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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怡所住的公寓，一层楼里
有两户属于她，房间很多。秦怡
的姐姐、儿子都曾生活在这里，
但现在，除了保姆，就只剩她一
人了。

作为电影明星的秦怡是成
功的、令人艳羡的。然而，作为
一名妻子、母亲，秦怡却经历了
一辈子的坎坷。她17岁就结婚
了，第一任丈夫陈天国在舞台上
是风度翩翩的话剧小生，台下却
是嗜酒如命的家暴男，生下一个
女儿后，秦怡才摆脱了这桩婚姻
的阴影。与第二任丈夫、“电影

皇帝”金焰虽然结婚37年，但曾
因为金焰的出轨，二人分居长达
三十载。1983年12月27日，金
焰去世那一天，秦怡一直守在丈
夫的病榻前，陪他走完人生最后
几个小时。

最让秦怡心痛的，是她与金
焰的儿子、“小弟”金捷。1965
年，16岁的金捷突然发病，被医
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而且无法
痊愈。从那一年起，秦怡无论走
到哪里都带着金捷，这一带就是
43年。2007年3月7日，59岁
的金捷因尿毒症并发肺炎去世。

秦怡家的客厅里，挂满了她
大大小小的照片和肖像画，却没
有一张“小弟”的。她说：“‘小
弟’的照片就放在我床头，我每
天睡觉前都要看看他，跟他说两
句话，‘小弟好好睡’、‘明天早上
起来你想吃什么’……”

“ 我 现 在 还 是 会 想‘ 小
弟’，但没办法呀，人总归要死
的，只不过他死得早一些。”秦
怡叹了口气，“他还算是比较
享福，没有我的话，他活不到
59岁——他的事情我样样都
在意。”

孤独母亲 每天都跟儿子的照片说话

95岁秦怡自编自演新片《青海湖畔》将上映

命运所赠一切，她都一一笑纳

人的容貌都会随岁月流逝而
衰减，但秦怡却越老越好看。当
有人夸她好看时，她会像个孩子
似的直言“胡扯”，“我都老得不得
了了，哪里好看？”

秦怡曾与白杨、舒绣文、张瑞
芳一起，被称为抗战大后方时重
庆的“四大名旦”。演了电影《铁
道游击队》中的“芳林嫂”后，她又
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最美丽
女性”。

秦怡先后生过四次大病，开
过7次刀，患过脂肪瘤、甲状腺瘤，
摘除了胆囊，最后被诊断出患有

肠癌，还曾被医生断言“活不
久”。但如今的她，除了左腿略微
行动不便，身体状况“好得不得
了”，说起话来思维清楚、条理清
晰。

论及长寿秘诀，秦怡大笑起
来：“你看我这样叽里呱啦地说，
说完了就完了，也没什么事儿放
在心里。现在我就是，想学什么
就学，想做什么就做。”她目前正
在写第二个剧本。

秦怡说，只要自己还能工作，
就最快乐了。⑥2

（袁云儿）

白发美人
长寿秘诀在于心里不藏事儿

“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对我来说，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与你那
时的容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没有谁比秦怡更适合法国作家杜拉斯《情人》
里的这段经典道白了。这位已经95岁的老艺术家，曾拥有令无数人倾倒的美貌，在话剧舞台
上，在红色经典影片中，都留下了永恒的倩影。她曾经历两次不完美的婚姻，晚年承受丧子之
痛……无论辉煌还是落寞，甜蜜还是凄苦，命运赠予的一切，她都一一笑纳，并用一颗平静豁达
的心，成就了一份跨世纪的美丽。

上海市一栋老式公寓里，住
着秦怡和她的保姆。在很多人
眼里，老艺术家们的晚年生活
想必都是非常安逸悠闲的。然
而，对于秦怡来说，“退休”、“悠
闲”从未出现在她的字典里，她
是十足的工作狂。

这几天，秦怡最担心自己的
嗓子出问题，因为她将要从上
海到北京录制中国文联举办的
春节联欢会，她将独自表演诗
朗诵《今天》。

前段时间，她还参加了陈凯
歌新片《妖猫传》的拍摄，在这
部讲述大唐宫廷传奇的大片中
客串一位宫女老嬷嬷。“陈凯歌

托人带了好几次话，说别人都
不合适，就我合适，我跟他爸爸
又很熟，就答应去拍。演戏不
一定要选主角，有什么就拍什
么。”

1月9日，秦怡自编自演的
电影《青海湖畔》在搁置三年
后，终于要上映了。早在20多
年前，秦怡读到一位青海作家
写的一篇报告文学，讲述上世
纪80年代一位中国女气象专家
为祖国奉献一生的感人经历。
看完这个故事后，女科学家的
身影一直在她的心中挥之不
去。最终，90多岁的她经过一
个多月的深夜伏案写作，完成

了该片剧本。她还挑战在海拔
3800米的高原拍戏。令人称奇
的是，拍摄过程中她始终精神
矍铄，毫无高原反应。

每天看报，看文件，拍戏，出
席各种活动，接待来访……上海
话里有个词叫“电影痴子”，秦
怡也笑言，自己一天到晚都在
讲电影。秦怡说，这样的生活
虽然累，但她早就习惯了，“拒
绝不了”。“尽管我已经95岁了，
但不去管它，这是自然规律。
只要做得动就去做，所以我最
近还是东跑西颠儿的。只要我
们还在，一定要做到底，走到
底。”

“电影痴子” 九十多岁挑战高原拍戏

秦

怡

敬告：使用本报分类信息请供需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房 产 搜 搜 搜
广告咨询电话：63136669

售 房
△卧龙路与滨河路交

叉口原南阳市造纸厂家
属院，5楼（共6层），三
室两厅双卫 140平方
米，另有10平方米地下
室一间。与 22中、12
中、4小相邻，南北通透，
采光好，户型好，设施齐
全，包更名。
电话：15938891666
△独山大道与药都市

场交叉口东600米某机
关家属院 4楼（共 12
层），三室两厅双卫138
平方米，南北通透，设施
齐全，大市证，可按揭。
电话：60377309

售 房
△因业主去外地发

展，现出售两套房屋。1.
明山路烟厂三库对面
（实业花园旁）一楼门面
房，101.59平方米，价
240万。2.烟厂三库26
层楼13层东户，156平
方米，三室两厅双卫双
阳台，有暖气，精装修，
售价85万。
电话：15510703659
△首付 20万，大市

证，三室两厅两卫，139
平方米，四楼，院大绿化
好，车站路建业绿色家
园。同心家园。
电话：15538438080

售 房
△一高北门对面万正

阳光海岸10楼，126平
方米，精装修，三室两厅
双卫，设施齐全。
电话：15290375766
△麒麟路四建小区3

楼，大市证，2室，低价出
售。
电话：18739000172
△白河南十二小附

近，多层一楼140平方
米，带储物间出售，位置
好，出路好，售56万。
电话：15638987958
△南阳光彩市场附近

有民房出售。
电话：13507630985

售 房
△北京路与信臣路交

会处向西200米，电梯
现房，户型全，1900元/
平方米起。

电 话 ：60558757
15237723238

△万正广场风情街门
面房3间，140平方米，
52万急售。另万正大帝
苑6楼，90平方米，54万
急售。
电话：18317203199
△独山大道华鑫苑3

楼 4室 2厅，176平方
米，朝南送储，毛坯房，
价面议。
电话：18625695551

售 房
△滨河路盐业局家属

院，有3室2厅单元房一
套，面积约142平方米，
精装修，有地下室、车
位，中介勿扰。
电话：13613878662
△文化路15小旁地

质队家属院5楼1室1
厅40平方米，家具家电
全，学校附近观景房，急
售23.9万。
电话：13083771077
△卧龙路农校对面港

岛玫瑰园16楼3室2厅
带地温空调，精装修，朝
阳可观白河，售63万。
电话：15938888781

售 房
△首付 12万，大市

证，83平方米，三室一
厅，南北通透，独山大道
与建设路交叉口城建小
区。同心家园。
电话：15538439797
△大统附近有40平

方米门面房出售。
电话：13782190955
△中州东路离学校

近，小西关社区、民房一
处共三层，320平方米，
价格面议。
电话：13733137329

出售暖气新房
南阳市检察院新家

属院板式楼小高层一梯
两户，5楼4室2厅2卫
170平方米（新房未入
住），豪华装修，家电家
具齐全，拎包即住，有暖
气（含车位），大市证，可
按揭115万。
电话：13213751160

商铺出售
车站南路与中达路

交叉口锦盛苑一二楼连
体商铺出售，升值潜力
大！

联 系 电 话 ：
13838727669

单元房出售
南航盛德美附近水

泥散装办一楼三室二厅
一楼120平方米出售，
有证。
电话：13707639857

暖气新房出售
可按揭有暖气新

房，南阳市检察院新家
属院小高层板式楼一梯
两户，南北通透7楼4室
2厅2卫，200平方米（新
房未入住），豪华装修，
家电家具（含车位），168
万。
电话：13633990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