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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随缘有人凭心，
绝对不能接受尬戏

观众叫好前，
老戏骨这样准备角色
老戏骨可谓演什么像什么，
但在开演之前，
他们更强调一个选择的动作。说起选择
的标准，
金士杰、
何冰等几位演员自动分成了两派：
感性和理性。金士杰、
张凯丽自言是
“ 随缘、
感性”的人，
而何冰却有自己理性的思考，
比如要演的是
“ 人”，
而非
“ 事”。
张凯丽出演
《 人民的名义》是看在导演李路的面子上，她用客串的心态加入，只是
想给导演帮个忙。但最终，
她还是给了剧中人物吴老师丰富又细腻的处理，
让编剧周梅
森在看完后，
都特意电话向她表示感谢。包括张凯丽在内的几乎所有老戏骨，
都表示他
们准备一个角色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尬戏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金士杰要
求剧本尽量早交到他手上，他会抽空就读，一句一句，一字一字，目的是把文字气息的
语言，
转换成可以是
“ 真人真口”说出的话。侯勇则把自己彻底关起来。他把剧本一张
张地拆开，
贴在墙上。理清人物线、
再理清故事线，
一系列工作做下来，
到了片场自然就
能游刃有余。

金士杰：
戏太多不接，
我不能那么长时间看不到孩子
息，可是条件不好，给我的待遇不
我接戏的标准通常就是随缘。
高，但这个事我爱啊，就来了。演
比如说电影
《 剩者为王》，制片人
对我说，所有的演员阵容当中，他 《 外科风云》很高兴，因为剧本写
得好，真的是被震到了。这两三年
第一个找的不是男女主角，而是
当中，最让我快乐的那件事，就是
我。因此就表示，他们对我有一番
出演
《 外科风云》，因为我读了一
认识，有一种希望，那么我就必须
个好剧本。
接受这个挑战。
我在大陆这边，被人家知道的
我有一个最大的麻烦，讲出来
作品是
《 剩者为王》。那一段台词
好笑：戏太多不接，因为我不能那
做功课的时间特别长，花下去的心
么长时间在外头看不到孩子。现在
力多，因为我知道那场戏是一个重
很多量太大的戏，我统统拒绝，这
头，
不敢轻忽。我必须承认，
台词中
个原则是确定的。我出来就是赚奶
有许多地方，我过不了关，因为它
粉钱，但也不能因为赚钱就太久见
很像文字，不像语言。有时候过了
不到他们，他们会把我忘了，我也
一个礼拜，有时候过好些天，再念
会很舍不得他们。
那剧本的时候，突然觉得开窍了，
我来大陆拍戏，最早接触的就
这个句子找到了一些可能性，一些
是
《 绣春刀》的导演路阳，那时他
理由。
完全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初出茅
当天第一条拍完之后，有人喊
庐，之前就拍了一个电影。那你说
表示那条拍完了结束了。但
我为什么要接？他年轻，作品有出 “ 卡”，

是全场没有任何声音，是安静的。
后来我自己慢慢走到监视器那里，
看到导演低着头在啜泣。我不想承
认得意，但是也像是得意这个感觉
吧，可能我做到了什么了。然后我
就跟导演说话，他就跟我说，
“ 金
老师，我要的东西都到了，我现在
在忙着哭，
你先别管我。”
我在旁边站了一会儿，又过去
跟他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试另外
一种。我突然想到这出戏是一个喜
剧的调子，而这是一个父亲跟另外
一个男人的对话，男人跟男人之间
的情感不必过于纤细，可以再多追
求一点。拍完之后我问导演说你觉
得哪一个好，他说我都喜欢。我说
我自己个人目前喜欢第二次的，他
倒也不置可否，然后我们就高兴地
结束了。那天本来要花很长时间，
结果快得不得了。

何冰：
剧本是描写人的我就接，
说事的就考虑考虑
我有我自己的一个标准，剧本
大致分两种，一个是说事，一个是
说人。只要这剧本是描述人的我就
接，它是说人，它在进入人的内心、
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人的经历、人
的变化，
只要是这个，
我就接。如果
是说事，我就得考虑考虑，因为它
在表演上没有什么更多的对你的
寄托，
人家是说这件事情。
现在人家是一个月拍俩戏，我
是一星期推两个，比如
《 人民的名
义》火，大伙儿全来反腐 ，反腐的

本子推了俩。你说这贪官从哪儿
来？贪官是对物质的贪婪，用这个
来驱动。如果剧本是让你进入他内
心去研究的话，我一定去演，但往
往不是。
演宋慈那会儿我 30 多岁，孩
子刚生，
也没买房，
阶段不一样。那
时我对生活充满恐惧，那时候也没
有条件，如果你仔细看我的履历，
那些年我一年演一百多集，不停地
在拍，我们 60 后这一代演员你看
谁的履历不是这样，但现在不了，

这就是任性。就觉得到了这个岁
数，我应该享受我的生命，应该享
受时间。你说我到剧组之后，我不
舒服，明明心里不爱干这事，对人
家也不好，这钱拿着不安心。我为
什么要把这几个月时间放在一个
浪费的状态下，这几个月我可以在
家陪家人，哪个更有价值呢？但话
说回来了，如果家里揭不开锅，我
也就去了，这咱实话实说。这不是
能吃上饭吗，没有遇到生活问题，
那就算了。

张凯丽：
吴老师的抑郁症是我后来加的
其实最开始的前十年左右，大
家都是叫我慧芳。我觉得
“ 慧芳”
带给我的太多了，我真的不忍心把
她和别的角色放在一起来衡量。后
来演了其他一些角色后，观众的认
知就混乱了，他们就再叫回我自己
的本名。这段时间（《 人民的名
义》开播后）我都在日本工作，尤
其是在日本的街头碰上中国观众
都会叫我吴老师，我才感觉这个戏
确实影响力挺大的。我到了《 人

民》 剧组后才发现这不是友情客
串，戏份也不是帮忙，我们对这个
角色花了很多的心思。我觉得这个
人物是非常有深度的，心里有另一
种东西。
其实你想想咱们生活中，别说
她这样高位上的一个官太太，一般
普通的妇女又有多少人遇到这种
情况呢？婚姻中的两个人，男方在
外边都已经有了第三者，他的老婆
明知道是这种情况，但都不能离

婚，有太多因素让她没有办法这样
做。吴老师她还不是这种柴米油盐
的事，对她来说，名声、面子等所有
的光环可能对她来说更重要。她还
说到了一个女儿，所以她能够为此
忍受所有屈辱。我跟李路后来把这
个人物处理得有一些抑郁症的感
觉，因为我们想一个女人长期在这
种高压下生活，她不可能特别正
常，所以有些时候我要表现出那种
神经质，
让她极致一点。

侯勇：
演员演的其实是
字里行间的东西
我相信一个演员到家喻 户晓的时
候，这个演员的演艺生涯就做到头了。
他可能会比原来躲在一个角落里去扮
演一个角色时的能力弱。比如我们现在
看某一个明星，你看他怎么去演这个角
色：首先一出来，我就认识这个人是谁，
他会破坏观众心目中对这个故事情节
的假定性。
我出来你不认识我，这是我一直以
来做演员很享受的东西。就是说
“ 哎呀，
你是演赵德汉的，
对不对？”
“ 这个人叫
什么来着？想不起来”，
我点点头就走过
去了。那段时间我特别得意，
不叫得意，
特别开心。
比如
《 人民的名义》，其 实周梅森
写这些台词对白的时候，想不到我来
演，那叫一度创作。真正我拿到这个剧
本进入这个环境，那么赵德汉就是我
了，我就得把赵德汉往我这儿靠，就是
二度创作。
我演戏有一个我的经验，就是跟着
感觉走，
跟着人物走。别去设定它，
这儿
我该笑，这我该哭，这我该停两拍说话，
我觉得这样演戏的就不是演员，这是戏
剧学院在校学生需要完成的事。要把它
消化掉，就怕照本宣科，比如
《 人民》中
有一句词
“ 你这同志很搞笑，你太搞笑
了”，演的时候我可能会这么处理
“ 你
这同志，你，你……”然 后我要把思索
“ 搞笑”这个词的过程演出来，
“ 你这个
同志，你，你……你很搞 笑，你非常搞
笑” 得是这样表达。但编剧不可能写
“ 这个同志，点点点，搞笑”，演员演的
其实是字里行间的东西。
接了戏，我会把剧本熟读好几遍，
进而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我可能几天不
下楼，
我做我的案头。比如
《 大染坊》的
时候，我会把很多集剧本拆下来贴在墙
上，因为拍摄不是顺着拍。我就先捋人
物线，再捋情节线，再捋人物关系线，我
跟他什么关系，是表兄弟，他跟她是夫
妻，他跟他是对立面，我 在脑子里形成
密密麻麻的人物网络。
把这个工作做完以后，到了现场我
就知道跟你演这场戏的时候，我会用多
少劲，这场戏怎么去演。我做完这个工
作差不多得半个月时间，那时候还没有
助理，每次都是制片给我打饭上来，我
几乎是足不出户。我首先要让我演的人
物，
在我心里能活起来，
怀胎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