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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董力 再现精彩的胡同生活
■ 本报记者 张洁

印象

《我爱北京天安门》
胡同里的成长故事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
太阳升……”这首《我爱北京天安
门》可以说是所有中国人都会唱的
旋律。就在最近，由董力执导，娄
艺潇、朱梓骁领衔主演的 48 集电视
剧《我爱北京天安门》正在天津广
播电视台文艺频道“多彩剧场”播
出。该剧讲述了北京女孩李飒飒
（娄艺潇饰）因缘巧合结识了北漂
男孩常高兴（朱梓骁饰），两人从陌
生到熟悉，遭遇了情感、事业上的
诸多考验，一路相互扶持、共同成
长的故事。近日，董力携娄艺潇、
朱梓骁专程来津，并接受了记者的
专访。
董力从影数十年，演员、副导
演 、制 片 、导 演 ，他 的 身 份 不 断 变
换，浙江电视台投拍《走入欧洲》，
他以制片人的身份带领演职人员
走入欧洲，由此转型成功。他回忆
说：
“ 所谓制片人，就是剧组的大管
家，不仅要把握拍摄质量，也要安
排好全组人员的日常生活。不像
现在拍电视剧，一个剧组上百名工
作人员各司其职，做好本职工作就
可以了。当时在资金使用、人员安
全、场地安排、拍摄艺术等各方面
我都要想全、想细、想透。
《走入欧
洲》在七个国家拍摄，因为是在国
外取景，难度很大，16 集的戏拍了
三个月，我们克服了语言、场景等
困难，顺利拍完，我在剧组管理方
面积累了不少经验。”
他以总导演和制片人的身份
陆续参与了多部炙手可热的影视
作品，警匪剧《打黑风暴》，谍战剧
《螳螂》，古装剧《大汉天子》，年代
剧《倾城之恋》，抗战剧《老兵》，都
市情感剧《棋逢对手》，还有时尚都
市 剧《命 运 交 响 曲》，甚 至 网 络 剧
《剩斗士的店》。当然，他说，自己
最喜欢的还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主要场
景是一条古老的北京胡同，几组胡
同人家上演了精彩的故事。剧本
历经五年创作，修改五次，董力希
望还原生活的本质，让大家看到一
个和雷锋一样的北漂，以及一群局
气、仗义的北京人，让这些人物在
时代中努力前行。董力说：
“ 无论
天南海北的人，来到天安门前，都
会感受到祖国的伟大和强盛，都会
产生敬意。社会无论如何发展，我
们爱国的情怀不能变，我们要做善
良、勇敢、忠诚的中国人的本色不
能变。”

我喜欢拍摄时
那种精益求精的感觉

不希望演员背台词
而是要把剧本吃透
记者：中国人从小都会唱《我爱北京天安门》
这首儿歌，
您如何想到用它做一个电视剧名？
董力：我的好友宋志鹏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
的编剧，他找到我，说写了一部电视剧《我爱北京
天安门》，我一听这个剧名就非常喜欢，就有想要
拍摄的冲动，也可能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唱着
《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儿歌长大的，对北京、对天安
门有着特殊的情感。北京是全中国人民最向往的
地方，天安门是中国的一个象征。我立马拍板买
下影视版权，和编剧一起反复研究，
力求故事的真
实性、内容的可看性，经过一稿二稿三稿，精心打
磨了五年时间后才真正进入拍摄阶段。
记者：故事在北京的一条胡同里展开，怎么
还原当时的人和生活？
董力：这部戏因为有 20 年的跨度，对我们来
说要还原 20 年前的北京，是有难度的，现在很多
胡同都变成了旅游景点，人和物都已经不一样
了。所以我们只能在影视基地和摄影棚内搭景拍
摄，营造当年的胡同，
营造当年的四合院。剧组有
很多北京演员，他们给我的帮助也很大，他们会跟
我聊过去老胡同里的人和事，什么是京味儿，什么
是胡同感。北京很大，南城、西城、北城和东城，不
同的表达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尽量给观众呈现
真实的老北京胡同生活。
记者：
在演员选择上您有怎样的考虑？
董力：
选择演员我不会追求腕儿，
追求有没有
流量，我只看演员是否适合这个角色。娄艺潇和
朱梓骁我之前都没合作过，第一次在上海见到娄
艺潇时，我就觉得和剧中角色李飒飒实在是太像
了，性格爽朗，
有正义感。和朱梓骁的第一次见面
是在北京，他冲我傻傻地一笑，
我就马上定下他演
常高兴。事实证明，这两位演员都没有让我失望，
真的太适合了。饰演长辈们的几位老演员，因为
经常合作，很熟悉，他们和哪个角色最契合，我心
里都有数。其实，我在选演员上，都不用试戏，通
过和他们聊天就能感觉到他们的性格，就能知道
他们是否合适。我们的创作氛围特别的好，演员
们都很敬业。我拍戏不希望演员背词儿，而是要

求演员把剧本吃透，台词要根据人物性格口语化、
生活化。这些其实都是演员的基本功。在我们剧
组，不会存在演员说台词数数、演员拍戏不敬业的
问题，在这点上，
我们剧组的老中少每个演员都非
常好，对人物的把握都做足了功课。不管在戏内
还是戏外，相处得非常融洽、开心。

杭州人从小学京剧
所以才敢拍北京戏
记者：您不是北京人，拍一部老北京的电视
剧，会不会有困难？
董力：
我虽然是浙江人，
但从小学京剧。那时
我们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北京人。过去戏班的教育
方法和生活方式，都是北京人的生活方式，直到现
在，仍然有很多人都说我像北方人，
可能就是受了
当时老师的影响。搞影视快 40 年了，我在北京和
天津有很多朋友，过去北京南城的方言，我没有一
句听不懂，所以我敢来拍北京戏。拍摄前我看了
很多介绍北京的资料，我想让自己去体会一下北
京人的感受，前期也走了很多胡同，
接触了很多真
正的老北京人。我们极力地再现这几十年北京的
特色和变化，把每个年代的细节尽量描画出来，力
求让故事里的人物在时代中行走，他们成长，北京
也在成长，北京是北京人的，
也是全中国的。
记者：剧中有很多传统文化和传统美食，让
人觉得特别用心。
董力：
传统的东西是永恒的。我从小学京剧，
所以对京剧有一种情怀。我们为什么会把京剧放
到剧中？京剧是国粹，也是北京戏，缺少了京剧，
就好像没在北京，缺少了京味儿。其实无论是在
后海，还是在胡同里，经常能听到北京人拉着京
胡、吊着嗓子，
特有北京风格。剧中李飒飒是一个
胡同的姑娘，她喜欢京剧，开民宿教老外学京剧，
还在酒吧里唱京剧，这就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传
承和致敬。秦腔、剪纸、皮影也是我国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剧中均有所呈现，
常高兴从陕西一个煤
矿里出来，他回忆中的家乡就是秦腔、秦调。每个
人心中都有一段音乐，这段音乐就是他家乡的曲
调，这就是情怀。
记者：拍《我爱北京天安门》您最想表达的是
什么？

讲述
从小生活在五大道的“50 后”画家

她画了上百幅天津小洋楼

■ 口述 田同芬 采写 徐雪霏
一直从事美术相关工作的田同
芬退休后开始专心绘画创作，从小生
活在五大道上的她对这里一直有很
深的情感，她拿起画笔描绘五大道的
点滴细节，以水彩画的形式，把精彩
纷呈的小洋楼定格在画卷上。至今，
她已经画了上百幅天津小洋楼，每一
幅画面都呈现出温暖、美好的色调，
带给人直抵内心的温暖与宁静。

人生一半时光在五大道度过
每幢老房子都像老朋友一样
我是“50 后”，人生中几乎一半的
时光都是在五大道度过的，这里的每
幢老房子、每条街道对我来说都像老
朋友一样亲切，我对这里有一份很深
的情结。
我从小就生活在五大道，家住在

董力：拍《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特别想给观众传
递“正能量”
。现在的年轻人太浮躁，目的性太强，
董力
我想要树立一个年轻人的榜样，通过常高兴这
个角色告诉大家，世界上就是有这么好的人，
1958 年生于杭州，制片
为了别人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还有，想要
人、导演。代表作《大汉天子》
通过李飒飒这个人物，展现北京人的局气、豁
《倾城之恋》
《命运交响曲》
《棋
达和包容。我拍了近 40 年戏，各种题材都拍
逢对手》
《幸福有配方》等，新
过，最喜欢拍的还是现实题材，因为我们最了
剧《我爱北京天安门》正在
解和最熟悉的还是身边的人和事，最了解我们
天津电视台文艺频道
的生活。拍古装剧或者年代剧，很多内容都是
播出。
靠想象，不如拍现实题材畅快淋漓，更能直击观众
的内心。
记者：您是学京剧的，怎样的机遇让您走进影视
行业？
董力口述
董力：因为在京剧团经常演出，当时有个香港影
视公司要投拍武侠剧，找到我饰演男一号，就这样进
入了影视行业。那个年代制作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
人员少、时间长，拍摄期短则八个月，长则一年多，拍
摄技术和拍摄器材也比较落后，镜头中展现出来的所
有内容，都特别考验演员的演技。除了提高自身演技
我是在一个艺术氛围比较浓厚的家庭中
外，也因为摄制组人员少、时间长的特性，在工种上就
长大的，父母都在部队从事文艺工作，
我也就
没有那么细分，大家一起承担，就像一家人，非常融
顺理成章地走上了这条道路。从小进入艺术
洽。所以我当演员时的几部戏都参与到了摄制组的
学校学京剧，在所有的剧种中，
京剧是最磨炼
各个部门，了解和熟悉了各个部门工作的重点和职
意志的，而我学的又是武生，
更加需要不断努
责，为后来转幕后打下了根基。
力付出。
我们有一句行话叫“冬练三九，夏练三
有质量的好故事
伏”，意思是说冬天要光着膀子练，夏天甭管
才有生命力
多热，也要穿着棉袄练，每天都要练功、吊嗓
十几个小时。那段艰苦的学艺生活让我深深
记者：您儿子也成了制片人，并且参与到《我爱北
体会到：只要坚持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京天安门》这部剧中，您希望他和您一样吗？
学校打下的基础，让我后来在京剧团工作的
董力：我是总制片人，还有两个制片人。在现场
时候获得了很多机会，经常能代表团里参加
我基本上以导演工作为主，制片工作由他们负责，每
各类演出。
天收工后开会讨论。工作中我没把他当儿子，他就是
从做演员的那一天起，我就对“导演”这
工作人员，我对他要求很高。他在国外留学六年回到
个职业既崇拜又向往。那是对艺术的一种追
国内，又读了两年制片管理。我觉得学习是一部分，
求，也是自己为什么在每一个剧组都努力全
更重要的是实践。他跟我说过，每经历一部电视剧的
程、全时、全方位地参与，在各个环节中去锻
创作和生产，对他来说就是一次锤炼，他获得的提升
炼自己，因为喜欢，
所以热爱。
也不仅仅是在业务上，更多的是对这个行业和作品的
2015 年之后，我基本上以导演为主，制
思考。电视剧制作的每个环节都有太多要学习的地
片人为辅。我是一个非常较真儿的人，是个
方，这些都是课本上学不到的。
工作狂，对拍戏非常执著和热爱，
每次到拍摄
记者：您从事影视行业几十年，您觉得这个行业
现场就很亢奋，我享受和主创人员一起讨论、
比较大的变化有哪些？
一起创作、一起精益求精的感觉，
享受发现问
董力：影视行业变化很大，设备越来越好，技术水
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时的那种激情，我喜
平越来越高，拍摄工种越分越细，这是行业的进步。
欢片场的每位演职员的那种投入劲儿、认真
另一个变化是，投资方越来越追求影视商业化，越拍
劲儿。
越快。剧组有个普遍现象，演员不能全程待在剧组，
因为我曾经当过演员，所以特别理解演
今天去参加综艺节目，明天去做晚会，后天又到别的
员。作为制片人，就能站在演员的角度，了解
组串戏，这样的安排，演员根本静不下心琢磨角色、演
演员的诉求，更容易达成合作；作为导演，因
好角色。所以从演员层面，我希望演员接到剧本后能
为有演员的经历，就会多一个角度去体会和
踏踏实实，在剧组里待三个月也好，四个月也好，和大
感受剧本的故事性和每一个人物的情感。我
家一起齐心协力把戏拍完。对于投资方来讲，商业靠
觉得，不管是制片人、导演还是演员，首先要
什么？靠的是质量。用好的故事成就高品质的电视
认真踏实，要给自己积累多样化的工作经验，
剧，踏实做戏，
慢下来，回归初心，
不要浮躁。
才能真正获得成功。
记者：
作为资深从业者，是否也要适应变化？
大概有十几年，我都是在摄制组度过的，
董力：我们这些老影视人也要转换自己的角色，
全年在家的日子只有五六天，为了拍戏很少
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虽然年纪大了，但内心还很年
陪伴在家人身边。我爱人是我的同学，也是
轻，我们有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网上有些东西我们
学京剧的，后来做了戏曲老师。她怀孕两个
也很难理解。我们怎么去适应当下的时尚，怎么让年
月的时候我出去拍戏，等儿子出生时我才回
轻人喜欢我们的东西，怎么跟年轻人交流？这是对我
来，所以对于我爱人怀孕时期的样子我一点
们的考验。我觉得传统电视人还是有优势的，现在观
儿印象都没有。我特别感谢我爱人对我的支
众要求影视剧的品质越来越高，把品质做好，把故事
持和理解，没有她对家庭的默默付出，就没有
讲明白，老百姓都爱看，这就成功了。其实无论什么
今天的董力。未来也希望拍摄出更多让观众
时候，无论在什么平台，有质量的好故事都是有生命
喜爱的影视作品。
力的。

马场道上的一幢洋楼里。中学时我在
马场道上的新华中学上学，工作后每
天上班也都要经过马场道、新华路。
那时候的五大道是天津最幽静、惬意
的街道，放学后我跟同学手拉手走在
街上，道路两旁的树阴遮蔽，
几乎看不
到什么汽车，骑自行车的人也不多，
周
围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极了，
家家户
户都是花园洋房，非常漂亮。
那时候父母还常带我去马场道上
的干部俱乐部。那地方过去是“英国
乡谊俱乐部”，进去后有一个大花园，
往里走是宴会厅和剧院，剧院很气派，
能放电影也能演戏剧。舞厅也是独一
无二的，地板下装着弹簧，
跳舞时人踩
在上面一颤一颤的，另外还有台球厅、
游泳馆。这些现在看来没什么，但在
那个年代非常罕见。这幢有上百年历
史的建筑到现在还保存完好，让人特
别欣慰。
多年以前，有一次我走在重庆道
上，看见一幢非常漂亮的小洋楼，
一闪
念，就想把它画下来。可是等我过了
一周再去的时候，它的外观全变了，
小
洋楼的主人给它刷上了新油漆。那一
瞬间，我觉得实在太可惜了，
以后再也
见不着这幢小洋楼本来的样子了。
这些年我几乎走遍了五大道、解
放北路、赤峰道、意大利风情区等旧时
租界地的每一条街道，当我看到有些
小洋楼被拆除了，有些小洋楼被过度
粉饰甚至破坏得面目全非，我突然有
一种要留住历史瞬间的想法，我想用
画笔抒发自己对这些古老建筑的情

感。我开始画“天津小洋楼系列”，我
想，一定要把天津值得纪念的小洋楼
全画下来，把它们原本的模样在画面
上定格。

退休后开始画五大道小洋楼
承载往事的旧居更有味道
我正式开始画五大道上的小洋楼
是从我退休后开始的，那时候还没有
数码相机，我用那种装胶卷的傻瓜相
机拍过很多老房子的照片，有些老建
筑还没被拆除，现在想来这也是一份
极其珍贵的纪念。
刚开始画这些老房子时，因为考
虑到画的都是大家熟悉的建筑，所以
我很在意细节上的真实。比如很多小
洋楼都有地下室，有的隐藏在房子底
下，有的一半儿窗户露在地面上；
再比
如和平路上的东莱银行旧址大楼，外
檐有多少根柱子我都画得清清楚楚。
我会找到每个建筑最合适的角度，再
考虑绘画的结构和色彩的搭配，直到
脑海里逐渐形成一个完美的场景，才
动笔将它呈现出来。
起初我是觉得哪幢房子好看就画
哪幢，后来发现好看的房子实在太多
了，就决定画那些承载着天津往事的
名人旧居。例如赤峰道上的张学良旧
居，如今是一家饭店，
有一天傍晚我路
过那里，看院子里有一辆黄包车，
静静
地停在角落，仿佛是从历史中穿越而
来的。其实那就是饭店的一件装饰
品，但画面特别美好，
给人一种十分宁

静的感觉，我拿相机拍下了这个画面，
也就有了我画笔下的张学良旧居。
民园附近的顾维钧旧居是我进去
次数最多的小洋楼，因为那里是我爱人
曾经的工作单位。那幢小洋楼里里外
外都保护得非常好，能直观看到它过去
的样子。顾维钧旧居距今也有近百年
的历史，过去这种西洋古典洋楼里用的
都是从菲律宾进口的木地板，门窗的材
质、装饰也很有讲究，刻着特别漂亮的
花纹，室内有壁炉，房间布置得既气派
又舒适，卫生间是过去非常少见的抽水
马桶和浴缸，很多影视作品都去那取
景。因为太熟悉了，所以我画起来就更
有感情。
位于睦南道与河北路交口的“疙瘩
楼”是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的旧居，我
有个同学就住在那儿，我小时候常去楼
里玩儿。几年前我故地重游，从外观看
似乎没什么变化，可走进里面才发现，
房子的内部改变了很多，不再是当年的
模样。
这些年来，我创作了一百多幅天津
小洋楼系列作品，比如吉鸿昌、张自忠、
徐世昌、张学良、张学铭、顾维钧、梁启
超、曹禺、马连良、宋棐卿的旧居，还有
庆王府、静园、张园、圣功女校（今新华
中学）、天津工商学院旧址（今天津外国
语大学）、英国乡谊俱乐部（今干部俱乐
部）等，这些建筑都有很深的历史底蕴，
记录着天津的发展变迁，想要画好有一
定难度。动笔前我会查阅历史资料，了
解建筑背后的故事，创作时也会加入我
个人的理解，希望人们从画中感受到建
筑的美。

不断探索绘画技巧
让小洋楼变得更厚重美好
我从小就喜欢美术，这些年来做的
事情也一直与美术有关。从天津美术学
院毕业后，我一直在天津地毯进出口公
司做图案设计师。我想我对精致和完美

田同芬笔下的五大道小洋楼
的追求，也得益于在地毯公司的那段经
历。那时候天津地毯的主要客户都是外
商，我们经常去各个国家考察学习，
参加
国际博览会，感受他们的文化艺术、建筑
氛围、生活方式，
再根据当地的人文风貌
设计出符合当地特色的地毯。
故宫、北京四合院、云南古村落、台
儿庄古城、江南古镇，乃至巴黎圣母院、
凯旋门、卢浮宫、凡尔赛宫……凡是我到
过的地方，我都会采风写生，
画下当地的
古建筑，那种美感和历史沧桑让我心生
敬畏。

我喜欢自然的东西，例如花草树木，
喜欢事物本来的样子，这和建筑也有相
通的地方。记得我去柬埔寨，看到很多
庙宇和上百年的树木纠缠在一起，没办
法分开，当地政府出资保护这些树木。
这让我十分感慨，印象中五大道原来也
有很多大树，盘根错节，可惜现在少多
了，如果当年能一直保护下来，五大道就
更漂亮了。
有时我挺后悔，为什么没早点儿去
做这件事。看着现在的五大道，慢慢变
得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我就想我要
尽最大的努力去画，画得越多越好，我在
跟时间赛跑。
天津的这些小洋楼不单单具有建筑
学上的美感，更有历经百年岁月沉淀的
沧桑气韵，所以我很想画出这些建筑所
具有的厚重感。每次画画时，我心里都
很平静，没有任何杂念。我画的小洋楼
很多都是冬天的场景，因为冬天的树没
有浓密的枝叶，反而更能凸显建筑本身
的美感。我笔下的冬天并不萧瑟，反而
能带给人一份舒适的温暖。
我一直不太满意自己的作品，也在
不断探索画好小洋楼的技巧，我渐渐发
现，不同光线照射下建筑外墙本来的颜
色会发生改变，不同天气会影响建筑带
给人的感觉。深绿色的窗帘在光照下可
能会变成黄绿色，夕阳照在橘红色的汽
车上，会呈现出一种迷人的色调。夕阳
下，哪怕是一个土墩都可以特别美，但有
些地处阴面的小洋楼，虽然很漂亮，却很
难找到那种美感。
记得画马场道上的达文士楼时，那
幢小楼是五大道上最早的建筑，但是在
“阴山背后”，我去了很多次都没找到理
想的角度。我都是下午去的，想想不如
换个时间，有一天早晨我到了那里，一下
子就看到了一个理想的画面。这个发现
让我笔下的小洋楼变得更沉静、更美好，
也让我明白，要在似与不似之间画出厚
重、温暖的感觉，除了靠色调、靠角度，还
要靠画家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