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剧《人世间》播出后引起关

注，成为“年度爆款”，著名演员张凯

丽塑造的曲秀贞，也让观众收获了

意外惊喜。张凯丽自己也对这个角

色偏爱有加，为曲老太太设计了不

少诙谐幽默的细节。导演李路评价

说：“一个演员把一个角色演得准确

相对容易，但是演得透彻就太难了，

凯丽把这个角色演得很透彻。”

在播放到曲秀贞去世那集时，

张凯丽发微博说：“万般不舍，看到

她静默地、无声无息地走了，竟分不

出戏里戏外，泪落不止。一个黑白

分明、刚直不阿、坚持原则、善良温

暖、幽默机智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一

个独特鲜活、不拘一格的女性形象，

感谢大家的鼓励，最不想辜负李路

导演的那句‘非你莫属’！人生中每

一个驿站的相遇相知都是最好的安

排，感恩所有合作者。”

几十年来，张凯丽出演了《渴

望》《咱们结婚吧》《人民的名义》《完

美关系》《人世间》《理想的房子》等

数百部集影视剧，也在话剧舞台上

奉献了《家》《仲夏夜之梦》《哈姆雷

特》《纪念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等精彩作品，并获得中国戏剧最高

奖项第十八届戏剧梅花奖、话剧艺

术行业最高政府奖项——中国话剧

金狮奖。

谈到近些年塑造的角色，张凯

丽认为难度系数最高的应该是《咱

们结婚吧》的桃子妈、《人民的名义》

的吴惠芬、《人世间》的曲秀贞，“这

三个都是非常类型化的人物，桃子

妈自己是演员，是非常特殊的存在，

吴惠芬这个角色离我的生活很远，

全靠自己揣摩，而对于曲秀贞，我多

少还能够有一些自己的体会。”

2021年12月文代会期间，作为

代表的张凯丽也谈到了对影视行业

的感受：“我们要沉下心来搞创作，

踏踏实实地对作品精雕细琢，在戏

里塑造不同的角色，在戏外时刻恪

守艺德，只有这样，观众才会真正地

支持你、尊重你，为你的角色喝彩。

演员的艺术生命来源于观众的支持

和爱护，来源于对火热生活的感知

和热爱，我们的创作灵感取之于民，

创作成果也必须用之于民。”不久

前，她向吉林省红十字会捐款100

万元，支持家乡的抗疫工作，她说：

“吉林是我的家乡，我又是吉林省红

十字会的形象大使，我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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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演员万毅夫、刘纪铭唱天津快板点评热门话题

一天到晚拍视频的“鲤鱼”

文 陈默

前不久，刘纪铭、万毅夫在他们的

短视频账号“红鲤鱼与绿鲤鱼”上发布

了快板作品《再说足球》，收获超过

5000万次播放量，近150万次点赞量，

冲上“热搜”榜首，海量的赞誉如潮水

般涌来。

这对儿“严肃活泼”的组合，身穿

一红一绿的大褂，打着快板点评时事，

幽默犀利的语言、夸张有趣的表演，再

加上地道的天津话，让观众忍俊不禁，

都说“这两条‘鲤鱼’可太有意思了”！

他们两个都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也

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演员。“红

鲤鱼”万毅夫38岁，性格比较内向，私

下交流时都会正襟危坐；“绿鲤鱼”刘

纪铭39岁，性格外向，喜欢搞怪逗

乐。演员这个职业在舞台上需要丢掉

自我化身角色，这也是他们创作短视

频的秘诀所在。

对戏剧舞台的热爱

让他们成为好搭档

刘纪铭说起自己与快板的缘分，
印象里也就小时候练过一阵子，至今
仍不敢说精通。年少时他生性活泼、
酷爱表达，形容自己“天生话就多”，大
学时还做过曲艺社的社长。但他坦
言，今天能说快板，主要还是归功于自
己是地道的天津人，骨子里就有这个
基因。

他记得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带着
他去天津人艺实验剧场看话剧，第一
部就是王继世主演的《雷雨》，没想到

后来他也加入了天津人艺，与王继世
老师成了同事。入行后，他积累了丰
富的舞台经验，出演过喜剧《下一站幸
福》的男主角“三儿”，这是一个仗义直
爽、有人情味儿、充满喜感的出租车司
机，每每演出都能博得满堂彩。在曹
禺的经典话剧《原野》中，他扮演的“白
傻子”戏不多，却是最点睛的角色之
一。他还出演过喜剧《他没有两个老
婆》《下一站幸福》，莎翁名剧《温莎的
风流娘儿们》，津味话剧《相士无非
子》，古装喜剧《三人成“唬”》，大型话
剧《风华绝代》《武则天》等。如今他已
是国家二级演员，同时参与编剧、导演
工作，是话剧舞台台前幕后的“全能型
选手”。

万毅夫也没学过快板，更没说过
相声，但他从小到大始终爱听爱看，爱
逛相声园子。他从小喜欢做与众不同
的事，一群小朋友过家家争着抢着要
扮演孙悟空、唐僧，而他却要扮演白骨
精。他觉得演员这个职业能帮他实现
那种独树一帜，找到可以自由发挥的
空间，于是立志成为一个可以表达个
性、抒发情感的职业演员。大学毕业
后，他倾心于舞台演出，除了在天津看
戏，周末还经常拼车去北京看戏，那份
热情和求知欲也贯穿于他自己的表演
创作中，先后出演了音乐剧《仲夏夜之
梦》，喜剧《天生胆小》，话剧《一九七九
年的爱情》《风华绝代》等。

天津人艺排演一部音乐剧，当时
还跑龙套的他们扮演了跳舞的精灵，
一起讨论剧本、研究角色，排练结束后
聚在单位宿舍里聊理想谈人生，慢慢
熟悉起来。后来刘纪铭编剧创作《天
生胆小》，万毅夫成为主角之一，两人
逐渐发现了对方身上的闪光点——刘
纪铭是个热心肠，经常仗义执言；万毅
夫天性敏感，爱思考，爱琢磨。虽然性
格迥异，但他们对戏剧都有一份认真
负责的态度，刘纪铭回忆说：“我想的
东西小万都能接上，这也让我们的合
作相得益彰、屡屡出彩，成了合得来的
好搭档。”

“红鲤鱼与绿鲤鱼”

创造“爆款”正能量短视频

疫情袭来，天津人艺紧急排练疫
情主题话剧时，院领导一句“何不录制
一期抗疫主题的视频”给了他们启发，
两人组合为“红鲤鱼与绿鲤鱼”，决定
以“天津快板评天下”为口号，录制一
系列快板视频。2020年元旦第一条
短视频上传，讲述天津地标建筑天塔，
随后又录制了关于建筑、风俗、历史、
人文等主题的视频，可惜反响平平，点
击量很难有所突破。后来他们用短视
频宣传戏剧，效果也不理想。

刘纪铭爱讲笑话，经常能不动声
色地把身边的人逗得前仰后合，但凡
生活里有点儿意思的事，他都能编成
段子，这种个性化的表达方式激发了
他的创作灵感——何不以幽默调侃的
方式点评热门话题呢？随后，他们推
出了几段视频，“红鲤鱼与绿鲤鱼”终
于找准了定位，“粉丝”渐渐多起来。
2021年 9月，他们创作了《你别太嚣
张》，点评一位男乘客无礼谩骂空姐的
热点话题，这是他们的第一段“爆款”

视频。
刘纪铭认为，创作这种风格的作品

要对热点事件有足够的了解，来龙去脉
都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主题也必
须明确，传递正能量，语言还得浅显易
懂，两人合作过程中的互相启发也必不
可少。“一般我们写段子的时候，我上一
句刚说完，他下一句就接上了，我俩都特
满意，很自然，不费劲！我们也从来没想
过快板会吸引这么多年轻观众，这也是
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播吧。”
他们关于足球的三段视频也获得了

关注，巨大的播放量和“粉丝”数量让他
们既兴奋又紧张。身边的人都说他们
“火了”，应该抓住这个热点继续“炒”，但
他们想的却是不能被热点裹挟，享受了
超高流量的兴奋之后必须冷静下来，不
能忘记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组合出
道，宣传戏剧”是他们的初衷，他们更期
待的是让剧场里坐满观众。
“平安天津”“中国消防”等视频号纷

纷邀请他们合作，也有一些广告商请他

们代言，对此两人都持谨慎态度，“倒不
是怕被骗，而是因为一旦做了这些事，就
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得对得起观众
的支持和喜爱。”

捧逗分工明确

巧妙塑造人物

“每一个段子、每一个包袱儿都是我
们俩写的，写的时候就情不自禁跟着快
板节奏说了出来，连我们自己也很上
头！”万毅夫说，他们还独创了标志性的
开头和结尾——开头由刘纪铭喊出一声
“哎”，洪亮且搞怪，提醒各位故事马上开
始；结尾处万毅夫一句“有正文儿”，意为
“是正题，这才是对的”，既是对前面故事
的总结，也是强调主题、传播正能量的结
束语。同时，他们也得益于天津快板本
身的韵律感，借助这种全民皆爱的形式，
再加上巧妙的编排，实现了很好的效果。

除了专业的创作、表演能力之外，两
人的默契程度也为他们加了分。他们总
结出属于自己的“表演真经”——在短视
频里，如相声逗哏、捧哏一般分工明确，
“红鲤鱼”是正面角色，“绿鲤鱼”是反面
角色；他们在塑造人物上下了功夫，比如
对空姐无理谩骂的不良乘客、贪图小利
而掉入骗局的粗心大哥等，鲜明、准确、
充满喜感又夸张的人物形象都给人留下
了深刻印象。
刘纪铭改编，刘纪铭、万毅夫主演的

小剧场话剧《两只蚂蚁在路上》于2021
年5月首演，舞台上底层小人物的故事
令观众动容。而今年因为疫情，各大剧
院的演出都停摆了，这部话剧也只能暂
时搁置。他们最大的愿望是疫情赶快散
去，恢复有戏看的正常生活，而视频仍会
继续，他们说：“只要大家喜欢我们的段
子，我们就继续拍，争取每天都能给大家
带来快乐。”

讲述

印 象

戏里塑造角色
戏外恪守艺德

张凯丽 真诚是最好的演技
文 江雪

我出生在吉林长春，从小性格开朗，热爱
文艺。妈妈同事的爱人崔顺子是体校教练，
得过全国短道速滑冠军，我们两家又是邻居，
所以我在十二三岁时去了体校，跟着崔教练
学短道速滑，还担任了体校速滑队队长，后来
获得世界冠军的叶乔波是我的队友。

1978年，我当兵来到北京，被派到军事
博物馆当解说员，拿到了北京户口。那个年
代能有个北京户口，已经是莫大的成功了，但
东北女人生来就有股子敢想敢闯的劲儿，
1981年，我放弃“铁饭碗”回吉林老家，考入
吉林艺术学院学表演，毕业后又回到北京，成
为煤矿文工团的专业话剧演员。
中国第一部长篇室内剧《渴望》的导演到

煤矿文工团挑演员，在楼梯上偶然碰到我。
原本他们已经选好了刘慧芳的扮演者，看到
我之后决定换人，因为觉得我看上去特别恬
淡祥和，他们需要的就是这样一名女主角。
这个机会很难得，但我却有些迟疑，《渴望》一
共50集，拍摄周期太长了，担心和团里的演
出起冲突。幸好团领导大力支持，我才顺利
接下这部戏。

刘慧芳这个人物最大的特点是温柔、善
良和贤惠，甚至显得逆来顺受，这让我很难
受，替她着急。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比如我
姥姥张绍珍，她比刘慧芳还要善良，我从小在
她身边长大，她总说：“要懂得感恩，多去给
予。”我找到了一种“同理心”，通过印象中的
姥姥诠释了刘慧芳的善良。
《渴望》播出后轰动全国，那时我27岁，

走在街上总有观众围过来热情地喊我“慧
芳”，坐飞机时乘客都来找我签名，坐出租车，
司机师傅跟我聊个没完，到家具城买家具，老
板非要送给我一套……我每天收到很多观众
来信，有向我求爱的，有帮着编《渴望》续集
的，还有想让我帮他们教育孩子的。有一家
公司找我拍广告，给我10万块钱，听到这个
数字，差点儿把我吓晕了，婉言谢绝后感觉特
别轻松。
《渴望》的成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

有贴近生活、贴近观众，才能赢得观众发自内
心的掌声和支持。对我来说，刘慧芳这个角
色是不可替代的，她的性格和我高度契合，谁
要说我是本色出演，我不会反对。那几年影
视圈也似乎给我定了性，认为我只能演“好女
人”，温文尔雅、勤俭善良、开朗乐观……似乎
我摆脱不了这个“标签”了。但我内心知道，
自己肯定能塑造出不同性格的角色，这些年
我也一直在突破自己，每个新角色都是一次
爬坡，我不希望重复过去，想让大家看到不一
样的我。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搜寻记忆中的影子

让人物在自己脑子里活起来

记者：李路导演邀请您出演曲秀贞，当时您

犹豫过吗？

张凯丽：《人世间》是我和李路导演合作的
第四部戏，感觉我们之间像家人一样，他非常了
解我，给我打电话说，有个角色非你莫属，戏不
多，但是很重要，你一定要来啊！那时我既没看
过小说，也没看到剧本，但我对他非常信任，不
辜负信任之人，永远是我的人生信条。我想，反
正也没有多少戏，应该没啥难度，就同意了。看
过剧本后，我觉得这个人物太难演了，让人拿捏
不住，对我来说这种压力是前所未有的，但我还
是愿意去尝试新的表演，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记者：您如何理解曲秀贞这个人物？

张凯丽：梁晓声老师告诉我，这是一个马列
主义老太太，他本人非常偏爱这个人物，她有缺
点，但最大的优点是特别有人情味，色彩很丰
富。我就在想，怎么才能把一个政工干部、一个
老革命演得让大家都喜欢她？这个人物比较特
殊，以前影视剧中很少出现过，一开始出场时，
她那种劲儿劲儿的感觉有点儿不讨人喜欢，但
这恰恰是她独有的色彩，她的目的是让周秉昆
等年轻人走正道，要敲打他们，磨炼他们。这个
人物看似铁面无私，极讲原则，不徇私情，其实
面冷心热，非常善良，乐于助人，而且幽默风
趣。她去世时悄无声息，默默地走了，没给任何

人添麻烦，也体现了她的性格。
记者：对这个角色有哪些二度创作？

张凯丽：我的习惯是先让人物在自己的脑子
里活起来，于是调动所有的记忆，去搜寻身边曾经
有过的这类人物形象，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力，把她
们捏合在一起。我母亲就是一名政工干部，曾是
吉林省卫生厅的医政处长，我小时候的邻居也有
这类人，我努力回忆她们的言行、举止，处理事情
的方法，反复琢磨了很久。曲秀贞15岁参军，我
16岁当兵，我们都是在革命大熔炉里锻炼出来
的。从人物内心来讲，她是一个追求极致的人，极
致的爱，极致的情，极致的生死，这和我的性格很
相似。而且我也是东北人，热心肠，喜欢给别人帮
忙，从我演《渴望》开始就得了一个外号叫“大侠”，
大家都说我做事特别仗义。我必须要把握的是曲
书记内心的善良，这是最真挚的情感，我一直说，
再好的演技，也很难演出内心的真情流露。一个
角色之所以能打动观众，还是因为演员的内心和
角色有很多相似的东西，如果演员和人物的内心

没有共通的地方，那即使表面上再像，也没
用。从这个角度讲，李路导演太了解我
了，或许我身上的一些特质，他比我
自己看得更清楚。

记者：曲秀贞说话时的腔调、

手势，背着手走路的那种状态，都

特别像那个年代的干部，这些是

您专门设计的吗？

张凯丽：演戏是很奇妙的事，
我就是随着人物的内心走，内心有
了那么一股劲儿之后，表情、动作自

然而然就出来了。曲秀贞也不会刻意
去做某些事，但因为她心底里的善良，她做

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人
物的成功要归功于生活。

即使同一类型的角色

也要在表演上有所区别

记者：能否说说您印象最深的一场戏？

张凯丽：去监狱里探望周秉昆，算是曲秀贞的
名场面。当年为了革命工作，曲秀贞和丈夫把他
们的儿子寄养出去，以至于儿子和父母没有感情，
这是她心里的痛点。为了开导周秉昆，她揭开自
己的伤疤，把儿子的事告诉周秉昆，并巧妙地劝他
戒烟，很好地表达了人物情感。雷佳音是个好演
员，他也知道我的为人，所以我们沟通起来非常轻
松，彼此都能互相理解。还有曲秀贞的最后一场
戏，只要一想起来我就想流泪，曲秀贞和老伴儿告
别时很幽默，到那个时候了，她还在说“不把你送
走，我坚决不能走”，没想到后面她就无声地离开
了。这场戏让我特别难忘。

记者：《人世间》是一部难得的佳作，拍摄过程

中有哪些跟以往不一样的感受？

张凯丽：毕竟《人世间》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
作品，大家都知道是在做一件大事，不敢掉以轻
心，都想齐心协力拍出一部好作品。李路导演曾
跟我说，把我的戏集中在一起，统一拍摄完成，但
我拒绝了，我说这个戏不能急，我要好好把握这个
人物。开机第一天就是我的戏，所以我在大年初
九奔赴长春，后来整个拍摄过程中，我随时都会过
去，我觉得自己是配角，不忍心过多地打扰大家，
所以就把自己那部分戏充分准备好，一到现场就

可以拍了。
记者：在《人世间》中您第一次尝试“老年妆”，

感觉如何？

张凯丽：我承认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尤其在外
形上，不想有一点点瑕疵。我总说我要优雅谢幕，
即使年龄大了，只要站在舞台上，站在镜头前，就
不能让观众觉得没法儿看。这是我第一次尝试
“老年妆”，皱纹、白发，我都献给了曲秀贞。《人世
间》播出后这个角色受到观众的认可和喜爱，我觉
得我的这点儿“牺牲”算不了什么。

记者：您是否担心自己被以前塑造过的角色

束缚？

张凯丽：我在表演上对自己的要求一直比较
高，逼着自己一次次爬坡、不断翻越表演的高山。
我总怕别人说我只能演某一类角色，所以即使接
到了同一类型的角色，也要在表演上有所区别。
因为有话剧舞台的锻炼，我知道我有塑造不同类
型角色的能力。当有曲秀贞这类挑战性很强的角
色来找我演的时候，我没有怕过失败，我就是想给
观众带来惊喜。

演戏时一定要动心动情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记者：从《渴望》的刘慧芳到《人世间》的曲秀

贞，都是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中的人物，作为演员如

何才能演好这类作品？

张凯丽：现实题材作品中的角色形象与古装
剧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同，剧中的人物都是
活生生存在于我们身边的人，每个观众身边可能
都有真实的参照，演员的表演是真是假，是过力还
是做作，观众一目了然，演员永远无法蒙混过关。
这类作品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真”字，包括人物的
个性、思想、感情，都要体现这个“真”字，演戏时一
定要动心、动情，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另外我觉得，电视台应当拿出更多的时段，互

联网平台应当拿出更多的空间，播放现实题材的
作品。而从创作层面来讲，也一定要多出精品，因
为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人们收看影视作品有非常
宽泛的选择余地，一部电视剧有几分钟没能让观
众产生好感，他们一定会换台或者关掉。

记者：是什么力量让您一直在表演这条路上

坚持了这么多年？

张凯丽：这些年我也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有一
点我敢肯定，我不是为了挣钱，我一直在做公益，
参与公益基金捐款，尽量去帮助更多的人。那我
为什么要坚持演戏呢？我就下意识地觉得，自己
还有余力，还能多演一些不太一样的角色。我对
表演这件事充满敬畏。

记者：观众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凯丽：前段时间我在北京，在家门口吃早餐
的时候，碰到了一位女观众。我平时也不出去，偏
巧那天碰到了，她是从南方来的，拉着我的手又笑
又跳，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搞得我也流泪了。面对
这样的观众，我满怀感恩之心，我把这份感恩和对
观众的爱都转化到角色上。观众用各种方式对我
好，我只能用更好的角色报答大家，我想听到观众
们说，“你没有糊弄我们”。正因为我从观众那里
收获了太多的东西，所以才觉得内心特别丰盈，一
定不能辜负观众。对于大多数支持我的观众来
讲，可能这辈子也不一定有机会面对面，所以我更
想对他们说上一声：谢谢。

张凯丽自述

曾本色出演刘慧芳
想要不断突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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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凯丽
1962年生于吉林省长

春市，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
演员。1990年主演室内剧《渴
望》一举成名。近年参演电视
剧《功勋》《完美关系》《人民
的名义》《人世间》《理想

的房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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