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口述姜寒 采写张一然

热播剧《扫黑风暴》中，姜寒出演
孙兴团伙中曹晓峰一角。这位近期
在《玉楼春》《光荣与梦想》《幸福到万
家》《温暖的味道》《人生若如初见》等
剧中频频现身的年轻演员生在山东
省聊城市，大连艺术学院毕业后“北
漂”京城，从群众演员做起，2011年出
演抗战剧《永不磨灭的番号》进入大
众视线。他的表演风格细腻自然，擅
长把握角色内心情感。入行十几年，
他出演了三十多部电视剧、二十多部
电影，与张涵予、靳东、孙红雷、于和
伟、雷佳音、何冰、王志飞、侯勇、殷
桃、吴越等明星合作，堪称新近崛起
的“黄金副咖”。

艺术学院毕业“北漂”
当群众演员越挫越勇

1988年，我生在一个教师家庭，
家风传统。我妈说，我从小喜欢模仿
和表演，家里来客人我就爱给人家演
节目，实在没啥可演的就朗诵一段。
爸妈想起我小时候这些趣事，总说觉
得我做演员可能是天生的。

我的家乡聊城有很浓的艺术氛
围。我是文科生，不少同学都参加艺
考，有美术类、音乐类，还有体育类，我
考上了大连艺术学院影视表演本科。
我家没有任何从事演艺工作的人，上

了大学我才知道北电、中戏、上戏这些
学校的影响力。

那会儿我挺自卑的，虽然学的是
表演专业，但并没想过今后要以演员
为职业。大三时有个剧组到学校挑演
员，我被挑上了。那是李幼斌和大陶
虹主演的一部电视剧，我老激动了！
第一次演戏就演了八场，没忘词，还知
道找镜头，挺顺利地演完了。这让我
感觉自己可能还真挺适合演戏的，就
想去北京闯一闯。

真应了那句话，“理想很丰满，现
实很骨感”，到北京才发现生存太难。
在北影厂门口等“群头”挑演员。我初
来乍到，连“尸体角色”都轮不上。后
来还真有个“尸体角色”，大伙儿都觉
得太苦不愿意去，我去了。大冬天的，
躺在雪地里，身上全是冰碴子，嘴里、
耳朵里灌进了泥沙，别提多遭罪了。

有一次我被人用招人演戏的借口
骗到外地，现在回想，很可能是个传销
团伙。坐火车到了之后，打电话给剧
务，那人说正在开会，让我在火车站等
着。一等好几个小时，来了俩女的，大
概瞧我不富裕，让我请她们吃麻辣
烫。一边吃一边把我个人和家里的情
况打听清楚了。吃完饭这俩人抹嘴就
走，让我买单，说回头剧组另派人来接
我。我在那儿傻等着，可再打电话，对
方关机了。等到天黑，我才意识到遇
到了骗子。那个晚上特别冷，我买了
张回老家的车票，车开到聊城已是半

夜。进家门后我才感觉到害怕，这事
也不能和父母说，我坐在屋里缓了缓，
我爸问我，还没吃饭吧？给我做了一
碗山东炝锅面，吃完我才觉得暖和了。
做群演，我三九天穿过背心裤衩，

三伏天裹过棉袄，也曾因人微言轻受
到各种怠慢和蔑视。身体上受的苦给
我留下了一些病根儿，精神上的磨炼
成了演戏的宝贵经验，对我帮助很大。
我大概了解了行业的一些运作方

式，于是拿着照片和简历跑剧组。那
会儿北京总有一些特大的剧组，都在
固定的宾馆里，房间门口贴着剧名。
我每天挨个儿剧组跑，风雨无阻。那
是2010年，我22岁，精力充沛，不怕
累也肯吃苦，还有一个特点，不知道算
不算优点——我不怕丢人。跑剧组就
得拉得下脸，有态度好的人，也有瞧不
起人的人，我就吃过不少白眼儿。

幸运出演《永不磨灭的番号》
《马向阳下乡记》让我开了窍

有一天，我敲开了《永不磨灭的番
号》剧组的房门，副导演王文涛老师热
情地接待我，问我愿意做跟组演员
吗？有台词，偶尔还能跟男一号演
戏。我一听，这大好事啊！赶紧点头：
“好好好，太好了！”

最初剧本里地瓜这个角色，戏份
没有最终呈现的那么多。我从群演中
脱颖而出，总算接到一个有名有姓的

角色，为这个小角色做了很多功课。徐
纪周导演很有想法，给演员很大的表演
空间，帮我出点子，教我怎么塑造地瓜的
性格特征。我在导演的帮助下渐渐找到
感觉，地瓜这个人物的戏份也多起来，最
终成为大家见到的有点儿痞，有点儿幽
默，又有点儿可爱的抗日战士地瓜。
《永不磨灭的番号》播出后取得了非

常棒的社会反响，荣获金鹰奖 、白玉兰
奖 、华鼎奖等奖项，我这个憨憨的地瓜
也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好多事可
能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演地瓜时
根本不知道这部戏会火。作为一个名不
见经传的小群演，就是简单地想把角色
塑造好。

从那以后，我不太缺戏了。有人说
我走运，我特别感恩自己能拥有这份幸
运。更幸运的是，我开始接到各种配角，
没有被类型化，并且很多都是大制作，遇
到了非常多表演艺术家级别的演员、导
师级的导演。

张永新导演的作品《马向阳下乡记》
获第2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
奖，我扮演花小宝，是一个农村富二代，
个性顽劣但内心善良。刚进组时我觉得
入戏挺顺利，但张永新导演说我演得不
走心，形式大于内容。我在这部戏之前
演过不少角色，得到的都是肯定，我觉得
自己挺努力的，怎么不走心呢？我委屈
又迷茫，但也感觉到导演对我的重视。

张永新导演帮我想办法，建议我重
新捋一下角色的感情线。我重新看剧
本、做笔记。比如，与对手戏的感情点在
哪儿？表演在哪个点可以转折，哪些事
件使得角色产生变化，人物关系的变化
在哪几个点？我一条一条地捋，从头捋
了好几遍，又画出人物关系和感情线。
这些功课做扎实了，有一天突然我就开
窍了！这之后的花小宝有了灵魂，人物
立起来了，我终于感悟到怎么演了。从
这一点来说，张永新导演是我的导师和

贵人，他手把手地教我，让我懂得何为真
正的演戏，特别感恩张永新老师无私的
传授和帮助。后来，张永新导演的《军师
联盟》《安居》《觉醒年代》等影视剧我都
参与其中，受益匪浅。

从没觉得自己是啥“咖”
要对得起自己演的每个角色

演过花小宝后，我明显感觉到演技
进步，不再仅仅是“混脸熟”，在片场能看
明白很多东西，我提出的建议也常常被
采纳。遇到情绪高涨的戏，我好像不怎
么吃力就能驾驭。在《扫黑风暴》里，我
演孙兴团伙中的富二代曹晓峰。很多人
说我一出场就带着坏人样，我想这是一
种认可吧。对曹晓峰这个角色的形象设
计，导演五百指导我试一试光头，没想到
与角色非常贴合，也很突出，我特别感谢
导演的判断和把控。
导演对《扫黑风暴》的每个人物，哪

怕再小的角色，都用心指导。他让我从
形象上先把人物丰满起来。为了演好黑
恶势力的那股坏劲，我看了不少普法纪
实节目，读了不少有关扫黑方面的纪实
文学作品。拍摄时我加了一些元素，比
如抽雪茄，脖子上戴大粗链子，穿花衣
服。在导演的指导下，我对人物的眼神、

微小的表情、动作进行了个性化设计。
我觉得，导演对每个人物都有他自己的
构思，观众看到黑恶团伙里的每一个坏
人，绝没有类型化，人物色彩非常丰富。

老一辈演员总说，“台上一分钟，台
下十年功”。我现在演了十几年戏，对这
句话的体会越来越深。为什么有的人能
红？除了运气，更重要的是持之以恒的
努力和认真的态度。我遇到过不少人，
上来就想做主角，总惦着一部戏爆红，一
夜之间成明星。可能有这种非常幸运的
人，但一炮而红的演员极少，很多一线明
星都有做群演的经历，我相信他们遇到
的炎凉和辛酸能说上几天几夜，这是好
演员的必由之路。
《扫黑风暴》里有一场戏，警方铲除

孙兴团伙，张艺兴扮演的林浩先一步到
达，被孙兴团伙扭住一顿收拾。那场戏
张艺兴演得特别不容易，被人摁在桌子
上，我看着都疼！导演准备给他垫块海
绵，但他坚持不要，为了最终呈现的效果
非常努力，在身体被扭得很痛苦的状态
下，仍然认真地演戏和配戏。很多好演
员已经到达一个高度了，依然特别真诚
地对待角色，值得学习。

有机会跟这么多名演员合作，我特
别感恩，他们让我见识到好演员是如何
工作的，他们的用心和刻苦是外人想象
不到的，他们对剧本的理解，对角色的把
握，更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听君一席
话，胜读十年书”，耳濡目染中，我得到很
多启发，自己的进步也就更多更快一些。

这两年有人称我为“黄金副咖”“金
牌配角”啥的，老实说，我从没觉得自己
是啥“咖”。演员都是在好剧本、好团队
的基础上才能迸发出光彩。演了十几年
的戏，我习惯了做好功课，吃透了角色再
去演。我给自己的要求就是要对得起自
己演的每一个角色。我真的喜欢演员这
个职业，可能我没有“粉丝”，但拥有一些
喜欢我的观众，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新近崛起的“黄金副咖”，演戏绝不仅是“混脸熟”

经受磨砺是好演员的必由之路

讲述

我母亲是作家，但她没想把我培养成作
家。她曾希望我长大后做个医生，靠一技之长
治病救人。她还买过一架旧手风琴，让我和姐
姐在家里学拉手风琴，免得到外面惹出麻烦
来。她们那一代人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不
愿意让孩子们再去涉足是是非非的文学领域。
但我小时候还是喜欢文学，也爱写儿歌，写日
记，经常参加儿歌写作比赛。姐姐安诺借到不
少外国小说，我俩躲在小屋里通宵达旦读完那
些书。
我喜欢屠格涅夫的小说，在我年轻时，我其

实不能完全看明白他的小说。小说里俄国的政
治背景，知识分子的苦闷，那些更深刻的内容我
不怎么了解，留在记忆里的印象是模糊的。读
书就是这样，把喜欢的东西留下来，不喜欢的、
看不懂的东西放到一边，等待将来的日子去认
识，好像反刍似的。我只看到爱情的部分。屠
格涅夫的小说里总是有爱情，而且是不幸的爱
情，年轻人多不喜欢一帆风顺的爱情，而是受爱
情的悲剧吸引，年轻人总是伤感主义的。
读屠格涅夫的小说真的不白读。慢慢地，

我们就建立起种道德美学，那些深情的爱人们，
并没有放弃利他心，知识分子的人性理想约束
着他们，使他们保持对爱的更高尚理解，悲剧就
在这里发生。屠格涅夫所写的故事和我阅读时
经历的生活完全不同，他笔下的人和事，于我的
处境称得上奢侈，但为什么我能从中得到慰藉
和启发？可能有一个秘密通道，可能是青春，可
能是对爱情的向往，也可能是成长的需要。这
大约可说是阅读生活的真谛。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共十卷的《约翰·克利

斯朵夫》也是部很好看的长篇小说。傅雷先生
译的中文版，分成四本。现在再读这本书，我最
喜欢的段落恰恰是我之前不耐烦、急切想跳过
的段落。例如，克利斯朵夫进入反叛阶段，无论
生活爱情，还是音乐，都看不见前途，看不见意
义，他到犹太人家庭中寻找异质文化，又投到法
国女歌手怀抱，他到民间爱乐者的群体里，试图
回溯音乐的原始性，却总是以失望告终。最绝
望时，意外卷入治安事件，只得离开家乡流亡法
国。在巴黎，他发现音乐就像一个大工场，遍地
都是制造和弦的店铺……
《简·爱》也是那时我很喜欢读的一本书。

故事远离现实，遥不可及，它发生在另一个世界
里，幸和不幸都是有趣而且有意义的。当我读
过许多书以后，再看《简·爱》，难免觉得有些简
单。爱和自尊，经过跌宕起伏的波折，最终保持
圆满的结局，过于甜美，近似类型小说。但是，
正因为此，它滋养了我枯乏的生活，缓解了我的
苦闷。
阅读令我的生活变成两个世界——实际度

过的生活和想象的生活，两者的关系我很难解
释。它们好像是平行的，似乎又是有交集与和
谐的，我站在书本里看实际的生活，同时又在实
际的生活里观看书本里的故事。

一把刀是主角后半生的职业
千个字是他儿时踏过的竹影

记者：能否谈谈《一把刀，千个字》这个书名
的含义？

王安忆：我给小说起名倾向于浅显上口，一把
刀是扬州三把刀的头一把，菜刀，千个字取自袁枚
写“个园”的“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
这句诗也被我引用为题记。一把刀是主角陈诚后
半生的职业，千个字是他和儿时玩伴踏过的竹
影。两者都是扬州特色，相对又呼应。书名是个
容器，里面的东西由别人自己装，有什么装什么。

记者：您最近的两部长篇小说《考工记》和
《一把刀，千个字》篇幅都不算很长，十六七万字，
读者读起来也恰到好处，您是怎么考虑的？

王安忆：我的长篇都写得不是很长，最长也就
是三十六七万字，最近这两部应算作小长篇，但也
正好，我以为，这不仅出于创作者的可控性，更是
形式上的合规，就像黄金分割。这样的长度相对
故事含量还是恰当的。可能我想得比较多，下笔
比较慢，或者说下笔比较严格。我在写作上也变
得越来越挑剔，材料在手，往往留的少，弃的多，这
也是写作篇幅收缩的缘故。短篇小说需要那种很
短的起跑，然后砰地一下跳高，有跳跃性的、飞扬
的东西，我不行，我必须要有漫长的起跑，所以我
既不能写那种很短的，又不能写那种很长的，我就
选择一种中等篇幅的。我也觉得当下特别不适合
写长篇，因为人都没有耐心，写的人也没耐心，看
的人也没耐心。

记者：《一把刀，千个字》书中涉及很多具体
的地方，除了上海和纽约，还有高邮、哈尔滨、北

戴河，也包括天津的塘沽，有很强的空间感，阅读
的时候也会感觉更真实，您怎么看？
王安忆：小说里的空间是虚拟的，人和事总要

有个舞台。写实主义不得不向实有的地名借空
间，“黑客帝国”是向科学定律借，神话需要自创逻
辑，比如《红楼梦》里的太虚幻境。上海是我生活
成长的地方，自然最可利用，次一档的短居，再次
一档经停，最不济是耳闻。我更相信实地，生活按
需求自会创造形貌。

有了好故事，空间才能开发资源，也有时候是
两下里互动。我在上世纪80年代去重庆，晨曦微
露中走下朝天门码头，无数级台阶，灯光点点，汽
笛呜咽，可惜没有好故事配它，但还是在一篇小说
中拿来当了背景，名叫《蜀道难》。北大荒我没去
过，这三个字却从小听熟了，总想着让人物去到一
个宽敞的地方，否则太憋屈，长不开似的。

记者：您这部小说在结构上并不是平铺直
叙，也不是依照时间顺序推进，而是有一些巧妙
的设置，您是怎么考虑的？
王安忆：小说依然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

依我看，解决了写什么，怎么写就已经有了一半。
这部小说分为上部下部，说的还是淮扬厨师的前
世今生，不过没有按照时间排序，而更接近于一
个人身心成长的先后。上部每一章在儿子
的上世纪90年代和60年代间来回交替，
引出母亲为何缺席的悬念，下部从头解答
母亲的人生，以60年代为高潮。写作是
一种隐秘活动，事情的发生、过程以及终
局，并不是那么清醒，摸着石头过河。

小说的本意还是讲故事
写那些无法命名的东西

记者：从作品可以看出，您还是坚持叙事。
王安忆：可能因为小说越来越走入殿堂、走入

学府、走入知识分子的话语中，发展到现代主义阶
段，变成哲理性的、哲学化的，或者形式感、设计感
很强的文体，但这种文体不是小说的本意，小说的
本意还是叙事，还是讲故事，而且讲的是人间的故
事。当然，好的人间故事真是可以上天的，但我们
一定是从地面上起跑的。对一些理念的、哲学的
东西，我觉得是可以的，但好像不是我的菜，好像
不是小说的事。

记者：讲故事和文学性之间有没有分歧？
王安忆：我们现在文学评论家，不太会用写实

的东西做文本分析材料，经过分析的文本往往有
很多隐喻、有很多概念。但也有另一个原因，因为
写实主义小说非常难分析，它跟现实很难剥离，往
往会用现实中的标准去判断虚构的东西。不能说
讲故事就没有文学性，写实主义不能等同于庸俗，
一部庸俗的小说，绝对不是写实的罪过，肯定跟精
神有关系，跟写的人的精神利益有关系。我不是
说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但我们写实的人，对
生活的表象和本质都比较感兴趣。当然我要挑
选，我不会把所有事情都纳入到我的写作里，因为
思想是有限的，在我看来，小说就是要写那些无法
用思想和概念去命名的东西，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事情。否则的话，我们何必再去写小说？我们写
小说要表达的，一定是在别的领域里面没有命名
的，没有题目的，这种东西只可能是生活提供给我
们的。我个人比较重视常态性的生活，我觉得其
中有一种实时在发生的动机，这个动机产生下一
个动机，下个动机又产生下下个动机，不断往前推
动，非常活跃，超过我们的预想。

记者：现在很多先锋文学作家，要么不写了，
要么转型到写实主义，现在文坛似乎也不怎么划
分流派了。

王安忆：在我年轻的时候，写实主义给我带来
很大麻烦，其中之一是使我变得很琐碎，因为不晓
得怎么选择，拾到篮子里都是菜，舍不得丢弃，别
人给我命名为“琐碎风”，其实是不知所谓。还有
就是觉得自己落后，因为别人都是先锋主义，都不
是叙事的，这种压力之下，自己也会写一些不是叙
事的东西。但是好像不能满足我，最后我还是老
老实实地回到自己的初衷上来。我为什么会写小
说？首先我是一个喜欢听故事的人，所以我会去
写故事，人只能尊重自己的初衷，你喜欢什么样的
小说，就是什么样的小说家。即便《荷马史诗》，当
时大约也不过是游吟歌手之作，和老奶奶炉边夜
话差不多，就是一种讲故事和听故事的趣味。当
然我也很尊重先锋主义，比如马尔克斯，他大概是
我唯一肯定的现代主义作家，其他的我还真是不
太敢恭维。

小说的目的就是人物
我个人比较喜欢写边缘人物

记者：您自己如何评价《一把刀，千个字》？
王安忆：我对自己的小说是否满意，只看它是

否完成了我预设的目标。《一把刀，千个字》的目标
很简单，写一个人物，围绕这个人物配置一批人
物，各有来龙去脉。小说的目的就是人物，《红楼
梦》对文学史的贡献就是贾宝玉，诞生了一种文
明，几乎覆盖人类历史，不可复制。我个人比较喜
欢写边缘人物。因为主流往往是被规定好的，个
体性比较强的人，往往就会成为边缘，他们没有或
者拒绝被格式化，很难把他们归纳到任何一种思
潮、生存形态里面去。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我们
无法用现成的概念去定义他们，主流的东西让历
史学家、社会学家去做，艺术家就是做个体。我认
为小说本不是伟大的事业，它是个人的，如果能够
诚实于个人，就算尽到本职了。

记者：您在写对话的时候经常以叙事的方式
进行，为什么不直接用对话？

王安忆：曾经我也是直接呈现对话，后来就厌
了，书面的对谈总比不过舞台上实景实地实人的
更真实。所以我要求小说中人物说话，要王顾左
右而言他。看山不是山，结果是看山是山。说的
是你我他都会说的话，但说和不说却不同。我比
较避免的说话是带有交代任务的话，不如直接叙
述。因小说本来是间接的传达，对话缺乏直观的
生动性，将它作叙述的处理倒有一个旁观的视角，
更有意思些。

记者：以您现在的经验，在创作过程中还会有
障碍吗？有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

王安忆：我是做手艺活的，今天看到一个料很
小，那我就做一个小东西，明天可能有很大的料，
就做一个大东西，如果材料看上去稀奇古怪，那就
做一个古怪的东西。写作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存
在不存在，似乎就取决于能不能在空白的纸上写
下一行行的字，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再接着上一
日所写的继续写下去。要是有一点动摇和犹疑，
一切将不复存在，坚持到底它就会从悬虚中显现
出来。写小说和其他许多职业一样，需要不断地
学习。我是笨手，灵感极少光顾我，只有靠后天努
力，去赋予已有的事物以更高的涵义。我不像某
些作家曾有过其他职业经历，我几乎是“纯文学”
的写作人，这是好听的说法，客观的说法就是“身
无长技”。不能说小说写作不是技能，但它需要生
活做内容，一个人在生活中要有技能，这恰是我的
软肋，我行动笨拙，什么都做不好，大概也因为此，
才选择了写小说做职业。影视剧里专有一类行业
剧，我羡慕那些作者，就像羡慕推理小说作者，而
我对于自己的弱项只能临时恶补。

印 象

王安忆 写作容不得动摇和犹疑
■ 本报记者 何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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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的长篇小说新作《一把
刀，千个字》，一段情节写到塘沽，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她登上北归
的火车，但是中途却在天津下车，
往塘沽去了。……地址所在，是一
幢独立的二层洋房，……女同学的
父亲下楼来。这位退休的引水员，
身量中等，一张五官平坦的宽脸，
按理说不属好看的类型，但令人惊
讶的，却有着特别的和谐。……女
同学慢慢解释道：我父亲水手出
身，这一带吃水上饭的很多，从近
海到远洋，渐渐升为大副，然后上
岸做引水员。按中国社会各阶层
分析，引水员的行当，不掌握生产
资料，凭技术谋生，就可算做劳动
人民。但收入优渥，解放后享受
‘保留工资’。……”

早在2012年9月，王安忆作为
嘉宾来天津参加夏季达沃斯论
坛。她读过一篇关于天津港引水
员的文章，所以在论坛之后她去了
塘沽，走访了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
馆以及塘沽的旧街老巷，为日后创
作《一把刀，千个字》积累了素材。
王安忆从事写作四十多年，她

的每部作品，几乎都会从不同层面
给予我们新鲜、深刻的感受。《一把
刀，千个字》是她的第十五部长篇
小说，最初的动念是上世纪70年代
末她在《儿童时代》杂志工作时，参
与一次夏令营的见闻，直到 2016
年，她到美国访学，流连纽约，才为
心中的人物找到了合适的环境，让
他在法拉盛唐人街活了起来。
她说：“在法拉盛，身前身后的

人脸都有故事，有的找得到范本，
比如林语堂的唐人街，白先勇的谪
仙记，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有的
找不到范本，但是看那写字楼电梯
间的招牌，不知就会有多少故事的
头尾——律所、牙科、相术、婚姻介
绍、移民咨询、房屋中介、货币兑
换，至于门面后的隐情，完全摸不
着头脑了。”
《一把刀，千个字》的主人公陈

诚少小离家，被送到上海和嬢嬢相
依度日，孤僻的嬢嬢给了他文化的
开蒙和谋生的本事，他也在上海找
到了朋友，遇到了妻子。而消失的
母亲，一直深刻而无形地对父亲、
姐姐和他产生着影响。多年后嬢
嬢去世，身在法拉盛的陈诚回上海
奔丧，睹物思人，抚今追昔，少年时
的谜团不解自开，唯有感慨无法言
说。在故事中，时代更迭与个人命
运的抉择，呈现出多重视角的历史
记忆。

一部小说经历的波折
比小说本身还要复杂

我在书里看生活
在现实中看书里的故事

王安忆口述

姜寒（前）出演《扫黑风暴》

王安忆
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

说《纪实与虚构》《遍地枭雄》
《长恨歌》《考工记》《一把刀，
千个字》等，中篇小说《小鲍
庄》《我爱比尔》等。曾获茅
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

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