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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将军”汤晓丹
汤沐黎

2020?， 是先父汤晓丹导演 110 周?诞
辰。

8?了，国内外有些老影迷记得他，问如何
纪念。 我建议说先父一贯行事低调，只要翻翻
老光盘、看看老片子，就是对他最好的怀念了。

言毕附七绝一首，代为片名索引：“沙漠渡江南
北征，盛衰无阻拓新程。阳春又过百十寿，红日
高悬不夜城。 ”

至于我自己，则打开电脑，沉浸在码字的
情思中……

当谢父亲面子大焉

我们两兄弟，小时候就习惯了父亲缺席不
在家的生活。他长年累月拍电影，远近奔波，多
在艰苦内地，行内叫“出外景”。 回沪后也不轻
松，要加班加点完成后续制作。 能干的母亲十
分关注孩子的成长， 可她做完剪辑工作下班
后，还要向苏联专家学习俄文，不得不送我们
去托儿所全托。 以后，我们相继过渡到校园天
地里去了。

每天放学铃响， 我待在世界小学出墙报、

练乒乓，周末上午“生活小组”集体做作业，下
午少年宫学画。 而沐海弟则在东湖路小学、游
泳池和练琴房之间三头跑。家中熄火，饿了嘛，

就各自去兴业里居民食堂凭票吃包饭。 这种生
活方式早早唤醒了我们的独立自强精神，也造
成对父亲早年印象的零散稀疏。

至今印刻在我心里的图景有这么几幅：

1956年秋冬，父亲拍完《沙漠里的战斗》从
新疆归来，全家去虹桥机场迎接。 眼前的人风
尘仆仆、衣裤皱巴巴不说，皮肤黧黑，嘴唇干
裂，还平添了一撮胡子……这是我爹吗？ 他离
家时可不是这样子的啊！

窗外襄阳公园春光明媚， 父亲倚窗而立，

摊开油画架调色，写生穿红衫的母亲。 好立体
呀，幼小的我心中赞叹，顿时就迷上了这门艺
术。

盛夏大暑，在人挤人“插蜡烛”的常熟游泳
池里，父亲耐心地教弱小的我练蛙泳。 泳姿欠
标准，不免被后来居上至徐汇区游泳队的沐海
打趣，然而挺管用，多年后我在海外靠此技下
太平洋、大西洋，游刃有余。

大约每月一趟，父亲率全家光临市文化俱
乐部法式餐厅，鸡鸭鱼肉伺候。 少年的我只觉
得居民食堂跟不上身体发育的需求， 故每趟
到此用餐都填得要松裤带， 全然不注意左邻
右桌的明星们……

此外， 还有件和电影沾边的事值得一提。

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上影托儿所时代，各
剧组都到本系统托儿所挑选临时小演员，图的
是手续简便，家长肯放人。这次来了位导演，听
阿姨报上父名，便一把拉我出群，横看竖看，带
去大木桥路摄影棚。 棚中央搭着庞大的麦秸
垛，垛前泥坪上摆着石墩，石墩上坐着一位头
缠白巾的“老农”。 我被领到他跟前，听导演一
字一腔教我说：“伯伯，讲个故事吧！ ”几次排
练，看我还够机灵，导演便叫试机。霎时顶灯通
明，长镜逼前，一排高大人影围拢观瞻，我再也
发不出声。 如此数回，毫无起色。 导演不甘心：

“留他几天，习惯习惯。 ”接下来两天，我在棚中
道具堆里爬上爬下，倒海翻江，终于把那堆庞
大麦秸垛给轰然蹬塌了。 导演见状，速速再试
一次，见我仍是哑炮一尊，就送我抱着新玩具
走了。 这段经历幼绝星途，却超前赐我自知之
明。而那个小捣蛋，无人责怪还礼送有加，当谢
父亲面子大焉。

就读位育中学后， 凡遇父亲新片上映，我
和沐海总是直奔“国泰”或“东湖”影院。先睹为

快之际，也想早点告诉他前后左右观众的评
语。 父亲重视观众和影迷的反应，力图日后
改进。 父亲也这般待我们。 20世纪 70年代，

我有画展览，父亲不顾被揪挨批之风险，大口
罩蒙面去参观，并负责地向我转达其“本意”

和“民意”。 沐海自改革开放初即经常回国开
音乐会，父亲常至现场，若不能到现场就看电
视转播。 不仅欣赏，他还研究所演的曲目，尤
其是洋歌剧，要搞清故事情节、作曲家生平、

歌星特色，等等。这是为有资格与指挥家小儿
子“平”论一番作准备。 某次闻知沐海指挥经
典歌剧要翻新版本，他甚至勾画了一批布景
草图示儿，陈述独到“艺见”。

代表父亲接受“终身成就奖”

时空之轮飞转， 落到 2011 年 12 月 19

日那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大礼堂台上。 我代

表父亲接受中国艺术研究院颁发给他的首
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作如下发言：“我
父亲汤晓丹 101岁了。 代表他来领奖，对我
和汤氏家族都是莫大的荣誉。 临行前我去医
院看望了父亲，讨论受奖之事，并为他画了
幅速写肖像。 虽然体弱，他能读能听，还在画
上签了名。 现在，打开速写本，让肖像代替父
亲见证他想说的话吧。 他说：中华艺文奖是
改革开放政策的丰硕成果。 我很清楚自己取
得的一切离不开电影战线上和我并肩工作
的同代人的奉献。 很多人已逝去，没能参与
这个奖，我有幸参与了。 我为大家领奖……”

仪式毕，我乘高铁回上海，急驰华东医
院，把奖杯、奖状、奖品和受奖人名册等摊放
在病床上。 父亲慢慢摸望着每件物品，露出
坦然的微笑。

此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虽经多方抢
救，仍于一个月后长眠，享年 102岁。 我思绪
万千不能寐，心中反复默诵着以前赠他的一
首五律：“百年声望隆，导演自成宗。 坎坷轻
荣辱，平和淡富穷。 金鸡倾尾力，银幕录头
功。 已撰三朝史，余晖映沪淞。 ”

1987年，父亲退休后，多次长住华东医
院。 但高龄和疾病压不住灵感，他移师绘画
书法， 有时在大宣纸上涂风抹景玩毛笔字，

有时手握彩铅在小白簿上捕捉客容。 他会即
兴画套土月历自挂自娱，也会专心抄写英文
名篇练习洋书法。 他录下了百多盒影视节
目，用的是早期的砖头型大盒带，在其空白

标签上描题配图。 这批磁带盒排列在书架上，

五彩缤纷，别有情趣。 他给破损的书包上新皮
重画封面，还认真设计他和母亲在青浦福寿园
的合葬墓地……

持久而广泛的“自学运动”

1910年，父亲出生于福建省华安县仙都镇
云山村。那里风景美，但交通不便。村民需徒步
行至附近九龙江畔， 乘小船蜿蜒划出山区，再
转赴各地。

母亲曾带我陪同某影视团队去那里追拍
有关父亲生平的纪录片。 在遮天的古榕树荫
里，我们一行人踏石阶鱼贯而下，到达九龙江
边。 渡口木码头立有石碑，上面刻着：“新圩古
渡/原省委书记项南从这里走向革命/电影艺术
家汤晓丹从这里走向艺术天堂”。 目睹碑文我
陷入沉思，想象着当年父亲离别家乡的场景。

1929年的夏季，19岁的父亲，在村头泪别
慈母，孤身来到这个古渡。 他幼年随父母侨居
印尼，10岁回国。曾在厦门集美学校读书，因参
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回到村中帮木匠画家
具度日。

那一日，船夫荡开双桨，一叶孤舟便渐行
渐远……不管未来是祸是福，父亲“走向艺术
天堂”的航程开始了。

到厦门再换海船抵达上海后，父亲立即投
身左翼文艺圈，初凭投稿进步漫画谋生，继以
制作通俗广告为业。 1932年，他在天一影片公
司画布景时，在名角急等开拍、老板兼导演邵
醉翁突然病倒时，临危受命接手导演、剪辑和
布景三职，完成了生平第一部影片《白金龙》，

从此戴上专职导演的桂冠。

其实，父亲离家时全无拍摄电影的经验技
能。 他唯一的从艺史是童年曾跟随印尼乡镇木
偶班巡演打杂，他出走的原始目标是美术而非
电影。 但为了生存，他奋力拼搏、成功转型，而
这一切仅仅花了 3年时间。

1934年，父亲在沪执导两年拍片 3部后，

被邵醉翁之弟、 邵氏兄弟公司创始人之一的
邵仁枚邀去香港合作拍片， 直到 1942 年，父
亲拒绝为日军拍摄美化他们侵略行径的电影
《香港攻略》，在友人的帮助下逃离香港。 在香
港的 8年，他拍摄了《金屋十二钗》《上海火线
后》《小广东》《民族的吼声》 等 14 部影片，迎
来了事业上的第一个高峰， 被香港媒体誉为
“金牌导演”。

有人说此乃运气，有人说天赋使然，我却
认为这主要是父亲勤奋自学的结果。 事业越红
火，对导演学识的要求也越高。 他深感补课的
重要性，便展开了一场持久而广泛的“自学运
动”。为增强编写能力，他亲自动手把小说改成
剧本，导演了生平第二部影片《飞絮》。 他练弹
钢琴，方法是替室友———一位音专学生租了一
架钢琴， 让其省下琴房排队时间来给自己授
课。 课程包括乐理，以致 20多年后他拍《不夜
城》时，尚能读懂上影乐团王云阶作曲的五线
总谱。另一位室友是剧社专职化妆师，他“近水
楼台”向其请教舞台化妆术。他还勤晒太阳、勤
做操，学习游泳，走哪游哪，体格良好随时能出
外景。 他自修外语，社交时碰上英文“说客”就
练对话。 他的衣袋里总藏着袖珍字典，随时随
地掏出来读， 连逃难途中这一习惯都未改变。

去世后，父亲留下一百多部字典。

终于一脚跨进电影这扇大门

流亡重庆时， 父亲邂逅做秘书的母亲，教
她英文打字，由此牵缘。 拍完抗日影片《警魂
歌》，抗战胜利了，父亲回到阔别 12年的上海，

又拍了《天堂春梦》等 3部影片。他和母亲先在
泰安路上的电影厂宿舍寄住，上海解放后才在
淮海中路上高塔公寓安家。

这时期父亲开始认真建立私人藏书库。 他
海量收集各国有关电影的理论书籍和技术杂
志，就着字典啃读，做到了足不出户而知世界电
影动态。 他的藏书还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
术、建筑、历史、地理等方方面面，形成一个专业
资料库。 努力通读下来，基础扎实了，学养深厚
了，各种题材自然都不畏惧拍摄了。 作品层出，

被业内划为全能型导演也就顺理成章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未当过一天兵的父
亲，却以拍摄军事题材影片见长，执导了《南昌
起义》《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水手
长的故事》《怒海轻骑》《胜利重逢》等众多军事
题材片，这都得益于他的刻苦自学、潜心钻研。

回望父亲转型做导演的那 3年， 我发现有
一点相当重要， 即他当时结交了一群志同道
合、互帮互学的好友，苏怡、沈西苓、许幸之、

司徒慧敏、柯灵、朱光、陈曼云、曾雨音、赖羽朋……

对他电影事业的启航影响甚大。 特别是其中两
位：一位是左翼老牌编导苏怡，当时他在艺术
剧社、大道剧社担任要职。 父亲频繁去看话剧
排练， 从这位比他年长 10岁的老大哥那里学
取掌控舞台剧的经验。 另一位是父亲参加左翼
艺术家聚会被捕，在拘押时结识的狱友。他俩都
对电影有狂热的兴趣，出狱后就结伴过瘾，方法
是买票进虹口大戏院，怀揣干粮泡一整天。他们
反复观摩上演的每部片子，背诵全套台词，拆解
分析摄影、用光、剪辑、音响、表演、美工和特技
的处理，直至烂熟于心。 这位狱友不是别人，正
是留日归国、后因导演电影《十字街头》而闻名
的沈西苓。 可想而知， 两位才子如此彻底的交
流，会擦出多么灵性的火花！

父亲在潜移默化中掌握了各种创作手法，

培养了独立的艺术见解， 更明确了追求的方
向。 电影是门综合艺术，作为其灵魂的导演需
要强大的综合力来掌控全局。 当美术基础、音
乐修养、编剧能力、舞台实践、摄片程序、化妆
技巧乃至健康体魄都到位时，这种综合力就形
成了。此时若收到剧本，父亲应该胸有成竹，挑
得起这副重担。问题是，他本人觉悟到了吗？答
案是，未见得。 他不愿放弃苦心经营的小广告
社，没有主动打入电影圈的迹象，如果天下太
平，也许他会终老一介画匠。

但人生充满了变数，1932年 1月 28日，日

军大举入侵上海，摧毁了父亲在杨树浦老靶子
路（今武进路）的住所和广告业务。他避难投奔
苏、沈二人，心存感激，到天一帮忙，独立创作
了影片《小女伶》的布景，并被正式录用为布景
师。 这可是天赐良机啊！ 偶然耶？ 必然耶？ 离
乡背井，闯荡江湖，三载忐忑，原名汤泽民的父
亲终于一脚跨进了电影这扇 “走向艺术天堂”

的大门，新名汤晓丹。

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前进

阳光破雾，江鸥掠过，长鸣一声，将我从沉
思中唤醒。 影视组拍摄完了古渡口，要移镜换
地了。

接着， 我们随访了父亲出生的那幢 “祖
屋”。 他走后，胞弟禧承也离家，经香港辗转到
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出关东北。父母先后病故，

“祖屋”长年无人居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生活富足了，当地政府和百姓出资翻新扩建了
“汤晓丹故居”。 我把部分父亲用过的家具、书
籍等物品，以及所画父母肖像、家乡速写都交
由故居陈列。 沐海也数次率团去那里开音乐
会。 最近收到的照片显示故居已成当地各族人
民开展多项文艺活动的热门场所。

父亲辞世后，他的电影工作日记由商务印
书馆出版。 全套三本日记逐日记载了新中国
成立 60 年里父亲所拍影片的经历，书名由他
亲定为“沉默是金”，隐藏了下半句“是金子总
会发光”。 父亲之意：话要讲，关键在什么时候
讲。 导演这职业，除了对讲话要求高，对牺牲
精神要求也不低。 父亲有三次大难不死的经
历。 首次是 1932 年日军夜袭淞沪，他凌晨迂
回到北四川路桥头。 面对日军的枪炮封锁，中
弹者纷纷落水。 他不愿退回日占区，心一横，

向前猛冲穿抵对岸， 再转移至法租界天一公
司宿舍。 当时若临阵胆怯或不幸落水，也就没
有随后的电影故事了。 第二次发生于 1956年
率摄制组大队人马去新疆拍片现场。 父亲在
海拔 5445 米高的博格达山顶马失前蹄，几落
断崖，脱险后“三军欢呼，勿失主帅”。 末次是
1986年为拍《荒雪》，在黑龙江雪地翻车，摄制
组多人折骨伤筋，76岁的他仅擦破点皮。父亲
拍军事片外景多，事故危险也多。 遇洪水台
风袭击，遭火车门砸头破血流，被铁屑嵌眼
手术取出，森林里恶虫钻肤，还有雨中山路
滑倒之类，都是家常便饭了。 1977 年四赴黑
龙江达斡尔族边区拍摄《傲蕾一兰》，行程共
47000公里。他有牺牲准备，出发前夕说：“我这
个人即使要死，也不会死在家里。 ”颇有古人
“马革裹尸还”之悲壮。 人们称他“银幕将军”，

并非虚名。

父亲也有遗憾， 那就是他计划中的 3 部
片子未能实现拍摄的愿望。 好在他这辈子完
成了另外 43 部电影作品（加上短片、纪录片、

翻译片、顾问片及话剧，达 50多部），获得4 次
（原）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中国电影终身成就
奖、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因拍《廖仲恺》而
获第四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他还在实践中
带出了于本正、鲍芝芳、包起成等下一代优秀
导演。他的成就和精神遗产，与他的同辈一起，

已由历史论定。

父亲在他的自传《路边拾零》中写下了这
么一段话：“我这个人的一生，如果说有什么可
取之处的话， 那么首先就是我甘当人家的学
生，不耻下问。其次就是老老实实地自学。我认
为自学可以成大材，古今中外不乏先例。 我从
踏进电影公司大门开始，几十年来，一直在不
断学习，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前进。 ”语言朴素，

但每次重读都给我新的动力。

电影导演汤晓丹 （油画） 汤沐黎 （中华艺术宫收藏）

教育部只给了一个空心汤团

陈县长走了以后， 常书鸿在当晚记
录道：

……这位县太爷在我们全体人员说
得唇干舌燥的联合“攻势”下，总算答应
了我们的条件： 一是以敦煌县政府和国
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的名义， 郑重
其事再发出联合通告，在全县各地张贴。

通告内容一是宣布敦煌千佛洞 （又名莫
高窟） 收归国有的消息； 二是保护千佛
洞、禁止放牧牲口和私自进入洞窟，对违
者施以处罚条例。

最后， 陈县长总算同意马上派人来
研究修墙计划。

就这么两件事， 我们与他整整磨了
一天牙！对于这样的县太爷，我总算记住
了以后要对他的言行“立此存照”，否则，

你简直无法与他进行实质性的合作。

我真没有想到， 要保护敦煌的莫高
窟，首先还要和这些敦煌的官僚作斗争！

中寺的土炕小桌上， 常书鸿和会计
辛普德， 看着县里派来的那个万科长噼
噼啪啪地打着算盘。打完后，万科长宣布
道：这道土夯墙，按 2 米高、2 千米长计
算的话，要 2.7万个工。一个工的工钱是
1元，就需要 2.7万元；加上材料、工具，

不能少于 3万元； 每天按 300个人工施
工，最快也需要 3个月才能竣工！

“什么？” 常书鸿吃惊得又倒吸一口
凉气。现在，他手中只剩下 1000余元，还
要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费用， 尽管他们
一到敦煌就给教育部发电报要求汇款，

可是已经 3个多月了还是杳无音讯。现
在，这位万科长算盘噼噼啪啪一打，两片
薄薄的嘴唇一碰，就碰出这样的“天文数
字”，不能不叫他心里打哆嗦！

他何必跟这个万科长多费唇舌，跟

他诉苦、提什么要求都是无济于事的。他笑
笑说：“好吧， 反正， 我们只能根据实力办
事，我们已经给教育部发电报了，如果远水
不解近渴，我们就先修一个短的，哪怕只修
一千米长也好。不修，就是误国、误军机的
行为！请你给陈县长带话：无论如何，我们
这墙一定要筑起来！ 我们只希望他也快点
拿出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这项工作！”

这时， 龚祥礼拿了一张人物素描来请
教常书鸿， 常书鸿拿起铅笔， 轻轻说了两
句，稍稍改了一两根线条，素描中的那个人
物易喇嘛，就立刻传神而生动了。

万科长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轻轻惊呼
道：“常先生，神笔，你真是神笔啊！”

龚祥礼瞟了他一眼， 讥嘲地说：“你才
知道啊？！我们常老师在法国就拿过好多次
金奖的，他还是……”

常书鸿做了个手势， 又用眼神示意小
龚不必多说，便道：“小龚，可以了……”

龚祥礼这才会意，拿着画稿走了。

万科长还在一个劲地跷着大拇指，啧
啧不休：“常先生真了不起，神笔，真是功夫
到家的神笔啊！”

常书鸿皱眉说：“万科长快别恭维了，

你说我神笔，可这支神笔落到这里，遇到钱

财上的事，还不是照样一筹莫展！”

“哎，像常先生这样有能耐的，怎能说换
不来钱？只要你肯为人画像，到时候说不定你
要多少钱就有多少，别人不说，我们陈县长本
人就很喜欢画的，家里不知藏了多少名家的
画呢！假如常先生能……”他突然住了口。

常书鸿摇摇头， 没待他往下说就朝他
挥了一下手， 似要挥走这个令他不那么愉
快的话题。

这天下午， 他又给教育部发出第四份
加急电报。

这份电报发后，总算收到了回电。回电
说：同意筑墙，款随后汇。

就这八个字。有这八个字，还不够吗？

太够，太够了。筹委会的人，就像要过年似
的喜气洋洋。

但是， 教育部好像只给了一个空心汤
团，电报上明明说了“款随后汇”。但这“随
后”，一直“后”了一个月，还不见任何动静。

常书鸿再次感觉到： 敦煌实在是太远
太远了，办点事这么难！

他已经把所有的这些令他爱不够看不
尽的壁画、塑像以及同样数不清的飞天们，

统统称作他的心目中的“精灵”了———不消
说一两天，哪怕一天半天不来转悠一圈，他

也办不到。

这会儿， 他转着转着， 就又转到了第
16窟甬道北壁耳洞的第 17窟。

第 17 窟内早已空无所有。 可这第
16—17窟的故事，现在已尽人皆知。

王圆箓，你这个混沌愚昧的王道士啊！

到达千佛洞的第一天， 常书鸿就注意
到了那座在莫高窟前矗立的道士塔。

王圆箓的虔诚崇拜者， 在空旷的千佛
洞，在这块风水宝地为他塑了这座颇为巍然
的碑塔，那嵌在塔身正面的洋洋千余字的碑
文，更加说明这个塔就是王圆箓的功德碑。

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发现往往从一件不
经意的小事引起，这个震惊中外的著名事件
竟然起因于一根点烟用的草棍，这事件本身
就离奇得不可思议。这既是传说，又是事实。

这个事实， 作为 56年前就已入寺并在如今
升到住持一职的易喇嘛，也屡作此说。

易喇嘛说 ， 当然他也是后来听说
的———

王道长（他总是这样称呼王圆箓）在世
时，除了去为寺院化缘，就年年在洞窟清理
流沙，那年（1900?）他让那个雇来为上寺
做文案的杨师爷在第 16窟的甬道内设案，

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许是写得
困倦了吧，杨师爷忙里偷闲吸起了旱烟袋，

点烟用的，是一根芨芨草棍。这日，他将草
棍插在身后的墙缝中， 那丝丝缕缕的烟竟
然歪向一边———嘿， 墙缝中竟能吹出恁大
的风！杨师爷这就称奇了！他又用旱烟锅磕
磕那墙，声响很大，是很空洞的那种声响！

杨师爷自觉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他就告诉
了王道长，这日（5月 25日）半夜，王圆箓
就和杨师爷破了这道墙壁！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发现的由来！

这举世震惊的发现竟是出于这样的
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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