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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比谁浪花漂亮
而是浪退去谁留在沙滩上
在老戏骨初出茅庐的成长时期，他们接触的环境是怎样的，或许对今日的年
轻演员、甚至环境本身都有些许借鉴意义。这其中，既有唐国强描述的
“ 那时月
光”。比如拍
《 三国》时，
全剧组会同游历史古迹感受氛围；拍
《 雍正》时大家一起
读史上课，
揣摩帝王之心。这些在今日被称为良心剧组的行为成就了剧，
也成就了
老戏骨本身。
老戏骨和小鲜肉，
因句式对仗的工整和各自所指的内容，成了一对 CP。几位
老戏骨也聊了聊对小鲜肉的看法。不单是其身上常常被诟病的名气与实力不符等
行业议题，还有那些对小鲜肉有着切实帮助的过来人经验。这当然不是一组单一
的对立关系，
毕竟很多老戏骨，
也是从小鲜肉走过来的。

唐国强：
《 三国》、
《 雍正》全组一起上课，
精准把握角色是演员的本分
拍
《 三国演义》的时候，影视
创作环境还是另外一个样子。那
时剧组组织我们走赤壁，去街亭，
重回五丈原，凭吊古战场，身临其
境地去体验和感受当时豪迈的历
史氛围。我本身也爱好历史，
史书
常不离身边，
《 三国演义》的拍摄
过程让我从更深层次认 知到，演
员必须更要下工夫吃透典籍中的
每一点记录，才能给历史人物以

明确定位。
拍
《 雍正王朝》也是，剧组和
导演会提前请史学家给大家上课
讲解，可一个演员更要要求自己
去了解那个历史节点的 雍正，自
己给自己细化任务，通晓雍正那
种
“ 合于天而畸于人”
“ 高处不胜
寒”的孤独和
“ 革弊除旧”勤勉工
作的缘由。
但现在拍摄氛围是不 一样

的，我甚至经常会在剧组生闷气。
现在拍摄周期的确紧，有些剧组
的工作太毛糙、不精细，做得不到
位。作为演员，
一定要让自己成为
“ 杂家”，要观察各个 阶层、各种
行业中人物的特点，这些都是表
演中需要自然而然表达出来的东
西。要珍惜每一个创作机会，
把自
己的戏份吃透、做好，做到位，这
样你的路才会长远。

张凯丽：
慧芳火了以后，
大家都不敢找我演戏
那时候大家也没有要出名的
想法，
好像也没有这个途径。比如
现在我们年轻的孩子首先想到拍
点写真，
或者去整个容。我们那会
儿就没有，也不知道有这些东西。
演完
《 渴望》那阵其实还挺难的，
“ 慧芳”的影响力非常大，好多人
都觉得你这牌儿太大了，都不敢
找我演戏。那会儿不像现在说你
一个角色火了之后，后边好多戏
都能够接上，你可以尽情地挑本
子，完全不是这样。如今，你是一
个票房的保障，你就能够为投资

商带来更大的利益，很多剧本就
来抢着找你。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随性 的，
比如说那时候我在
《 渴望》最热
的时候拍了
《 凯丽阿姨讲科学》，
这个事情就占用了我大概一年的
时间。用我们现在的话讲，一年的
时间你都没有去做别的 事情，这
个人气就有点淡了。加上我那会
又在恋爱，在深圳，很多人就认为
你是不是
“ 淡出”了，或者
“ 嫁大
款”了，反正说法多多 。这么一
传，有些人可能就误认为你不做

这行了。
《 渴望》最火的时候，我记得
特别清楚，我东北老家那边的演
出公司找过来，让我回老家，回东
三省演出，跟观众见面，然后说一
场给三千块钱。然后我就回去了，
我到家之后，我妈妈爸爸就说，绝
对不能要一分钱，跟家乡人要钱
这可不行。最后我真的就是一分
钱也没要，演了一圈。还有，那会
人家拿着十万块找我拍 广告，我
都不敢拍。十万块钱，都吓死你
了，
你哪敢拿啊，
不敢。

侯勇：
不要说观众脑残，
脑残的是我们
当下我们的影视剧创 作是
出奇的单调，看似热闹、繁荣，其
实背后隐藏着很大的危机。不要
觉得说现在观众脑残，脑残的是
我们。
我要问了，我们过去一个编
剧写一部作品用一两年，甚至
《大
秦帝国》 的编剧孙皓晖老师一部
戏写 14 年，那么我们今天是什么
样？四个人坐那儿侃，
侃一个故事
梗概，把人物一搁，梗概一丢，找
一个人设，这边找四五个戏剧学
院、戏文系的学生，开始码，码台
词、
码剧本，
闭门造车，
好看吗？还
有那些玄幻题材，什么玄幻？好，
远古有一个老怪，这时有一个美
丽少女，
这种故事还用你讲吗？我

闭着眼睛一口气能讲三十个。
我觉得这不能怪别人，那些
怪我们的人也是有原因的，为什
么？国家给了文化艺术界一个非
常好的契机，就是文化产业上市，
对不对？做大做强，
那么我们拿着
国家的这个政策，是做大做强了
吗？他们现在是做博眼球，
是做产
值，做 IPO，那是为了上 市，是为
了圈钱。多少影视公司都囤地，
很
可怕的一件事情。当有钱了，
我给
你演员。好，
你来拍我的戏，
十万？
——
—对不起，我家里有事；二十
万？——
—我要考虑考虑；三十万？
——
—能不能半个月拍完？
五十万，
来，
给我来一个月？这个演员肯定
没有二话，
肯定签字。

我得承认，我有这方面的经
历。有过，所以我现在痛定思痛。
当时有人直接 说 你 过 来 拍 一 个
戏，啪，一笔钱往这儿一搁，我都
傻了，没见过这么多钱 ，这 种事
我经历过几次。但现在反过来想
想，第一，当时太年轻。第二，的
确不应该那样做。最起码那个戏
不是我想拍的戏，那个 角色不是
我想演的角色。而且用十天去演
这么一个戏，我真的拍 不完。这
什么力量？资本的力量！你拿了
这个钱，那怎么办，一天 拍十四
五个小时，我也得拍，吃 人家嘴
短，拿人家手短。以至于到了后
来 2012 至、2014 这三 年，我干
脆不拍了。

何冰：
以前叫
“ 奶油小生”
现在只是换了说法
我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本事大，要
出名、赚钱，改善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能
过一份好日子，这是物质方面。精神上就
是觉得自己爱干这个，特别爱干，干这个
累不死，数学做一道就不行了，
1+1 累死
了。干这个干一天也没事，
我们那会多惨，
十七八个钟头，我最长的一次四天四夜没
出棚。这就是人为什么选这个职业的原
因，为什么你算了一道数学题就觉得累得
不行，为什么干了四天四夜这件事你还觉
得自己挺悲壮，
觉得自己特英雄。
像我们拍
《 白鹿原》，剪出来大家一
看觉得不错，
它好在哪儿？我能看出来，
就
好在八个月时间上。体验生活一个月能管
什么用，但你搁那儿生活八个月你试试？
你天天吃羊肉泡馍，天天吃油泼面，你已
经就是西安人了，都灌的是西安话，所以
荧屏里出现的东西就在那儿，稳稳定定扎
在那儿的。
对小鲜肉我觉得没有什么，只是换了
一个叫法而已。和以前叫
“ 奶油小生”一样
的，
历代都有，
唐国强不是？
《 人民的名义》
里的许亚军老师不是？当时他演
《 伯爵》的
时候红成什么样？可当时没
“ 小鲜肉”这词
儿，
现在编了这么一个词，
就出现了。
有些事首先算在演员身上是非常不
公平的事。这个东西是要出来的还是给出
来的？这个东西是给出来的。现在我何冰
张嘴一天一百人民币、一千人民币，低于
这个钱我不干，谁给你，疯了，对不对？首
先你得有这个市场价值，对不对？人家给
你这么多钱你能赚回来，那就给你，对不
对？这是市场蓬勃带来的。真正让我们觉
得不太美好的地方，是与之匹配的工作能
力和工作态度，可这个问题也说不清楚。
我问问你，二十多岁小孩演戏孬点、软点，
很正常，
谁二十多岁演戏好啊。
杨立新的儿子杨玏，这是我可以发言
的小鲜肉。为什么？是因为我跟他们家私
交甚好，我从小看着他长大。杨玏有一回
拍外采，我跟他说，乘着这股东风，但别忘
了脚下赶路。我说孩子，一浪一浪，
长江后
浪推前浪，一茬一茬，啪，海水退去谁留在
沙滩上，谁才是厉害的。这会儿千万不能
停止脚步，要去冲浪。但是拼的不是谁先
冲得更漂亮，而是浪退去之后，谁还留在
沙滩上，你别被大浪卷走。如果你想让我
跟他们说的话，一个男演员，你漂亮归漂
亮，
但你毕竟还是要演点什么的。
（ 腾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