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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她是《神秘的旅伴》中质朴、天真的彝族姑娘小黎英，她

是《边寨烽火》中温柔深情的景颇族少妇玛诺，她是《英雄虎

胆》中的反派人物阿兰，她是《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性格迥异

的金环与银环——她是一人千面的表演艺术家王晓棠。人

们都说王晓棠的眼睛会说话，动作精准到位，她把角色演

“活”了。二十多岁的王晓棠凭借其执著与努力迎来了她表

演生涯的高峰。在当年，能游走于各类角色之间的演员本不

多见，能融入自身思考的更是少之又少。在1959年由严寄

洲执导的电影《海鹰》中，王晓棠饰演的玉芬的第一次亮相堪

称经典。王晓棠回忆道：“在《海鹰》中，我饰演的玉芬是一个

女民兵连长，当时我刚出演完《英雄虎胆》里的特务，角色的

转化特别大。我设计了许多方案自己都不满意，后来想到了

京剧人物的出场亮相，在青岛拍外景时，我向摄影师蔡继渭

说了我的想法，蔡继渭很敏锐地说：‘好，回去拍。’于是青岛

外景‘漏’下的这个镜头，回北京后我和蔡继渭精心完成了

它，就是现在观众看到的玉芬出场：羊角山上，头戴钢盔的她

背面特写，女声画外音：‘敌人打炮喽！’一回头变为玉芬的脸

部特写——几缕乱发倔强地紧贴在玉芬沾满炮灰与汗水的

脸上，英姿飒爽，威风凛凛”。

正当她表演事业如日中天时，王晓棠跌入了人生的最低

谷。1969年12月，王晓棠由于“顽固不化”，被“特殊复员”到

北京远郊怀柔县。当地武装部的人为了保护王晓棠，把她安

排到北台上林场，王晓棠在这里做了6年的林业工人。她最

心爱的儿子言群因患肝炎永远离开了她。王晓棠只有这一

个孩子，生于1956年冬，如果健在，到今天也年过花甲了。

承受着丧子巨痛，王晓棠在那段举步维艰的日子里，幸

有人民群众的厚待。这样的遭遇让王晓棠对“人民”二字有

了深切的认识，她说：“人民很具体，是当时我来北京赶时间

递材料，眼看回怀柔的末班火车响铃了，冲着站台高喊‘让王

晓棠上车，她是来落实政策’的检票员；是我在牛棚被造反派

‘专政’之际，却敢给我写信、要每个月省出钱粮的那对年轻

夫妇；是在大街上碰到我，让我‘好好的，将来再拍电影’的观

众。当时我醍醐灌顶，心想有一天我若能重回八一厂，我这

辈子就做一件事儿：回报人民！”

王晓棠时刻不忘这份沉甸甸的承诺。

1975年，王晓棠重返八一厂。她告诉记者：“中国人说，

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是受了人民涌泉的恩惠，竭

尽心力，也只是滴水之报。”于是，她变演员的被动为主动，提

笔创作写剧本，自己担纲导演。

演员出道，拿笔写戏可不是件容易事儿。王晓棠自幼酷

爱文学，又十分刻苦勤奋，多年来她更是养成了记笔记的好

习惯。如果说这些为王晓棠写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那么写

戏的精髓又在何处呢？采访期间，她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参加

作家慰问团去大庆慰问的一则故事，我们或许可以从中找到

答案。1964年初，文化部决定派“作家慰问团”来大庆慰问，

团长是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光年，秘书长、党支部书

记是时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的李季，团员有来自全国各

地的知名作家赵树理等多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孙

维世也一同前往。王晓棠在开往大庆的火车上，希望能够创

作出一个最贴近大庆石油工人的新作品。便请同车时任石

油工业部副部长的康世恩讲述了石油工人刘安全的故事。

刘安全这位四川籍的石油工人有着“三老四严”的作风与精

神，也就是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

的纪律。刘安全是好人，但做事不懂得讲工作方法，别人做

错了一点事就把人家批得体无完肤，康世恩为此还在大会上

点过他的名，批评他，令他改正。王晓棠通过康世恩的讲述

和李季的把关，在开往大庆的火车上连夜写就了一出单人谐

剧，剧中把刘安全的名字改为了杨安全。到了大庆，王晓棠

在舞台上一人饰演多个角色，一会儿用四川话演杨安全，转

过身就变成了河南籍做错事儿的工人。当时大庆的石油里

蜡的成分特别高，石油工人要用“刮蜡片儿”把蜡刮掉。舞台

上，王晓棠操着一口河南话说到：“杨安全，我那个刮蜡片儿

掉到井里去了”，台下哄然大笑，石油工人们对这个节目相当

满意。巧的是，刘安全本人也看了演出，王晓棠亲切地问刘

安全：“你不生气吧？像吗？”刘安全嘿嘿地乐，憨厚地说：

“像，像，不生气！”王晓棠通过此次慰问认准了一个道理：人

民不仅是验证文艺发展的广袤大地，还是孕育文艺作品的丰

厚土壤。

王晓棠写戏时自觉融入生活。在创作电影《老乡》时，她

倾注了大量心血。王晓棠向记者讲述了影片诞生的来龙去

脉。“当听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洪泽湖上战斗的精彩

故事，我便约了电影《董存瑞》的编剧之一董晓华同去洪泽湖

深入生活。我们从北京到南京，从南京到淮阴，再从淮阴到

洪泽县，最后抵达洪泽湖，每经过一个地方，就会多几名干

部，结果到了洪泽湖，我们的队伍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

大。看到当地群众的生活非常艰苦，来了那么多领导，而我

们这么多人却什么情况也了解不到，我心里想：得赶紧撤！

我们很快就回来了。后来我又派王宸去洪泽湖深入生活，用

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战斗故事，交给我做参考。后来，

我对八一厂的领导说，‘看来现在的洪泽湖老

百姓并不需要一个单纯的当年的战斗故事，我

们应该创作一部胜利了不能忘记老区人民的

影片。’于是，我只身一人，买一张火车票到南

京，再买一张长途汽车票到淮阴，再买一张船

票到洪泽湖，船上的父老乡亲有的卖小鸡小

鸭，有的卖大饼油条，有的是回家探亲，热闹极

了。渔民们没有咱们现在的纸质户口，他们的

户口门牌就钉在渔船船篷上。到了湖

上的老子山，当时条件很简陋，但乡亲

们尽可能地招待我，我过意不去，所以

每次都是了解完情况就赶紧返京

提炼素材。我一共去了洪泽湖六

趟，终于写就并执导了影片《老

乡》：一个老将军微服返回战斗过

的洪泽湖，帮助乡亲们致富并感化

教育了一个从不愿当兵到打出旗

语‘我前进，战士万岁’的小青年杜

双宝，影片衷心赞美了共产党人的

高贵品格。”

深入生活对于文艺工作

者而言，是一个艰苦的环节，

但又是极具吸引力、必不可少

的环节。王晓棠六次下洪泽

湖还是收获颇丰的。王晓棠

用手比画道：“当时生活在洪泽湖的农民去世了都实行土葬，

洪泽湖畔是水田，垄起的土地就这么窄，我想，他们是如何进

行土葬的呢？通过下生活我发现，他们把前后两个自行车拴

上绳子，把棺材担在上面小心前行。我把这段戏写进了《老

乡》的剧本里，就是微服私访的将军余芒看望老区乡亲时发

现烈属王大娘病了，要给王大娘看病，可是乡长说乡里没人，

余芒和乡长把前后两辆自行车拴上绳子，担王大娘去看病的

戏。”落实到镜头上，王晓棠采用俯拍的方式将这一场景生动

还原，富有地域特色的这一视听语言成为流传至今的佳话。

1988年，王晓棠被任命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1992

年晋升为厂长。在她的带领下，八一厂成功拍摄了《大转折》

《大进军》系列巨片，它们连同1991年底完成的《大决战》共

同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前、中、后三段，完成了完整反映解

放战争全过程的史诗性鸿篇巨制。1992年开始，《大转折》

和《大进军》中的《解放大西北》《席卷大西南》《南线大追歼》

三部分更是分梯次同步开拍，那时王晓棠办公室里的灯总

是彻夜亮着。在她担任八一厂生产副厂长时，定了新的规

章制度，以前都是拍完才审查，审查完再补拍。王晓棠上任

后规定，随时拍随时看随时补，夜里3点洗印完胶片3点看

片，凌晨5点洗印完胶片5点看片，看完马上开会讨论，各中

基层审片的领导不能说奉承话，就是提问题，然后摄制组抓

紧补拍。这套制度一直沿用至今，为众多大片的拍摄节省了

时间、物力、人力。她担任厂长期间还提出了出精品就是要

讲究而不将就的口号，用优秀的文艺作品向人民交出了满意

答卷。

无论她是演员、编剧、导演还是厂长，王晓棠始终用行动

践行着回报人民的铮铮誓言。她的才华与品德使之有了种

种定位，但若让她对自己做一个最贴切的表述，她朴素地回

答到：“我是一个兵。”记者忍不住追问：“从哪儿来的？”她微

笑着说：“来自老百姓！”

（许 莹）

我这辈子就做一件事儿我这辈子就做一件事儿：：回报人民回报人民
————访表演艺术家王晓棠访表演艺术家王晓棠

看完陈凯歌执导的电影《妖猫传》，让我心

底五味杂陈。作为“第五代”导演的认同者和追

踪者，我一遍遍问自己：这还是那个在《黄土地》

《孩子王》《边走边唱》和《霸王别姬》当中会讲故

事、善编寓言、追求意蕴的陈凯歌吗？

不知道是材料枯竭而别无选择，还是日本

奇幻小说家梦枕貘的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

宴》的什么情节让陈凯歌怦然心动，陈凯歌与中

国台湾剧作家王蕙玲合作完成对日本原著奇幻

故事的改编，完成了现在观众看到的这个大唐

盛极而衰的电影“鬼”故事：唐朝金吾卫陈云樵

府上出现一只会人言的黑猫，这猫也神不知鬼

不觉地出现在大唐宫内。但是，一个日本僧人空

海觉察到了。空海一改历史上“遣唐使”留学大

唐的形象而成为负有神秘使命，来到笼罩着诡

异、不祥气氛的大唐宫内“驱邪”。结果，还没有

施展手段，唐朝皇帝便暴病而崩。在宫中做六品

小官却执掌天子书房的白乐天，一直在了解天

子的习惯性情，为自己以唐明皇、杨玉环爱情故

事为题材而流传后世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做进

一步修改、完成的准备。因为这样的特殊身份，

他与空海和尚结成探查“妖猫事件”的搭档，一

步步卷入“妖猫”的惊悚复仇事件，幻入大唐天

宝年间的盛极之乐，从而层层剥笋般探查到了

隐藏在惊悚的“妖猫作祟”后面的事件真相。

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作为盛唐的象征的杨

玉环被赐死马嵬坡的时候，就是唐朝盛极而衰

的拐点。这是创作者的共同认识，于是剧情就

是围绕着“杨玉环之死”来结构的，因为她的死，

直接关联着后来的唐玄宗的眼瞎、驾崩，关联着

继位皇帝的诡异暴病而亡，关联着世袭金吾卫、

传至三代的现任大内禁军总管陈云樵府上妖邪

作祟的惊悚，关联着幻术大师黄鹤及其亦子亦

徒的丹龙、白龙的生死怨恨，关联着一个异乡

人——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的遗爱。但电影的关

键不在于“杨玉环之死”，而在于影片精心结构

的“幻术”与“真相”之辨，这是影片宣传的重要

“看点”。这个“看点”看上去真是令人毛骨悚

然，那只日本妖猫作祟、搅动起来的邪恶之气可

谓“秽气冲天”。

跟随着那只掌握了“真相”的“妖猫”的眼

睛，观众看到，在极乐之乐的盛大宴会前，长安

东、西两市的人群向纵向南北的长街汇聚，万头

攒动，人潮如涌，看到的是将娘娘美色展示与市

井臣民、万国衣冠的大唐气度。进到宫里，极乐

盛宴的内廷乐舞就更其精彩了，显示了绚烂至

极的盛唐景象——主要由幻象构成。那也是一

场视觉盛宴，但主要是幻术奇人黄鹤率领两个

徒弟丹龙、白龙幻化而成的。酒池、鲤鱼、莲花、

舞鹤……景是幻景，人是奇人，当然，也有诗人、

异人。诗人是李白，异人是阿倍仲麻吕和安禄

山，奇人是黄鹤师徒。两个异人都在大唐做了

官，分别是日本遣唐使和胡人，历史上他们该称

诗人、夷人和胡人。谪仙人李白后知后觉地发

现自己恍惚爱上了《清平调》中歌颂的美人，日

本遣唐使东夷人阿倍仲麻吕悄悄爱上了杨玉

环，胡人安禄山明目张胆地爱上了贵妃娘娘。

诗人将爱留在那首传世的诗歌中，“云想衣裳花

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醉醺醺地离开了长安

去寻找慰藉他的月亮；夷人听唐玄宗知难而退

却再三不舍，将爱藏在心中、收在眼底、写在日

记里；胡人发动著名的“安史之乱”，动摇了大唐

基业，促成杨玉环马嵬驿香消玉殒；奇人黄鹤师

徒参与或见证了马嵬驿事变，成为“真相”的参

与者或是见证者，只是师父黄鹤是帮凶同谋，徒

儿眼见心中的至爱、眼前的至美被毁灭却无力

援手而只能承受幻灭的心痛，最后成为大唐皇

室的诅咒者与复仇者。盛唐极乐，是影片铺陈

的障眼幻境；杨玉环之死，才是电影表现的重要

场面。妖猫引导下的白乐天和空海法师一步步

探知了马嵬驿杨玉环之死背后的“真相”：是当

时的金吾卫、陈云樵之父以“六军不前”要挟处

死杨玉环；是李隆基、黄鹤、高力士们合谋诱骗

杨玉环接受幻术假死而被入殓石头棺椁，即相

当于活埋的“隐情”；发现了杨玉环在假死幻术

醒来之际曾经的血泪挣扎，发现了幻术异人丹

龙、白龙为保存真相、讨回公道的一切努力，发

现了幻为猫身的白龙就是那只妖猫——作祟凶

灵。杨玉环之死惊天秘密“起底”的时候，妖猫

之眼引导观众看到：妖猫吃掉了那些对杨玉环

之死负有罪责的人的眼睛——包括李隆基也不

能幸免。

“看不清”是幻术成功的前提。为此，影片

做了情节铺垫和细节隐喻。贯穿性的“猫”形与

“人”形的互换，长安妓院中丽香下蛊、陈云樵宅

中杀妻、隐姓埋名卖瓜的丹龙送瓜、变鱼、再变

瓜的情形，都渲染了幻术作用下的真真假假、亦

真亦假、难辨真假、说真即假的“语境”。在这

“语境”下的“语义”是什么呢？

日本妖猫引出的是一个假盛唐：盛唐是一

个传说、一场幻术的盛宴。盛唐盛宴的极乐是

幻术场景的表演，在这场盛大的幻境中，与此相

关的，不但李太白那百世流芳的诗歌是假

的——不是历来文学史上讲的奉命作诗，醉写

美人，他写诗时根本没有见过杨玉环。影片中

让诗仙李白见到杨玉环的时候惊愕之余，对惊

为天人的杨玉环实话实说那首诗并不是写给她

的。杨玉环之死的真相也是受到遮蔽掩盖

的——不是树上白绫吊死或者高力士勒死，而

是被诱骗遭活埋；唐明皇眼瞎老死也不是真相，

而是被妖猫诅咒、挖眼惩罚而死；白乐天（居易）

千古绝唱的李、杨爱情故事的诗歌《长恨歌》也

是根本靠不住的假想，因为“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坚贞忠诚根本不存在，在公

众当“起居官”的白居易深入生活多年并没有获

得帝王家的这种生活方式和情感内容，看到的

更多是后来在妖猫引领下看到的阴谋、龌龊、险

恶。于是，他的《长恨歌》就是一个美丽的爱情

谎言。

这么一来，雍容大度、文明远播、万冠来朝

的盛唐还剩下什么？幻术障眼，谎言聒耳，身在

朝中的史官也看不明、听不清，要等待日本和尚

空海在驱邪或者探案，才能够查明“真相”，尤其

是日本人的私藏日记才有“真相”，才能揭示“惊

天秘密”，这规定情境和“真相”也太巧了吧。

电影是一种文化寓言，讲英雄故事，叙民族

史诗，其实都在构造一种价值立场和表达一种

历史态度。我有一种从心底生出的担忧，就是

我们在视听语言盛宴的乐趣追求与感官刺激当

中，是不是拆毁了寓言故事中的价值意义与道

德传统。虚假的历史记载、虚假的诗人创

作——李白无对象，白居易无生活，他们只是在

虚假的生活中表达美的想象与真的情绪，这是

陈凯歌的电影反思历史、重写盛唐想要传达给

观众的吗？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和日本僧人

空海法师记录、掌握“真相”，也书写“真相”，是

这样吗？陈凯歌在“幻术”与“真相”的思辨中，

犹如影片中的白乐天与空海观看隐姓埋名的丹

龙卖瓜的场面，是不是也被障眼法给蒙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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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一种文化寓言，讲英雄故事，叙民族史诗，其实都在构造一种价

值立场和表达一种历史态度。我有一种从心底生出的担忧，就是我们在视

听语言盛宴的乐趣追求与感官刺激当中，是不是拆毁了寓言故事中的价值

意义与道德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