们表演的战场#制片人提
到!'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每一场录制都要
准备六到八个 !%!大小的实景搭建的置景
车台!通过华容道实现运作!这样能够保证
我们在有限时间和空间里面实现置景的切
换# (

这是在过往同类型节目的影视化演绎
中未曾有过的配置! 也激活了这个舞台上
真正的影视化空间#

从道具到置景!从拍摄到制作!所有的
一切都是按照电影标准筹备# 高保真实景
搭建的拍摄空间!大到整体舞美!小到服化
道细节!都能看到节目投入的成本与心思!

在最小的地方浓缩了最真实$ 也最有质感

的场景#

同时! 聚焦于幕后真实的 %演员请就
位&!也首次呈现了影视作品从前期拍摄到
后期成品的完整工业制作链条! 从演员表
演$脚本设计$镜头灯光调度!到包括拟音
在内的每一个场景!几乎都是真实的再现#

四位导演为了保证制作效果! 也调用
了自己的制作资源来支持拍摄# 陈凯歌邀
请电影%一步之遥&和%梅兰芳&的摄影指导
李强)李少红请来电影%无间道&和%阿飞正
传&的灯光指导黄志明)为赵薇助阵进行剧
本创作的!是电影%邪不压正&的编剧!同时
也是%两只老虎&的导演李非)而郭敬明干
脆直接将节目制作的片场搬到了自己的电
影拍摄现场#

在近乎真实的'片场(!演员的演技'原
生态(呈现# 搭档%破冰行动&的片段!当年
的偶像剧王子明道虽眼神凌厉! 但台词始
终与刑侦剧格格不入) 陈若轩曾参演刑侦
类型剧!但陈凯歌认为!他在这次表演中!

没有体现出角色间的人物关系!'我没有感
受到对面是你的父亲(#

在近乎真实的'片场(!各个工种$流程
对于演员表演的加持!也同样功不可没#今
年春节档凭%新喜剧之王&里的如梦为观众
认识的鄂靖文这一次尝试%无名之辈&中的
马嘉旗一角#那是个极具难度的角色!全部
依赖面部表演# 从初始的嘲讽$愤怒!到崩
溃$ 爆发! 再到心理防线卸除后的瞬间柔
软!原片里!任素汐为这一角色定下了高标
准# 鄂靖文挑战这一段时!导演赵薇$台词
老师李智伟$ 表演老师吴楚等都是观众在
荧屏前看不见的幕后推手#

也许有些显见的提升只在那特定情境
的某时某刻!但第一期播出后!观众对整季
结束时演员的自我更新乃至重置! 拭目以
待#

除了演员是显见的等待 '就位( 的主
体!屏幕外的观众也是潜在的'就位者(#

一直以来! 影视行业都持续暴露在大
众的密集关注下#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

人人都可以是'自媒体($'影评人(#但如何
品鉴影视作品! 怎样看热闹更看门道!%演
员请就位&也给大众提供了上升渠道!节目
中各个片段的塑造过程! 其实向观众展示
了导演思维#

为什么选择这名演员饰演这个角色+

拍摄过程中的实际操作逻辑是什么+ 导演
如何给演员讲戏+灯光$道具$布景$镜头掌
控等等因素会对最终呈现产生怎样的影
响+类似问题都随着事无巨细地还原片场!

让观众'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系统性地
对一部作品的优缺点有所认知#

'节目会让观众真实地看到整个影视
行业整个工种怎么配合# 为了台上的几分
几秒!所有工种$演员$导演是怎么付出努
力!最后得出来观众看到的那一个瞬间!我
想这就是这个节目和整个影视行业的魅
力# (如同%演员请就位&节目监制邱越所
言! 观众的种种疑问以及影视行业的不易
与魅力!都是该节目希望呈现的内容#

如果节目能慢慢成就一批更懂行的观
众$更具有专业鉴赏力的观众!而这些观众
再通过口碑与市场选择! 以另一种方式促
使影视行业不断完善! 这何尝不是另一种
'反哺(#

从表演类综艺到反哺行业，“演员就位”需几步

!

基础医学院闻玉梅院士团队

带来了诗朗诵!人民的重托"人民的

希望#"讲述闻玉梅院士与上医共历

!"

年的不凡春秋$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供图"

全球首例!"聚焦超声远程手术完成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远程手术

真的要来了 # 医生在浦东的一家医院
里$ 病人在浦西的一家医院里$ 日前$

跨越黄浦江的这台全球首例
!"

聚焦超
声 !

#$%

" 远程手术在上海顺利实施 %

记者昨天获悉$ 患者恢复情况良好$ 已
从接受远程治疗的复旦大学附属徐汇医
院 !徐汇区中心医院" 出院%

前天下午$ 在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的
控制室内 $ 许永华教授在

&"

环境下 $

远程控制复旦大学附属徐汇医院的聚焦
超声设备$ 为一名病人进行远程聚焦超
声人体手术%

&"

的低时延& 高速度让
医生能够身临其境般地进行手术操作$

稳定的传输画面和声音$ 让医生感觉不
出与传统手术操作方式的差别%

这台手术全程通过
&"

远程操作 $

为患者顺利热消融了五个子宫肌瘤$ 其
中最大的一个子宫肌瘤达

'()

厘米% 病
人在顺利接受专家治疗的同时$ 也免去
了找专家的奔波劳顿之苦%

!"

赋能手

术 $ 让医生和患者突破空间限制 % 未
来 $ 无论患者在哪里 $ 医生有望通过
!"

远程系统为病人排除病痛%

据介绍 $聚焦超声手术 !

*$%

"设备
是一种高度数字化的设备$ 与

&"

结合
具有 '先天优势 ($其操作主要是 )在

+

超的引导下$ 由医生用鼠标控制治疗设
备向患者体内发射超声波来开展治疗%

这是一种非侵入性的绿色治疗方式$具
有不开刀& 不流血& 无需麻醉& 保留患
者器官等优势%聚焦超声治疗经

,-

多年
临床应用$目前已涵盖肿瘤&妇科&泌尿
等

./-

多种适应症% 作为
&"

服务提供
者和探索者$ 上海联通已完成多个医院
'

&"0

医疗(场景的落地%本次
&"

远程手
术的成功标志着

&"

远程手术商用项目
有望诞生%另据了解$上海国际医学中心
也已与上海联通等单位共同建立了国内
首个基于

&"

的
#$%

远程手术中心 $计
划在全球推广

&"

远程手术$ 为更多患
者带去福祉%

基因编辑阻断病菌!间谍"活动
上海科研团队开辟水稻广谱抗病育种新途径

本报讯 !记者姜澎" 今天恰逢第
/1

个世界粮食日 % 历经
,-

年苦心研
究$ 上海交通大学陈功友教授团队昨天
宣布$ 已经找到防止水稻感染白叶枯病
的方法% 通过切断白叶枯病原菌效应蛋
白这个 '间谍( 与植物感病基因 '接头
人( 之间的协同进化关系$ 就能使植物
获得广谱抗病 !

23%

" 特性% 日前$ 该
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植物科学领域权威
期刊 *分子植物+%

据悉$ 该研究目前已开始应用于对
优良杂交水稻亲本的改良中$ 预计

.

至
,

年内即可育成稳定遗传的品种% 这一
新发现不仅大幅缩短杂交水稻以往动辄
4

至
.-

年的育种年限 $ 还能同时减少
农药的施用量%

目前$ 全世界大约有
/&

亿人以水
稻为主食 $ 遍布亚洲 & 非洲和拉丁美
洲% 而水稻白叶枯病则是危害水稻生产
的头号细菌 '杀手($ 常导致水稻减产
.-5

至
,-5

$ 严重的地区可达
&-5

以上
甚至绝收%

陈功友介绍$ 为防止白叶枯病$ 水
稻已历经了多次改良% 但每一次改良完
成后 $ 病菌的攻击能力也在进一步增
强% 为控制这些病害而大量施用的化学
农药$ 正在对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构成
严重威胁% 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 为
抵御病原菌的入侵$ 植物通过角质& 蜡
质等多种生化物质构筑起一系列坚固的

物理和化学 '堡垒(% 病原菌则通过各
种方法攻击这些 '堡垒 (% 具体而言 $

病原菌一方面通过合成胞外降解酶& 毒
素等物质 '明修栈道($ 从外部一层层
瓦解这些 '堡垒(, 另一方面通过组装
多种被称为分泌系统的装置 '暗度陈
仓($ 将大量的效应蛋白 '间谍( 直接
分泌到植物体 '堡垒( 内部% 由于这些
'间谍( 在植物体内部大肆破坏$ 最终
使 '堡垒( 从内部被攻破%

水稻白叶枯病菌就是通过派出一类
最重要的效应蛋白 '间谍( ---

!

型分
泌系统分泌的转录激活因子类效应蛋白
!

6738

蛋白"$ 令水稻 '染病(%

6739

蛋白 '间谍( 进入植物细胞后$ 会伪装
成水稻自身的转录激活因子$ 躲过植物
免疫系统的侦查$ 并与 '潜伏( 在水稻
细胞内的一类感病基因 '接头人( 进行
'联络($ 从内部 '攻破( 植物的防线%

陈功友团队根据水稻感病基因 '接
头人 (

:;%<886

与病原细菌
6=38

蛋
白 '间谍( 之间的关系$ 采用新兴的基
因编辑技术这一研究利器 $ 干扰 '间
谍( 与 '接头人( 之间 '接头暗号( 的
识别$ 从而同时阻断多个细菌

6=38

蛋
白 '间谍( 的破坏活动$ 最终获得了广
谱抗白叶枯病的水稻新种质$ 提出了阻
断植物感病性而获得广谱抗病性的育种
新途径 % 据悉 $ 这一成果还能用于柑
橘& 棉花等其他植物的抗病研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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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
!"

年来代代
上医人爱国奉献! 薪火相
传的追梦历程" 全体师生
始终谨记 #为人群服务$

的上医创校宗旨" 接过先
辈的接力棒" 为加快建设
一流医学院和一流医学学
科而不懈努力" 书写新的
时代篇章

只要病家需要!他们永远义无反顾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文艺党课$追忆先驱与国同兴的动人往事

老故事里追忆 '上医往事($ 老物
件里传续 '上医精神(% 昨天下午$ 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举行 '不忘初心 &

牢记使命( 主题文艺党课暨庆祝新中
国成立

>-

周年大会$

'--

多名师生代
表参加$ 共同追忆学校与国同兴& 与
时代同行的光辉历程$ 传颂前辈们爱
国奉献的追梦故事%

异乡变成故乡

西迁故事催人泪下

伴随着新中国的建设历程$ 我国
一西一东两所医学院有着特殊缘分 $

那就是重庆医学院 !现重庆医科大学"

与上海第一医学院 !现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

.?&@

年$ 在一片欢呼声中$ 重庆
医学院成立$ 这所扎根中国西南地区
的全新医学院拥有一批闻名全国的专
家教授$ 他们来自上海第一医学院%

'当年$ 上医
'--

多人到重庆建
立医学院$ 个个都是绝对服从$ 没有
二话% 因为$ 这是为人民做贡献%( 文
艺党课伊始$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带来的这堂 '微党课($ 向大家动情讲
述了上医老校长钱悳教授带领学校教
工西迁援建重医的往事%

这段西迁往事改变了很多人的命
运% 凭着对医学& 对祖国& 对人民的
热爱$ 这

'--

多名西迁的教工放弃上
海相对较好的生活条件% 他们中的不
少人就此扎根在了祖国大西南% 即便
后来有回沪计划$ 他们也婉拒了$ 最
终在重庆医学院退休% 从翩翩少年到
白发老人$ 当年的这群医者把青春献
给了祖国西南的医学事业%

异乡成故乡$ 初心不悔% 这堂微
党课是华山医院 '班后一小时( 微党
课中的一课$ 每每分享$ 总是让人感
慨万千% '只要是祖国需要& 人民需
要$ 钱悳教授等老一辈先贤就义无反
顾& 全心奉献$ 这样的精神值得今天
的我们接力传颂%( 讲演者李发红说%

最后一台手术

用生命书写医者大爱

碧血铸医魂$ 丹心照汗青% 在复
旦上医$ 还有一批这样的令人肃然起
敬的前辈%

昨天$ 来自基础医学院的闻玉梅
院士团队带来了诗朗诵 *人民的重托$

人民的希望+$ 讲述闻玉梅与上医共历
@&

年的不凡春秋% '科研的核心是创
新$ 科研的道路是勤奋$ 科研的态度
是求实$ 科研的目的是为人民%( 闻玉
梅上世纪

?-

年代讲过的话$ 至今仍印
在她的实验室的墙上% 她一次次在科
研上 '从零出发($ 而源头正是人民%

在闻玉梅办公室里有一本大大的病例
夹$ 封面写着的一行大字) '人民的
重托$ 人民的希望(%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三个党
支部联合带来的展演$ 深情还原了该
医院妇产科名家高秀惠教授生命中的
最后一台手术% 上世纪

)-

年代$ 高秀
惠高烧多日不退$ 人已非常虚弱$ 但
在得知一位产妇大出血& 生命垂危的
消息后 $ 她坚持拖着病体赶往医院 %

最终$ 患者转危为安$ 高秀惠却因病

永远地倒在了手术台上$ 年仅
&@

岁%

'她一辈子践行着扶伤济世& 护
佑生命的医者仁心$ 用生命书写医者
挚爱%(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党委
书记华克勤说$ 医院里有着许多像高
秀惠教授这样兢兢业业& 心系患者的
医务工作者$ 大家始终把患者健康置
于首位%

矢志从医报国

做%中国特色&好医生

昨天的文艺党课在两场蕴含传承
深意的特殊仪式里走向高潮% 该仪式
由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 上海医学院
院长桂永浩主持 $ 中国工程院院士 &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
汤钊猷与中国科学院院士& 脑科学研
究院首任院长杨雄里带来了自己从医
生涯里受益颇深的老物件$ 以传递薪
火之意赠予学子%

'我想送给年轻医生一句话) 洋
为中用$ 加上中国思维$ 做 .中国特
色/ 的好医生%( 汤钊猷赠予医学生的
一本书是 *西学中$ 创中国新医学+%

该书正是汤钊猷从医
@&

年的特别版$

书中倡导西医学有所长者前来学习中

医 !尤其是中医的核心理念" 和中华
文明精髓 $ 有利于形成中西医并重 &

中西医互补的新局面$ 进而创建中国
新医学%

杨雄里则带来了一份
.?>)

年发表
在 *科学通报+ 上的专题综述 *色觉
研究的某些重要进展+ 的复印件% 这
篇文章的发表$ 在当时他所在的中国
科学院引起不小轰动% 彼时$ 杨雄里
还只是一个小字辈% 他后来得知$ 由
于文章评述的是基础研究进展$ 当时
本被列入 '退稿( 之列$ 但时任刊物
编委的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香桐对
该文给予充分肯定$ 于是文章仅过四
个月就得以见刊$ 并且只在初稿基础
上修改了四个字% 杨雄里说$ 这篇文
章的发表既是自己走上脑科学研究的
一个起点$ 也浓缩着老一辈科学家鼓
励& 提携年轻人的高尚品格%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表示$ 重
温

?,

年来代代上医人爱国奉献& 薪火
相传的追梦历程$ 全体师生要始终谨
记 '为人群服务 ( 的上医创校宗旨 $

接过先辈的接力棒$ 为加快建设一流
医学院和一流医学学科而不懈努力 $

书写新的时代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