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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导演严寄洲逝世
享年101岁

曾执导《野火春风斗古城》《英雄虎胆》等传世经典

白玉兰奖“最佳编剧”秦雯
原来是四川媳妇
成都商报专访秦雯：新剧将写川菜川人故事

严寄洲，1917年8月生于江
苏常熟。1938年赴延安抗日军
政大学学习。1953年担任八一
电影制片厂编剧、导演。曾执导

《战斗里成长》《五更寒》《万水千
山》《英雄虎胆》《海鹰》《哥俩好》

《野火春风斗古城》《二泉映月》
《再生之地》《死亡集中营》等多
部电影。他还参加了《野火春风
斗古城》《一日千里》《带兵的
人》《三个失踪的人》等十部电影
文学剧本的创作和改编工作。他
曾获得第十一届华表奖“终身成
就奖”，他的电影曾获过金鸡奖
和百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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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再接再厉、如履薄冰……”
几天前的上海电视节白玉兰颁奖典礼
上，《我的前半生》成为最大赢家，拿下
了最佳女主、最佳女配，编剧秦雯也凭
借该剧获得最佳编剧大奖。

《我的前半生》是秦雯根据亦舒作
品改编，前后花了3年时间，6易其稿，
甚至写了6个结局，最终创造出单台破
2，双台近4的收视率。事实上，出生于上
海的秦雯还是四川媳妇，老公正是四川
著名导演王光利。昨日，在接受成都商
报记者独家专访时秦雯说，自己非常喜
欢成都，前段时间还专门回成都考察，
打算写一部关于川菜的电视剧。

首次入围“白玉兰”就拿下大奖

《我的前半生》可谓今年“白玉兰
奖”最大赢家，该剧不仅让主演马伊琍、
袁泉、雷佳音入围了最佳男女演员，薛
甄珠的扮演者许娣还入围了最佳女配。
秦雯也和《白鹿原》编剧申捷、《大军是
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编剧常江、《情满四
合院》编剧王之理、《和平饭店》张莱一
同入围最佳编剧。对于自己最终脱颖而
出，秦雯感慨“有些意外”，在她看来入
围的编剧实力都很强。

虽然是第一次入围白玉兰奖，但
秦雯早已经创作过《辣妈正传》《我们
无处安放的青春》等多部热剧，《辣妈
正传》还让孙俪首次获得白玉兰奖最
佳女主角。改编这部作品并不容易，秦
雯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这部作品前后
花了 3 年时间，中间更是 6 次修改，光
结局都准备了6个，最终秦雯给出了自
己最满意的那个结局——男女主人公
在百转千回之后，最终擦肩而过。在秦
雯眼里，这是现实主义的，也是悲观宿
命的，因为这更加符合我们眼见为实

的生活真相——人生哪有那么多幸运
和大团圆。

观众可以通过人物照见自己

《我的前半生》讲的是女性成长的
故事，剧中的罗子君一开始是衣食无
忧的全职太太，后来丈夫出轨失去依
靠，从起初的手足无措到后来成为职
场精英。在秦雯看来，剧中的这些人物
都是建立在人物关系上，戏里没有任
何一个人是负面人物，他们都是一个
个完整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

罗子君和唐晶就像林黛玉和薛宝
钗，是一人两面；雷佳音扮演的陈俊
生，在写这个人物时就预料观众会喜
欢，因为这个人物很复杂，有多面性，
多给一些时间看下去的话，大家肯定
会喜欢；薛甄珠同样如此，这是一个集
合了这个年纪阿姨们典型性格的集
合，一方面市侩但另一方面也是善良
的，“她也是一个带有一点喜剧色彩的
人物，而且最重要的是落地性，就是我
们身边人的写照。”

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秦
雯多次提到“观照”这个词，在她看来，
剧中人物各有各的生动，他们不是纸
片人，是生动丰满的，大多数人可能会
从这些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找
到自己的“观照”。事实上，这些人物因
为其丰富性又引起一些争议，“我不是
一个老师，我没有想要教育观众。每一
个人物都有他人性表现出来的多面
性，作品和人物之所以能够引起讨论，
我觉得是观众对于自己所关注的东西
的观照，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东
西，就像是一个多棱镜吧，你照见什么
就看到什么，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的。”

《我的前半生》主创合影，从左至右为导演沈严、编剧秦雯、演员雷佳音和许娣

第三代导演严寄洲

电影海报

秦雯自嘲：
生活中的自己
唧唧歪歪像罗子君
工作中像贺涵

出生于上海的秦雯是一
名不折不扣的四川媳妇，老
公是四川著名导演王光利。
秦雯笑言，在家里是男主外
女主内，因为自己比较“唧唧
歪歪”，老公是耙耳朵，不过
对外的话，老公更沉重冷静，
更厉害一些，“我在生活中唧
唧歪歪像罗子君，工作中像
贺涵，哈哈！”

“我经常回成都，非常喜
欢这里，因为成都的东西真
的很好吃。”秦雯透露，《我的
前半生》大部分的取景是在
上海，但她已经在和王光利
商量，要以成都为背景写一
部作品，重点写成都的川菜
和成都人自得其乐，热心宽
厚的气质。

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
访时，秦雯透露，从年初开
始，自己正在着手改编亦舒
的另一部小说《流金岁月》，
这部作品曾在 80 年代被改
编成电影，由钟楚红、张曼玉
饰演。珠玉在前，秦雯并没有
感到太多压力，“喜欢的东西
你就去写，不用去想太多的
压力，我觉得自己觉得好看，
然后我的团队、导演、公司都
觉得好，就OK了！”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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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拍摄过《野火春风
斗古城》《英雄虎胆》等经
典影片的著名电影导演
严寄洲昨晨逝世，享年
101岁。作为中国第三代
导演的代表人物，严导的
电影曾多次获过金鸡奖
和百花奖，在中国电影史
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观众中产生重要影响，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几
位与严寄洲导演生前有
过交往的人，以此来追忆
这位老艺术家。

做导演：
打破常规选演员 探索新的表演艺术

去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
贡献导演”表彰给了当时 100 岁的
严寄洲导演，当时导演协议的颁奖
词是：严寄洲导演在超过半个世纪
的电影生涯中，以数十部导演作品
贯穿了中国战争电影的发展历程，
作品中对悬疑惊险样式的超前把
握，对经典人物的准确塑造，积淀为
几代观众的集体记忆，为中国电影
留下了独特财富。

活动现场江平透露，这位《英雄
虎胆》《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导演刚出
院不久，但是身体状况良好，思维很
清晰。做导演多年，严寄洲有一个多
年不变的工作习惯，在电影人中传为
佳话，那就是每拍摄完一部电影，他
都要亲自到三家不同的电影院当观
众，静听不同观众对他执导影片的真
实反映。他说：“拍电影就像商店里卖
东西一样，有好商品，人家就爱买，拍
出好电影，观众就爱看。所以只有亲
自到电影院，才能知道人家爱不爱看
你的电影。”

严寄洲导演去世，圈内不少人表
达对这位老艺术家的追思。川籍演员

王迅表示：“严导的那些经典影片我
们不知看了多少遍，这些作品将永远
激励鼓舞我们。严导，一路走好！”据
严导的家人透露，严寄洲导演的遗体
告别仪式将于6月25日上午11点在
北京举行。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1958 年，作家李英儒完成长篇
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创作，出版
前，在《北京晚报》连载。时任八一厂
导演严寄洲回忆：“虽然家里订着《北
京晚报》，我进城办事仍要买一张，边
走边看”。后来，该小说被严寄洲改编
成电影。在电影中，导演大胆地将原
小说中若隐若现的“爱情线”在影片
结尾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落日余晖
中，杨晓冬和银环话别的场面令人动
容。严寄洲在谈及影片的结尾时说：

“人家说，战争片怎么有这样的结尾，

我说革命的爱情是如此浪漫。”
严寄洲导演另外一部不得不提

的电影是《英雄虎胆》，该片是当时少
有的、带有惊险情节的故事片。严寄
洲从剧本需要出发，一反常规挑选演
员。他从北影请来演过基层指挥员、
民兵干部的于洋，出演打入敌穴的侦
察科长。又挑选常演纯情少女的王晓
棠去演影片中的女特务。还选了张勇
手，方辉等都扮演与过去演出大相径
庭的角色。演员们也都兴致勃勃地和
导演一起，作表演艺术上的新探索。

当观众：
亲自去影院才能知道“人家爱不爱看你的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