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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09

年代喜剧《戏台》成都开演

主创陈佩斯：
生命中必须要等待的一出戏

2019年11月6日
星期三

《戏台》讲的是一个戏园子后
台发生的故事。军阀混战时期，一
个大戏班子五庆班要进京演出3
天，五庆班台柱子金啸天坐镇。因
为是名角儿，票早卖光了，大家都
要一睹金啸天的风采。刚刚进驻京
城的军阀洪大帅也听说了此事，下
令包场看演出。这可愁坏了侯班主
和戏院吴经理，大帅得罪不起，买
了票的这么多观众更是得罪不起。
更要命的是，金啸天每天抽大麻，
已经抽得上不了台了。这时后台混
进了一个送包子的伙计，指手画脚
头头是道的。这戏该如何开演？故
事从这里开始。

2014年，陈佩斯推出了自导自
演的话剧《戏台》，找来北京人艺
老戏骨杨立新，加上编剧毓钺，组
成了这部剧的“铁三角”。直到今
年，已经是《戏台》的第5年了。5年，
对于一部舞台上的经典话剧来说，
并不算长。陈佩斯说每一场演出都
在不断调整，“开场上我们做了一
些调整，然后一些表演的细节也进
行了重新处理。”其实，每一次演出
都有调整的部分，因此对于一个处
在不断变化中的作品，没有“之前
的版本”这样的说法。“这个戏最有
意思的就是这一点，它一直在变
化。”陈佩斯对于这种不断的变化
显得非常兴奋，在他看来一部好
戏只有不断雕琢才能不断进步，
并且这条道路是没有终点的。现
在再去看，和第一场看就完全不

一样。谈到此次《戏台》新一轮的
上演，陈佩斯说新调整的细节太
多了，“所以有的观众来看9遍，我
们也不担心，因为知道他每一遍
都能看到新鲜的东西。”

所有，演员面对这部剧时，也
不会担心没有新鲜感。“演出是动
态的，每座巡演城市的不同，剧场
的不同，观众的不同，都有新的收
获。”杨立新坦言道，常演常新，才
是他们的常态。“我是喜欢新鲜
的，因为我好动，好变化。今天这
么改一点，明天这么改一点。”陈
佩斯从来不担心会演烦，因为他
每一场要做到的，就是给观众快
乐。“我不是要教化谁，我就是要
把快乐输出给观众。我是服务观
众，不是高台教化。”

据说，包子铺伙计大嗓的角
色，本来是陈佩斯留给自己的，机
缘巧合，这个角色最终“落”在杨立
新身上。“这是命中注定”，杨立新
笑言，“这次的角色有一定难度，需
要一定京剧基础，同时还需要懂点
评剧。老北京有句话叫‘学的曲，唱
不得；教的拳，练不得’，当我看到
这剧本的时候，就想着我来吧，天
作之合。”

谈成都：
成都观众提的问题都很有质量

对于成都，范伟并不陌生，他曾多
次带新片来成都路演，范伟毫不掩饰
对成都的喜爱，“我喜欢成都，喜欢它
的历史，喜欢它的现代，成都是一个特
别有底蕴有文化的城市，尤其是成都
的观众懂电影，我们全国各地跑路演
什么的，成都观众提的问题都很有质
量。”范伟透露，在四川美食方面，他特
别钟爱自贡菜，“我在北京都找川菜
吃，麻辣兔丁特别好吃。”

电影《长安道》改编自一起震惊全
国的真实重大案件，讲述了身为刑警
的赵红雨（焦俊艳饰），为了调查亲生
父亲万正纲（范伟饰）的现任妻子林白
玉（陈数饰），在搭档邵宽城（宋洋饰）
的掩护之下，到其身边卧底的故事。

在之前发布的剧照中，范伟饰演
的历史学教授万正纲穿着儒雅、笑容
可掬，背后的古物和书架很好地点缀
着他的学术身份，一句“我是做学问
的，钱对我来说不重要”，十分搞笑。

谈新片：
万正纲这个人物特别多面

问及这次为新片做了哪些准备，
范伟表示，“其实历史知识这些没有

做太多准备，因为剧本提供的很充分
了，这个案子大家也都知道，是当时
很轰动很大的一个案子，也都大概了
解，其实还是这个人物，复杂的这个
程度对自己有挑战。”

范伟透露，这次自己扮演的万正
纲具有多面性，“ 这个人物特别多
面，作为演员演，哪怕特别坏的人物，
你也得找逻辑，保护他，有了这个再
去找他的无耻。我想万正纲的逻辑，
一开始他和林白玉是相爱的，以文会
友，然后产生了爱情，后来可能慢慢
两个人的关系变味了，互相利用。”

对于网友评价自己这次扮演“渣
男”的说法，范伟笑言：“这种评价有点
简单，是没那么简单的渣男。现在我听
说年龄不一样的观众，对这个人物的
评价不一样，年轻人就说特别不可理
喻，中年人有过生活经历的人就会有
一些感慨，感慨人性当中的复杂。”

范伟透露，他没有看过原著《长
安盗》，因为这是自己的创作习惯，

“不一定对，但这是我的创作习惯，看
完了原著后对我塑造人物有干扰，因
为我是演这个电影的演员，我要面对
这个剧本，我印象最深的是《不成问
题的问题》，包括《第一炉香》，我没敢
看张爱玲的小说，我就看电影剧本，
因为我演的是剧本当中的人物。”

谈春晚：
非常感谢这段经历

近几年，范伟主演的电影佳作不
少。问及自己挑选角色的标准，范伟回
答：“丰富点，完整点就行了，演员是需
要作品来帮助的，有的时候说演员演
这个人物很扁平，没准这个人物写得
扁平，并不是他的演技的问题，所以选
一个好的人物，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演
这个角色，显得你能耐挺大的。”

范伟透露，其实好的故事，很难
遇到，“尤其是我这个年龄，好的角色
挺难，我发现最近还好，就是因为观
众欣赏水平提高了，耐人寻味的剧本
敢拍了，比如我爱吃自贡菜，是因为
爱吃自贡菜的人多了。”

今年“演技类”综艺扎堆，问及今后
是否会参加此类节目，范伟回答：“我也
感兴趣，我也特别爱看，但是我本身性
格放不开，干点自己能干的事儿。”

采访中，范伟也没有避讳春晚的
话题，他直言：“演小品一时半会儿来
不了，压力太大，距离我上春晚有十
多年了，2005年最后一次上春晚，距
离现在有14年了，对这舞台太生疏
了。这是我自己的一段经历，挺好，非
常感谢这段经历。” 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摄影记者 陶轲

最近，有游客发现，峨眉山金顶
金刚嘴摄身崖处建起了一道厚厚的
玻璃墙。部分游客认为，“有点别扭、
不自然”。对此，峨眉山景区相关负
责人回应，此举主要是在不影响景
观的前提下，保障游客安全，尽可能
防止和减少轻生事件的发生。

峨眉山金顶摄身崖，又称舍身
崖，因常现佛光而得名。佛光因摄人
身之影像于其中，遂称“摄身光”。摄
身崖系峨眉山金顶片区最著名的景
点之一。不过，近些年来，峨眉山金
顶摄身崖位置因发生游客跳崖轻生
事件，引发网友关注。

在修建玻璃墙此前，摄身崖处
仅有低矮的护栏防护，游客轻易就
可翻越。

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此次修
建的玻璃墙位于金刚嘴摄身崖景点
的上下两部分，围绕摄身崖的玻璃
墙高约1.8米，长约20多米。此外，景

区还在往复式索道进站道路旁的崖
边，也修建了100余米长的水泥护
栏，相比以前低矮的铁丝网防护，安
全性大大提高。

据工作人员介绍，在摄身崖沿
线，景区还在金顶、瑞吉山石、银殿
（金刚嘴）、黄金界、气象站等位置安
排了保安值守，从每天早上七点半
至晚上六七点，一方面维持秩序、解
答游客疑问，另一方面就是及时发
现和制止游客的危险行为。

面对新修建的玻璃墙，有部分
游客认为“有点别扭，不太和谐”。不
过，大多数游客表示能够理解，和风
景相比，生命才是第一位的。对此，
峨眉山景区相关负责人回应，此举
主要是在不影响景观的前提下，保
障游客安全，尽可能防止和减少轻
生事件的发生，希望广大游客理解。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
爱刚

为挽回一段爱情，张女士花
4800元求助情感咨询机构，收到“不
算难”、“一个月时间足够了”、“好好
配合…问题不大”等口头承诺后，她
跨越千里，从贵州到杭州与前男友
见面。然而不久后，前男友却与现女
友完成了订婚。

张女士很失望，提出终止服务
并退款。该情感咨询以其“自己打算
放弃”为由，拒绝退款。“不是我想放
弃，我也不想放弃他。”张女士表示，
她对咨询老师的服务不满意，导致她
没有机会复合了。

合同签订前收到承诺
“一个月时间足够了”

相恋一年多后，杭漂张女士与前
男友走到了尽头。离开杭州回到家乡
贵州，因为和平分手，她与前男友依
然保持着联系，放不下这份爱情。

以往每次和前男友发生不和，张
女士喜欢到百度贴吧，逛一个叫“情
感挽回”的话题。这期间，她陆续收
到一些关于情感挽回咨询的广告，
就这样，她加上了“成都小红伞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

9月10日左右，张女士得知前男
友有了新女友，想起躺在微信通讯录
里的“小红伞”，张女士决定向他们求
助。9月18日，张女士和小红伞签订服
务合同，协定分两期支付4800元咨询
服务。“其实前男友还在摇摆，我想争
取一下，小红伞通过微信或者电话跟
我指导。”张女士称，签订合同第二
天，小红伞方面让她看书学习提升自
己，第三天开始指导。

合同签订前的沟通中，小红伞方
面告诉张女士：“你的这个案子不算
难，一个月的时间足够了。”

错过关键时期
断联后前男友订婚

关键时期发生在9月23日，星期
一。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张女士从
贵州赶往杭州赴约，与前男友见了一
面。“吃饭的时候他突然说要和我讲
那个姑娘……现在我们这种距离，不
知道怎么打破僵局了。”

情况并不理想，张女士找到小
红伞求助。小红伞客服微信回复她：

“这边马上联系老师，或者你也可以
直接拨打老师电话。”此时洛某回复
她：“他要说你听着就行，这次见面
我说过你是改变印象”、“挽回是不
太可能的”。

张女士告诉记者，周一是其咨
询老师洛某的休息时间。随后客服
继续回复：“明天老师具体跟你讲接
下来怎么做。”

关键时期过去后，张女士称，洛
某要她和前男友断联，但情况恶化，

“他们国庆期间订婚了。”为此，张女
士以错过关键时期、挽回失败、断联
导致前男友确定关系等为由，要求
小红伞方面退还2400元，“我不会继
续（咨询）了，请退我一半费用”。

在张女士要求退款后，聊天截图
显示，洛某告诉张女士：“如果你自己
打算放弃的话，公司是不会退款的。”

机构回应：
她继续骚扰，我方将走法律程序

11月5日下午，记者联系到成都
小红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相关工
作人员反复向记者强调，其公司没
有违约、合法正规，目前已经收到张
女士在多个部门的投诉，其中含有

“不良事实”，已不堪其扰。而张女士
是单方面终止合同，公司因此不会
向她退款，具体服务权利义务也落
实到了双方的合同中。“如果她继续
骚扰，我方将走法律程序。”小红伞
方面表示。

洛某告诉记者，9月23日她正在
休假，正带着孩子在迪士尼游玩。但
如果张女士打电话咨询，她肯定会
帮助她。

张女士告诉记者，因为前男友
经济紧张，她曾询问老师要不要给
他转钱帮一下，老师建议她不要转，
但因为心疼前男友她还是转了，“客
服就拿这个来说我，私下操作”。记
者注意到，双方的合同中的确存在
如张女士不配合，小红伞方面不予
退还咨询费的条款。

洛某有要求过张女士与前男友
断联吗？在接受采访时，洛某说因为其
公司和张女士之间有保密协议，所以
不能把具体咨询情况告知记者。

记者还注意到，双方合同中还
表明小红伞“只负责提供解决方案
等咨询服务，并不承诺咨询最终所
能达到的效果”，然而在双方的聊天
记录中，小红伞方面曾做出“好好配
合…问题不大”等口头承诺。对此，
小红伞方面说口头承诺是在前期做
出的，而后期情况出现了变化。

据天眼查，成都小红伞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曾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
拓 胡挺 实习生 李欢

花4800元求助情感咨询机构
但挽回爱情依然失败

关键时期情感咨询师休假了？

77岁的张婆婆家住成都市彭州市南
佛村，两年前，张婆婆不慎从凳子上摔
倒，致使左股骨颈头下型骨折。考虑到当
时家里的经济情况，家属决定保守治疗，
张婆婆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轮椅生
活”。日前，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张婆
婆实施了手术治疗。术后不到一周，张婆
婆就拄着拐杖站起来了！

“当时去家附近的医院就诊，医生说
需要到大医院手术，考虑到当时家里的

经济情况，我们就选择了保守治疗。”但
保守治疗并不像张婆婆预想的那样轻
松，除了告别生活自由，她还常在家人熟
睡时，一个人躺在床上，静静的忍受着骨
折后股骨头坏死带来的痛苦。

一个多月前，最终还是痛得忍受不
了，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家人的陪伴
下来到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骨科就医。当
张婆婆及家属听到医院骨科主任郑涛说
这个病可以做手术，而且可以摆脱轮椅站

起来的时候，婆婆及家属是既兴奋又忐
忑。“都骨折两年了，我本来以为只能减轻
我的痛苦，从没想过还能站起来！”

两年的轮椅生活，缺乏锻炼让张婆
婆出现了严重的骨质疏松，左髋关节也
已出现功能障碍，平时几乎都是坐着睡
觉，加上婆婆77岁的高龄，进行手术的风
险极高。但面对张婆婆及家属期盼的目
光，郑涛带领骨科团队联合麻醉科多次
进行术前讨论，深入分析各种并发症及

对应措施后，制定出手术方案。
9月初，郑涛主刀为张婆婆实施了手术

治疗，不出所料，手术中发现股骨重度疏
松，最薄的骨质宛如鸡蛋壳！高难度让所有
参与手术的医生都无比谨慎，每一步操作
都异常小心，生怕造成股骨骨折导致手术
失败。经过2个多小时的奋战，手术顺利完
成，此时医生们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术
后不到一周，张婆婆就能拄着拐杖站起来
了，这一瞬间，张婆婆高兴得像个孩子！

老年人最怕的就是跌倒骨折，而被称
之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的“髋部骨折”让
无数老年人备受煎熬。郑涛告诫道：“股骨
骨折一定不能拖延，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
治疗，‘轮椅’不是唯一选择！” 文/李培洋图片由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提供

迟到了两年的手术
彭州二院帮77岁高龄患者告别“轮椅生活”

从1973年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算起，陈佩斯在舞台上已经有46个年头，演出时他还会紧
张吗？“紧张，以前是从头湿到脚，头冒汗，脚心冒汗，袜子都是湿的，演出时还要给我准备2瓶
盐水……”陈佩斯的回答让人有些意外，身旁的杨立新还不忘挤兑他，“你就是过去被春晚吓
到的！”只不过，随着这些年出演《戏台》这出戏，让陈佩斯的表演越来越松弛。“自己的表演也
是一年比一年有提升，你说我都60多岁了还有成长，特别享受，特别美妙。”陈佩斯说。

11月5-6日，由著名编剧毓钺创作，陈佩斯担当导演并携手杨立新等共同主演的年代喜
剧《戏台》，将在四川大剧院上演。演出前，3人接受了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的采访，分享了演
出背后的故事。对于时代气息浓重、国粹精神饱满的结构喜剧，陈佩斯直言这是他生命中必
须要等待的一出戏。“它的确很迷人，每天面对它，都很兴奋，那种跃跃欲试的挑战感，让我
上台就很高兴。”

峨眉山舍身崖玻璃墙
看风景护安全两不误

范伟谈《长安道》：
这次演一个没那么简单的渣男

陈佩斯给大家留下过太多印象深
刻的角色，在常人眼中早已是身经百战
的大神级演员，谁曾想到“紧张”竟然与
他形影不离。“从最初开始，到现在，经
历了很多的变化，这当中我的表演也变
得更成熟。过去杨立新老说我，‘你就是
过去被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吓到
的’。演出前高度紧张，就像杨立新说的
那样，奥运会百米赛跑，四年为一枪。劝
我要松弛下来，不要太紧张了。”

以前，陈佩斯说自己不敢松下来，
上场前不把自己调节到一个相当兴奋
的状态，他就不敢上台。“以前是从头湿
到脚，头冒汗，脚心冒汗，袜子都是湿
的。最近，演出结束后我把衬衣脱下来，
公司同事说‘陈老师，衬衣没那么沉
了’。我出汗出的少了，以前演出时旁边
给我备着两瓶盐水，慢慢变成一瓶，到
今年下半年开始第二轮巡演，到半瓶
了。”陈佩斯承认，过去表演小品时高度
紧张的状态，成习惯后非常吃力。“以前
演小品，10分钟，一开始就要不停丢包
袱，我们演出过程是很激烈的。演多了
后，非常吃力，演的也累，对人伤害挺大
的。”在陈佩斯看来，面对像《戏台》这样

的好剧本，他慢慢在找松弛的表演状
态。随着戏的走向，一点点进入。“自己
的表演也是一年比一年有提升，你说我
都60多岁了还有成长，特别享受，特别
美妙。”陈佩斯瞄了一眼身旁的杨立新，

“我就是比他强，我越演越美妙。”杨立
新也不忘挤兑他，“水平低，增长就快！”
两人一唱一和，仿佛就在对戏。

那现在重新回过头演小品，还会
紧张吗？面对记者的提问，陈佩斯直
言：“没有时间去演小品，现在戏剧占
据了我所有的时间。”此时，杨立新补
充了一句，“应该不紧张了。”陈佩斯
才笑着说了一声，“谁知道呢！”

65岁的陈佩斯对舞台永远保持着
新鲜感、饥饿感，年龄并不能阻碍他继
续给观众带来欢乐。“别的我也不会，
也没学过。我的艺术道路，从一开始的
电影，到后来的短剧，都是喜剧。这是
我的长项，比别人认识多一点，实践多
一些。在这里头，是我最佳的生存空
间，我不敢离开。”陈佩斯笑着告诉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往后在台上的
挣扎的日子也不多了，“现在改也来不
及了吧，就这么着吧。”

常演常新/
巡演五年的《戏台》
最有意思就是一直在变化

表演状态/ 以前演出前从头湿到脚
现在陈佩斯学会松弛下来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任宏伟 摄
影记者 王效

由海岩小说《长安盗》改编，李
骏执导，范伟、宋洋、焦俊艳、陈数联
袂主演的电影《长安道》将于11月15
日全国上映。11月5日，范伟来到成
都为电影提前做宣传，接受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面对面专访时，范伟透
露影片拍摄的幕后故事，他直言，这
次自己演一个没那么简单的渣男。

陈佩斯、杨立新、毓钺（左至右）

陈佩斯

主演范伟接受专访

金顶玻璃墙 图据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