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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大剧《老酒馆》热播

专访陈宝国：
等来陈怀海这个角色
是我的运气
由刘江执导，陈宝国、秦海璐主演
的年代大戏《老酒馆》围绕大连好汉街
上山东老酒馆的掌柜陈怀海和他开办
的老酒馆，在这里他结交抗日志士，传
播抗日思想，
与殖民者斗争的故事。该
剧在北京卫视刚一开播，凭借有质感
的画面、紧凑的故事以及演员堪称教
科书式的表演，实时收视破一。开播第
3 天，
收视获得黄金档第一的位置。
陈怀海由著名演员陈宝国饰演，
陈宝国感慨，等来这个角色是自己的
运气，
“我在生命中所悟到的，都对理
解这个人物有帮助，而且在演的过程
当中也借着角色表达了一些我对生
活的感悟。
”陈宝国表示，往前倒三年，
往后推三年，
自己最喜欢陈怀海。
陈宝国饰演的陈怀海

仗义

角色风趣幽默
有中国男人的精神气

酒馆掌柜陈怀海（陈宝国饰）始终
坚持“仁义礼智信”的中华传统美德，
待人和善有礼，生意场上诚信厚道，民
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他是好汉街的
主心骨，也是全剧的灵魂人物。对于这
一角色，陈宝国认为，陈怀海的特点，
一是接地气，二是风趣幽默，与谁都能
相处，关键时刻他又能豁得出命来，中
国男人的这股子精神气在他身上尤为
明显。
相较于陈宝国之前气场强大的各
类人物形象，
《老酒馆》中的陈怀海则
更像一个慈祥的长辈，是全剧的灵魂
人物，他身上一以贯之的“义”让陈宝
国尤为钦佩：
“ 为男人为父为兄弟，他
都是一个英雄，是仗义二字行天下，能
够演这样的一个人物，我真的感到很
骄傲。
”
陈宝国认为，陈怀海对他来说是
“正逢其时”，
“我到这个年纪来了这么
一个角色，是我的运气。我在生命中所
悟到的，都对理解这个人物有帮助，而
且在演的过程当中也借着角色表达了
一些我对生活的感悟。”在他看来，演
过的人物也不少，但是最缺的应该是
这么一个人，
“ 往前倒三年，往后推三
年，我都最喜欢陈怀海。
”

崇敬

情感

600 多场戏的台词
对戏时完全脱稿

前半生攒着的眼泪
都留到了这部戏

从艺 40 余年，拍了百余部影视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注
虽然已经是圈内资深演员，但陈宝国
意到，
在《老酒馆》中，
陈宝国饰演
每次接到新的角色还是会花上很长的
的陈怀海有不少哭戏，数量超过
时间和精力去准备。成都商报-红星新
了陈宝国过去的所有戏。
对此，
陈
闻记者了解到，
《老酒馆》是编剧高满
宝国解释，这也是剧本打动自己
堂以记忆中父亲的小店为原型创作， 的原因。浓烈的情感要求在拍摄
怀着崇敬的心书写父辈的故事。陈宝
时情绪必须满溢出来，前一刻还
国在塑造角色时也肃然起敬：
“我是当
是喜笑颜开，下一秒很可能就得
成我的父亲来演的，跟其他角色会不
热泪纵横。
太一样，内心会多一层崇敬感。”
剧中，
陈怀海历经坎坷，
早年
据悉，为了拍好该剧，陈宝国开机
在关东山中抬参，山场子水场子
前的案头工作就准备了四五个月，在
里都滚过，
好容易保住了命，
仇家
心里把角色完整预演了几十遍，每一
毁掉了他的家庭，一双儿女走散
个动作，每一个状态都做了精细的设
了，
妻子也跟人跑了，
最后跟着一
计。拍戏时，600 多场戏大量的台词，在
帮出生入死的兄弟闯关东到大连
对戏时已经是完全脱稿。导演刘江在
开了酒馆。
接受采访时感叹，陈宝国是剧组最用
诠释这样经历过大起大落、
功的，每天晚上都会做功课，头一次见
大悲大喜的人物，陈宝国也感慨
男主角在现场是不用带剧本的，这个 “不太容易”，几乎是一场哭戏接
太厉害了。对于外界的颁奖，陈宝国坦
着一场，把前半生攒着的眼泪都
言，自己演戏就要一个真字，演戏没有
留到了这部戏，
“拍了四十年戏就
什么技术，就是演人的内心。
哭这一把吧！
哭戏是人物需要的，
“名利都是过眼云烟，作为演员只
也可能是这几年对生命的感悟到
有一个真理，就是用角色说话。”在谈
这时候了，
既是剧本角色要求的，
到表演时，陈宝国格外严肃，
“ 演戏是
也是借着人物在宣泄情感。”
我最重要的事情，只要有戏演，只要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活干，对我来说就是挺完美的事儿。”
邱峻峰 图片由北京卫视提供

《老酒馆》16 集，谷三妹上线
“史上最晚出场女主”秦海璐有话要说

《老酒馆剧照》
谷三妹可能算是电视剧当中最
晚出场的女主角。
在 46 集的《老酒馆》中，
秦海璐扮
演的谷三妹在第16集才出场，
终于给这
部男人戏增加了一丝温婉的气质。
谷三
妹抱着月琴乘坐马车来到好汉街，
和警
察局局长斗智，
和众人斗酒……都显示
出这是一位豪爽又温婉的角色。
9 月 5 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联系到秦海璐，对于直到 16 集才
出场，秦海璐笑言自己“也是有意见
的”。不过她表示，看到后面大家就会
知道，其实谷三妹的身份很特殊，她
是观察了老酒馆很长时间，才最终选

择出现在老酒馆周围。
为女主角，
为什么 16 集才出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当初接到
秦海璐：关于 16 集才出场这件
这个剧本有什么感受？
事情，我也是有意见的，我也很希望
秦海璐：因为这部剧写的是大
早点出场。看到后面大家就会知道
连，作为大连演员，我觉得非常骄傲， 了，其实她是观察了老酒馆很长很长
也非常幸运。看到剧本的时候确实挺
时间，
才选择出现在周围。
兴奋，
写得非常精致，
看起来好像是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之前《白鹿
元的、章节的，又通过一个酒馆，把整
原》和现在的《老酒馆》都是男人戏，
篇架构结合得非常好，
像画卷似的。
有
但你在剧中的表演很出彩，有什么创
地域特性，
又有人物张力，
每个人物都
作诀窍？
有自己的光彩，
确实堪称精品。
秦海璐：
《白鹿原》的创作其实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第一次和 《老酒馆》有一些不同，因为《白鹿原》
陈宝国老师合作，有什么感受呢？
讲的是家族，是对内的；
《老酒馆》是
秦海璐：大家看到我和宝国老师
在抗战时期，好汉街上这一拨儿人，
荡秋千那场戏，那是我们拍的第一场
他们如何对外。两部剧在表达上可能
戏。因为宝国老师算是我们的前辈， 就有不同，表演上也会，比如语言、台
我也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合作机
词以及表达的内容，还有情绪都会有
会，很希望在他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一些控制。关于在一众男人里面，如
也很希望获得宝国老师的认可，所以
何把自己的女性形象演好，我觉得需
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紧张。但是
要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天时就是全是
拍完一个镜头之后，宝国老师笑了
男的，就我一个女的，多容易出圈儿
笑，拍了拍我肩膀，我就觉得他特别
啊；然后还有一帮男的都宠着你，这
能够安慰惶恐不安的我，那一刻我觉
不就是人和吗？这挺好。
得他是一个特别贴心的前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谷三妹作
图据受访者

920 全国爱牙日，送免费种植牙 92 颗

“总想等退休了，就可以各地旅
行品尝各地美食，没想到人退休了牙
也退休，陆续到现在已经脱了半口
牙 ，吃 很 多 食 物 都 使 不 上 劲 ，很 恼
火。
”62 岁的李老师无奈地说。

30分钟安全快速的种上一口好牙
偶然的老友聚会，李老师得知朋

友前段时间通过“即刻用”半口种植
牙手术，效果不错，牙齿咬合力各方
面和真牙一样，而且 30 分钟就种好
了一口牙。于是到智能牙科进行咨
询，经检查牙槽骨情况良好，当天种
牙，当天晚上李老师就能吃上饭，时
隔多年终于能享受美食。
据悉，智能口腔“AI+即刻用 3.0”
种植牙技术，根据中老年人半口全口
种植牙需求而诞生的，相比传统种植
牙，
“即刻用”具有无需翻瓣、不拆线、
无切口的优势，在 3D 导板导航作用
下，
仅需在牙龈上切出 1 个 3 毫米的微
小孔即可将植体植入，而且种植位置

精准，
速度快，
极大限度地控制了伤口
好出血量，从而降低患者的疼痛感。
3～5 分钟就在合适的位置种上一棵
种植体，
1 口好牙 30 分钟就能种好。

金秋种牙，优免好礼
为庆祝 9 月 20 日全国爱牙日，让
缺牙中老年市民安全快速的种上一
口 好 牙 ，本 报 读 者 拨 打 电 话
028-69982575 即可享受指定免费种
植体，仅限 92 颗，多颗牙缺失市民可
申请“种 1 颗送 1 颗”，更有机会获得
三亚暖冬双人游。50 岁以上缺牙市民
可免挂号费、免拍片费、口腔检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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