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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3 日、24 日，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追梦云天》亮相美琪大戏院，作为第
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的参演剧目，角逐文华大奖。

在剧中饰演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的知名演员张先衡，今年已经 83 岁。在台上，他流
下了动情的泪水。在台下，他这样对记者讲述他的表演观与戏剧观。

演戏就是演人，演人就是演心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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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艺
民航英雄的初心

5月 3日晚，话剧《追梦云天》在上海舞
蹈中心举行惠民演出。尽管这部戏自问世以
来已上演了 30余场， 但主创人员一直没有
停止修改与打磨。傍晚 5 点，离开场还有两
个半小时，在剧中饰演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
计师郑天行的张先衡和扮演他学生的张璐
还在化妆间里抠细节。在一场戏中，郑天行
即将去医院做检查，临行前他坐着轮椅到研
究室给学生打气，咳嗽时，学生赶紧给他拍
背。这个动作究竟如何处理得更好，两人琢
磨了一遍又一遍。

今年 83岁的张先衡早就过了退休的年
纪， 但近些年始终没有离开他所钟爱的话剧
舞台。在《家客》中，他与许承先、宋忆宁的精
湛表演广受好评。在《大清相国》中，导演王晓
鹰点名请他出演顺治、康熙两朝的老宫人。

参演《追梦云天》，张先衡并不是为了过
戏瘾。“按理说我到了这个年龄可以不再演
了，但我觉得这部戏很有意义也有挑战，要在
话剧舞台上表现造飞机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为了让 20个演员把 40万人的民航工业大飞
机制造事业有声有色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追
梦云天》的剧本前后一共改了 20余稿，将故
事和人物情感相结合， 以飞机设计工程师唐
瑛的视角展现老中青三代中国民航人的心路
历程，观众既能感受到飞机制造背后的艰辛，

也能感受到剧中人物内心的成长。

张先衡在剧中的戏份并不多，但他所扮
演的老一代科学家郑天行的那份初心打动
了许多观众。“我国的民航客机制造曾经冷落
过一段时间，学造飞机的人只能去造洗衣机、

空调机， 但老一辈科学家始终坚守在自己的
岗位上。”舞台上，每每演到动情处，张先衡都
会流下眼泪。“郑天行这代人对国家有着非常
深刻的情感， 他身上凝聚着我国老一辈科研
工作者的钻研、执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直到
人生暮年，一颗英雄的初心仍未改变，他将自
己的知识和经验倾囊相授， 希望后人能接替
自己去推动国家事业的进步。”

郑天行并没有等到大飞机成功上天的那
一刻， 但他用最喜爱的丁尼生的诗激励着学生
们：“我们仍是我们， 英雄的心。 尽管被时间消
磨，被命运削弱，我们的意志坚强如故，坚持着，

奋斗、探索，寻求，而不屈服。”临终前，他说自己

此生没有太大的遗憾， 因为中国人终于开始制造
自己的民航客机， 他嘱咐学生上天试飞的时候把
他带上，他要见证追梦云天的时刻。

70年的“创作仓库”

张先衡对戏剧表演的初心从未改变。

从艺近 70年，他在戏剧舞台、电视荧屏和大
银幕上塑造了上百个人物。无论是大人物，还是
小角色，在张先衡看来都有存在的价值。

上世纪 50年代， 在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就读的张先衡成绩优秀，还担任学生会主席。被
打成“右派”后，他的命运被改变，尽管不久后就
摘掉了“帽子”，但在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与主角无缘。他常常被分配到一些小角色，或者

是男主角的 B角。有一次，话剧《无事生非》赴
外地演出，男主角突发高烧，无法上场。演出前，

导演通知张先衡，你上。张先衡没有丝毫慌乱，

他早已一字不差地背下了剧本， 并在心里把角
色分析了一遍。“虽然那段时间我只能演一些次
要的小角色， 但我在心里创造了很多角色。”张
先衡说。

多年后，张先衡与焦晃在名剧《背叛》中演
对手戏， 两人扮演一对好友罗伯特与杰瑞。导
演把一场戏安排在离舞台最近的太平门口，焦
晃面对观众， 张先衡则背对着大部分观众，他
所扮演的罗伯特知道自己的妻子与杰瑞关系
暧昧，但没有在言语间彻底点破。演出结束后，

有评论家说：张先衡的背都会演戏。张先衡却
笑着说：我的背怎么可能演戏？只是当我整个
人投入角色中时，我的状态和情绪让观众体验

到了人物在那个情境中的心情。

张先衡有一个存储了几十年的 “创作仓
库”，仓库里藏着他在生活中对身边人的观察，

藏着对文学作品中诸多人物的揣摩。看书的时
候，他常常会看到一半停下来，假定自己是书
中的人物，用演员的视角把人物的心理状态体
验一遍。“有些角色可以在生活中去体验，更多
的角色则要从书本中去感受，别小看点点滴滴
的积累，到了舞台上它就会冒出来。”

张先衡学表演时，受的是纯正的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体系的教育。“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提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了，他们都太忙了，整天忙
于演出，甚至没有时间看书。而戏剧演员不管
学的是什么体系，都要不断充实自己，拿到角
色的时候才可能有正确的理解。如果连理解都
困难，就很难表现到位。”

每个鉴宝者
都想拥有一双“黄金瞳”

近日，一部带有奇幻色彩、聚焦于
古董与文物的网剧《黄金瞳》，出人意料
地在年轻观众中掀起了一股“鉴宝热”。

《黄金瞳》改编自同名鉴宝悬疑小
说。由演员张艺兴饰演的男主角庄睿原
本是个平凡的典当行职员，没想到有天
夜里意外遭遇了典当行抢劫，被一块碎
玉击中划破眼睛。伤愈后的庄睿发现自
己的双眼竟然拥有了特异功能，能够识
别文物背后的构成、历史，甚至还能根
据物体的密度做出完整的透视线条图。

“黄金瞳”由此诞生。拥有了“黄金瞳”

的庄睿在鉴宝、护宝的历程中，遭遇暗
黑势力的打压，却始终不忘初心、坚定
信念。

继近年来以文物为主题的综艺节
目《国家宝藏》热播后，《黄金瞳》的问世
带动了“影视剧+文物”的新模式，它虽
然具有一定的奇幻成分，却以真实的文
物买卖和考古为背景。几乎能够以假乱
真的道具是该剧的一大看点。 据悉，湖
北省博物馆、山东博物馆、天津博物馆、

洛阳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在剧集
筹备期间就为剧组提供了详尽的参考
资料。这五家博物馆还在此剧播放期间
参与微博上发起的“博物馆给了我一双
黄金瞳”活动，向网友介绍自家的镇馆
之宝。剧中还传递了一些基础的古董知
识和文化知识，例如从葫芦中延伸出清
朝宫廷和民间对于蝈蝈的不同画法，从
唐伯虎的画延伸到古代的裱画工艺等。

该剧男主角张艺兴因戏与文玩结
缘，他去博物馆仔细了解剧中涉及的紫
砂壶、青花瓷、翡翠等，由此成了一位传
统文化爱好者。“我们国家有很多珍贵
的文物，每一件都具有相当的历史韵味
和艺术价值，我希望更多的年轻观众可
以通过这部剧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张艺兴说。对于庄睿这个拥有“黄金瞳”

的特殊角色，他也有自己的理解：“在塑
造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是想把他演成
一个最普通的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在整
个拍摄过程中， 跟导演聊得最多的，就
是如何把庄睿一般化，而不是把他更突
出。他虽然可以分辨文物的真假，但一
样难以看透人心的复杂。”

（陈俊珺 综合整理）
戏剧要给人思想的启发、审美的引导

解放周末：听说您几乎每一次演《追梦
云天》都会流泪，这个角色和这部戏最打动
您的是什么？

张先衡： 我们这代人始终有一颗爱国的
心， 这部戏让我体会到老一代航空人是怎么
对待自己、对待自己的事业的。当我在舞台上
念到 “我最担心的就是民机工业的薪火失传，

我们的后代就是想把它捡起来也没的捡了，

幸好现在有了大飞机项目……”“我参与设计
的运 10在南苑机场试飞的那一刻，就是我这
一生感到最荣耀的时刻。”时，我很难不动情。

有年轻人问我：张老师，你为什么每场
戏都这么使劲？我觉得做演员首先心要动起
来，演戏就是演人，演人就是演心。把这三个
关系处理好了， 你演的角色才能活起来，让
观众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这个人物就存在

了。不然心里是空的，很难把角色塑造好。

解放周末： 已故知名导演胡伟民曾用
“春雨渗土”来评价您的表演风格，这种风格
从何而来？

张先衡：有人说我们当年从戏剧学院毕
业的那批演员风格很统一，但其实每个演员
的艺术审美追求都不一样。我的表演风格不
是先声夺人的，我喜欢根据不同人物的性格
特点，在逐步向人物靠拢的过程中，让人物
立起来。以前有一种说法：演话剧的人表演
通常比较夸张，而电影、电视的表演讲究自
然。有些演员演了电视再回到舞台上就闷掉
了。我的风格一直处在这两者之间，我心里

没有感受到的东西，我不会去硬做。所以有
人开我的玩笑，说我是“自然主义大师”。其
实这种表演风格挺吃亏的。

解放周末：在戏剧舞台上这些年，您觉
得观众的审美有哪些变化？

张先衡：1988年， 胡伟民导演奥尼尔的
名作《大神布朗》，我记得每次念到这两句台
词：“人字怎么写？”“人生来是支离破碎的，

靠着修修补补维持下去”时，观众们就会热
烈地鼓掌。2013年，我当导演复排这部戏，演
员念到这两句时，台下没有什么反响。

现在的戏剧观众更多的是把看戏当作
一种娱乐， 我们这个行业也被称为娱乐圈，

但我觉得演戏不是为了出名和挣钱，戏剧是有
它的社会意义与社会使命的，它应该给人以思
想上的启发与审美上的引导。也许有人会说我
太严肃或者守旧，但我还是想说，戏剧人要意
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这次参加《追梦云天》

的演出，我发现台下的年轻观众对于那些体现
爱国情怀的情节还是有不小的反应，这样的戏
就是有价值的。

解放周末：您认为一部戏要成为戏剧舞台
上的精品，要具备哪些必要条件？

张先衡：剧本是一剧之本，精品力作首先
离不开好的编剧和好的导演。现在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在进行新文本孵化项目，我觉得很有意
义。我们不能只追求演出的数量，追求票房，做
戏剧不是生产玩具的工厂， 一定要有精神追
求，去引领、启发观众。

话剧 《追
梦云天》剧照

陈理 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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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瞳》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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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更 名 公 告
上海中化船务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上海君正船

务有限公司，英文名 SC Shipping (Shanghai) Co.,

Ltd.。上海中化集能燃气利用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上

海君正集能燃气有限公司 ， 英文名 Shanghai

Junzheng JN Energy Co., Ltd.。特此公告。

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 享受参照副省部级报

销医疗费用待遇离休干部、 抗日战争后期参

加革命工作、 原上海航空电器有限公司储培

福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年 5月 19日

16时 10分在上海中山医院逝世，享年 92岁。

储培福同志告别仪式定于 2019 年 5 月

25日（星期六）10时 55分在上海龙华殡仪馆

云瑞厅举行。

特此讣告。

储培福同志治丧小组

2019年 5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