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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大家都觉得综艺是年轻演员的天

下，因为节目要求明星会搞怪，会做各种高

难度动作，这些都不适合老戏骨，因为观众

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对有品质追求的综

艺节目来说，老戏骨是非常合适的。

首先，老戏骨不那么古板，愿意和年

轻人有近距离接触交流，这本身就值得

鼓励；其次，他们有综艺实力，虽然身形、

外貌、年龄看起来有点“古旧”，身上所体

现的涵养、表演实力和做人的品格却无

一不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增加了节目的

深度和厚度，这明显区别于其他搞笑、肤

浅的综艺，给观众“洗眼睛”。

另外，节目要明确老戏骨的作用，在

节目设计和角色分配上，要和年轻人区

分开来，不是要给他们难堪，而是要给予

足够的尊重以及一定的发挥余地，挖掘

出他们新的潜质。

除了前面提到的张国立等人，老戏

骨参加综艺节目的例子还有很多。尽管

他们有很深的资历和很高的辈分，但确

实不是拿了片酬、摆摆样子就走人，而是

竭尽全力。其认真和不服输的态度，并

不输给年轻人，而就凭敬业这一点，都胜

过当下很多流量担当。

当然，老戏骨能在节目中有高光表

现的前提是，他们拍出了经典的作品，表

演实力是榜样，所以和他们同台的后辈，

都会在无形之中好好地上了一课：要有

良好的职业态度，戏好才是根本。否则，

年轻演员上再多综艺，都只能被称为“综

艺咖”，并不能像老戏骨那样受众人称

道。因此，我们期待更多的老戏骨被发

掘，给荧屏添加新的色彩。 （曾俊）

冯小刚微博近日曝光了新片《芳

华》战争戏的剧照。据悉，这段战争

戏长达6分钟，投资高达700万元，是
一气呵成的长镜头。面对网友的热

烈反响，冯小刚用微博发声：“我们是

实拍的，没有电脑特效。”

《芳华》由严歌苓编剧，黄轩、苗

苗等主演。此次他通过微博曝光了3
张“信息量巨大”的战争戏剧照，并表

示：“《芳华》不仅有唱歌、跳舞，也有

战争的残酷和勇敢的牺牲。”三张战

争戏剧照分别展现了炮火齐飞的战

争场景，士兵惨遭炸碎、血肉模糊的

逼真画面，黄轩英俊的脸庞上积满了

战火中的灰尘。

冯小刚2007年的电影《集结号》
为国产战争片树立了新标杆，这次冯

小刚再度挑战自己，“相比《集结号》

的战争效果，《芳华》在创意和技术含

量上都全面升级”。冯小刚在微博发

文坦言道：“每个环节不能出任何问

题，炸点、演员表演、走位、摄影师的

运动，上天入地，都要极其精准。”主

演黄轩更转发微博表达了拍摄感受：

“六分钟一镜到底，有点成就感。”据

悉，这段战争戏斥资700万元打造，更
以长达六分钟的长镜头一镜呈现，拍

摄难度可见一斑。

看到网友们对其微博的回应，冯

小刚亲自回复网友。有网友看到电

影《芳华》的战争场面，动容道：“我的

爸爸是1966年参军的老人，他应该会
喜欢《芳华》。”冯小刚回道：“是给他

拍的。”也有网友好奇战争场面会不

会以3D效果呈现，冯小刚回答：“我
们是实拍的，没有电脑特效。《芳华》

也不会因为视觉效果而忽视情感表

达，我会两手抓。”�4 （据北青网）

《廊桥遗梦》的作者、知名美国作

家、摄影家、音乐家罗伯特·詹姆斯·

沃勒日前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家中

去世，享年77岁。据他的女儿瑞秋·
沃勒透露，父亲死于多发性骨髓瘤，

他已与病魔抗争许久。

罗伯特·詹姆斯·沃勒1939年出
生，现居得克萨斯州的丘陵地区，是北

爱荷华大学的管理教授，他长期孜孜

不倦地钻研经济、数学、摄影和音乐。

他在美国出版了7部小说和6部散文，
多部作品曾跻身《纽约时报》畅销书排

行榜，其代表作《廊桥遗梦》位居1993
年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并被翻译成了

35种语言，全球销售了1200多万册。
《廊桥遗梦》是罗伯特·詹姆斯·

沃勒的第一部小说。他在11天内就
完成了初稿，本来是写给朋友和家人

的，但是有人建议他以作品的形式发

表。小说出版后极为畅销，让罗伯

特·詹姆斯·沃勒成了百万富翁。此

后他搬离了自己的家乡，并与结婚36
年的妻子离婚。

《廊桥遗梦》讲述了一对兄妹在

整理母亲的遗物时翻出了一段尘封

往事。中年女性弗朗西斯卡婚后生

活平静琐碎，缺乏激情。《国家地理》

杂志摄影师罗伯特·金凯为拍摄麦迪

逊县的廊桥而来，与居于此地的弗朗

西斯卡相遇、相识和相恋。面对迟来

的爱情与家庭责任，弗朗西斯卡选择

了后者，而金凯则选择了成全。

由小说改编成的同名电影在

1995年由美国华纳兄弟公司搬上了
银幕，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执导，梅

丽尔·斯特里普、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等主演。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部具

有传奇色彩小说空前绝后的畅销佳

绩，使得原本普通的“廊桥”因此而美

名远扬，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前来观

瞻，一举成为“美国历史名胜”。他的

另一部小说《PuertoVallartaSqueeze》
被拍成了动作电影《逃命杀手》。

1994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由梅嘉翻译的《廊桥遗梦》，2004年人
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廊桥书系”，

收录了《廊桥遗梦》等许多以反映现

当代外国文学现状、发展和成就的小

说，受到读者的普遍喜欢。2012到
2016年，译林出版社新近出版了中英
双语对照纪念版等几个版本的《廊桥

遗梦》，也是目前在国内书店销售的

版本。�4 （据新华网）

《廊桥遗梦》作者

沃勒永别“廊桥”

《芳华》战争戏

冯小刚：
没有电脑特效

上

综艺节目似乎一直都是新生代明星尤其是流量小生的地盘。但近来，唐国强、张国立、王

刚等老戏骨也进入了这一领域，而且拿出了惊人的表现，他们展现出的表演功力、文化修养、反

应能力以及艺术品格，令后辈们汗颜。在上周五，《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的“铁三角”齐聚《王牌

对王牌》，其综艺感也大获好评。总而言之，想换换口味，看他们上综艺也是不错的选择。

上周五在浙江卫视播出的《王牌对王牌》

节目中，经典老戏骨队对阵青年演员队。现

场，老戏骨频频放大招。张国立、蒋雯丽这对

《金婚》“搭档”再续前缘，他们运用超强的即

兴表演能力再现经典，令无数观众叹服。此

后，王刚即兴演绎了一段“悼亡妻”的片段，古

诗词信手拈来，情绪控制非常到位，同样赢得

了大家的称赞。

在演技传声筒的比拼环节，陈建斌、张

铁林等用表演传递信息，他们撕心裂肺，把

一副老身板豁出去，被评价“真是够拼的”。

而在老戏骨的压力之下，林更新、娄艺潇、马

苏等后辈演员起初露怯，随后也拿出了证明

自己实力的表演，其中，林更新的表演被王

刚等前辈评价“此时无声胜有声”。

此前，节目还请来了刘晓庆重现“武则

天”的风采，潘长江、蔡明、郭达、曾志伟等老

一辈喜剧人即兴表演喜剧，其功力同样获得

满堂喝彩。

现在，越来越多的综艺节目邀请老戏骨

参加，以增加节目的分量。比如好评如潮的

读信节目《见字如面》，张涵予、张国立、王耀

庆等展示语言功力；《一年级·毕业季》中，陈

建斌等作为导师，指导年轻人演戏和做人。

老戏骨加盟综艺成清流

曾经在《一年级·大学季》中，陈道明担任

过表演课老师，他在指导学生室内无实物表演

时，精湛的台词功底、表演细节、观察技能等，

被誉为表演教科书式的案例。他说的话都成

为一时金句，“上山的人永远不要瞧不起下山

的人，因为他曾经风光过”，“山上的人不要瞧

不起山下的人，因为他们会爬上来，所以一定

要做好自己”。

这只是陈道明的客串表演，他真正意义

上的常驻嘉宾是《传承者》，这档节目旨在传

递中国传统文化与民间技艺，陈道明作为节

目的评委，是一丝不苟地参与每一期节目的

创作，甚至在有期节目中批评年轻人不尊重

民间文化艺术。

老戏骨抢镜靠积淀

这两年，在老戏骨中，张国立是上综

艺最勤快的一个，但显然更偏爱文化类节

目。他说，仅仅是《王牌对王牌》他就来

了三次。此外，他担任总导演的《咱们穿

越吧》中，自己偶尔客串，都是在强调文

化历史，试图在娱乐之中兼具教育意义，

可谓综艺中的一股清流。

在热播的读信节目 《见字如面》 中，

他更是圈粉不少。他和王耀庆读曹禺先生

与黄永玉先生的往来书信时，展现出卓越

的台词功力和细致入微的表情演绎，被网

友称为一场殿堂级的演出，争相转发，“他

不紧不慢，徐徐道来，全身是戏，仿佛他

不是自己，而是写信人本身”。

实际上，张国立之前曾参加过许多诗

朗诵活动，比如2008年央视春晚抗震救灾
诗朗诵、2013年诗歌公益活动 《为你读
诗》等。

■张国立展台词功力和演技

王刚靠《铁齿铜牙纪晓岚》红遍大江南

北，这两年虽然作品不多，给大家淡出公众

视线的感觉，但他最近凭借在综艺上的精彩

表现再度圈粉，除了《王牌对王牌》，他在《吐

槽大会》上完全不用像别的嘉宾一样看提词

器，而且讲故事的节奏、说话的气场都控制

得很好，表现出的深厚文化底蕴俘获了年轻

观众的心。

他咬文嚼字非常清晰，在调侃主持人张

绍刚时还飙出了英文名句，不仅发音洋气，

而且流利畅快。

调侃编剧史航的长相时，王刚搬出黑格

尔的名言，显得很高端。“史航父亲是哲学系

老师，但是自从史航出生以后，给他的爸爸哲

学观带来很大的冲击，从此他再也不相信‘存

在即合理’。”之后，王刚又来个大逆转，“到底

是哲学老师，人家忽然醒悟应该辩证看问题，

不能只看这一面，于是把史航翻过来一看，果

然好多了”。

王刚又把焦点转到了多年老友唐国强身

上，说他代言蓝翔的广告时，说段子的功力十

分厉害，引发全场爆笑。他先自黑：“我们演

员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要做出选择，是做流

量小生，还是演技好一点，我和唐老师就选择

了演技好。结果，演技好有什么用，有应援团

吗？有见面会吗？有人在卧室贴上你的照片

吗？”然后话锋一转：“其实在我们家的墙上，

贴着唐国强的照片，是我儿子贴的。我只能

跟他说，不是所有站在挖掘机旁边的都是变

形金刚啊。”

■王刚以文化底蕴赢得人心

■唐国强反应能力令人惊叹
在王刚上节目给人惊喜之后，唐国强在

若无其事中也展现出强大的火力。他作为

主嘉宾，在接受其他人对自己的吐槽以后，

需要总结陈词，他的临场反应能力和优雅品

格使人难忘。

在网友心中，唐国强其实也是一个如假

包换的“网红”，因为他出演的角色片段被网

友剪成视频流传，已经笑翻网友。对此，唐

国强表示很不理解，看到那些视频，他甚至

一本正经地劝网友：“孩子，你能不能买一台

不卡的电脑啊！”

谈到自己的代言太多，品牌无所不包，他的

回应十分调皮：“说明成功啊，起码这些广告你

们都看了吧，今天我就跟你们这些乱七八糟的

人上了个乱七八糟的节目，我想也会成功。”被

人说只有高中文化，唐国强反驳说：“其实我代

言蓝翔，也是为社会做贡献啊，让这些人有一技

之长，总比那些自命不凡、专门吐槽别人的人强

吧？”此时，他开始怂恿主持人李艾：“只要肯转

型，学厨艺、美发，总有一天会大红大紫的。”

■陈道明煲的鸡汤味道很棒

被问到如何请到一堆明星嘉宾，浙

江卫视《王牌对王牌》节目总导演吴彤解

释说，要舍得花时间，“比如第一届、第二

届成家班的很多成员，连成龙都找不到

了，我们就把当年的老电影找来看，按照

电影里的字幕去打电话找人，结果不少

人都被我们找到了，他们有40多人来到
节目，成龙非常高兴”。

花在嘉宾上的成本是否很大？他

说，嘉宾的片酬比较合理，“大家都很珍

惜这个舞台，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对

节目组来说，第一季最大的难题是请人，

第二季最主要的精力都在怎么把它做得

好玩、有意思”。他还认为，致敬经典之

所以能受到这么多观众喜欢，就是因为

情怀，“一定要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那些很少或是从来没有上过综艺的

老戏骨又是怎么请到的？他表示，诚意

是第一位的，“比如陈建斌一直是我们心

仪的嘉宾，但是他一直不愿意来。后来

我们了解到陈建斌和太太蒋勤勤在三亚

度假，我就飞到三亚去见陈建斌，用一个

多小时去聊，明白他的需求。他说不玩

游戏，不在舞台上演戏，抗拒那些无聊的

环节，我们都满足他，他很感动，考虑两

天就答应了”。

对于《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的“铁三

角”重聚，吴彤透露，第一季就有这个想

法，当时张国立没有答应。今年第一期

请张国立，他看到成龙大哥在节目里流

泪，觉得这是一个有深度的节目，开始信

任节目组，后来还愿意临时救场，再后来

他就召集了“铁三角”的另外两位，最后

录制的效果远比想象中好，他们非常敬

业，“不让他们出丑，在肢体上不要有太

多动作，这些一定要注意”。

幕后探班：请到老戏骨靠的是诚意

在接受采访时，年轻一辈的艺人王

祖蓝、王源和宋茜都表示，有老戏骨参与

节目，是最感动自己的地方。年龄最小

的王源和刘晓庆等老前辈都演过对手

戏，他表示很享受、很满意，会提前做功

课，看他们的戏进行准备。经过了这样

大场面的锻炼，王源说自己变得更健谈、

自信。谈到王源的表现，吴彤表示：“他

和前辈对戏都很努力，脑子反应很快，在

玩游戏的智商上没有几个人能超越他。”

每一次和老戏骨对戏，常驻嘉宾宋

茜的演技也不错，但她坦言很紧张，“我

是比较怕生的性格，现在我变得更成熟

稳重，不管做得好不好，我都很敢做。其

实每一次录节目都学到了很多，请了这

么多很棒的前辈老师，我累积的经验是

我平时两三年都达不到的，希望会有更

多机会去学习”。

谈到录制以来印象最深的一次，宋

茜说是当时和林更新重现《大话西游》时

自己流泪的那一段，“陈建斌老师过来指

导，告诉我一定要动情，要沉下心来，这

段戏好像是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一样，而

不是简单模仿，我注意力开始集中了，情

感自然就到位了”。�2 （据大洋网）

宋茜：我累积的经验是平时两三年的量

期待更多老戏骨到来

老戏骨
唐国强、张国立、王刚等前辈来抢流量小生的地盘了

给后辈上了生动一课

综艺

王刚 陈道明

唐
国
强
反
应
能
力
惊
人

年轻嘉宾称从老戏骨身上学到很多

张铁林与张国立 《廊桥遗梦》海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