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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演员分享“初心”

殷晓圣

做过上千部影视剧道具

朱冬青是横店出名的“道具

大王” 。 来横店拍摄的大小剧组

都会到他开的 “朱仔道具工作

室” 租道具。 在他工作室的抽屉

里，一本“业务来往剧组” 写有上

千部影视剧的名字。 这个笔记本

记录了朱冬青的事业， 也记录了

横店影视产业的发展。

上世纪末， 中国的文化产业

尚在起步阶段。 依靠工业起家的

横店， 敏锐地抓住了影视文化产

业的发展机遇，一座“东方好莱

坞”逐渐崛起。

朱冬青是做东阳木雕出身，

曾在广东打工 8 年。 2000 年左

右， 拍电影成为横店最时髦的行

业， 已返乡的朱冬青也加入了

“影视大军” 。 从剧组的美工做

起， 凭借年轻时在木雕厂工作养

成的“精雕细琢”的匠人态度，他

逐渐成为行当里交口称赞的“老

师傅” 。

影视道具面临升级换代

2007 年，朱冬青在横店镇大

智街开了全镇第一家道具店。 抱

着对小道具极大的钻研热情，朱

冬青用各种“土办法” 解决了剧

组交给他的难题， 无论是木制

“手榴弹” 、 手提皮箱还是保险

柜、各类“江湖暗器” 乃至飞机操

纵杆。“只要给我图纸，我都能想

法子做出来。 ”

有些道具师已经和朱冬青合

作了十多年，来了不多说，直接把

刚开机的剧本甩给他， 朱冬青就

能提供从创意构思、设计绘图、材

料收购加工到最后的成品制作的

一条龙服务。“连图纸都省了。 ”

朱冬青笑称，包揽了设计、美工、

道具等多个职务。

影视剧的拍摄标准现已由标

清升级为高清， 观众的审美也开

始追求更细腻的清晰度。 为了适

应新要求， 朱冬青的道具制作也

不断升级。 以前用泡沫铸的烫金

的鼎或灯饰都被树脂材料的道具

取代， 许多道具甚至需要特别定

制。

“不过，道具的投入正不断

被挤压。 ” 朱冬青坦言，影视剧生

产其他环节中的资金投入不断上

涨， 使得剧组长期压缩在道具上

的支出。尽管如此，朱冬青仍坚持

着东阳木雕的工匠精神：“宁可

不做，也不能做次品。 ”

投资开办影视特效公司

如今， 横店不仅拥有规模可

观的影视实景拍摄基地、 日趋完

善的演员工会、道具及服化、后期

制作等配套服务体系， 还有影视

产权交易平台、 地方电影电视剧

审查中心。“拿着剧本来，带着片

子走” 的速度越来越快。

近年来， 中国电影产业快速

发展。 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实验区

管委会副主任朱国强说， 为了顺

应市场发展需要， 横店在原本以

历史剧实景拍摄场地为主的基础

上，与国际后期制作团队合作，再

增加 60多个高科技摄影棚，计划

到 2020年前完工。

朱冬青也把眼光投向了影视

高科技。去年他投入数百万，和朋

友合伙开了一家影视特效公司，

好莱坞大片中的飞车追逐、 高空

翻车，用他的特技设备都能实现。

“高科技是未来影视行业的

发展趋势， 光动手不动脑可不

行。 ” 朱冬青对未来的生意充满

期待。

横店道具大王：

道具的投入正不断被挤压

11年前开了横店第一家道具店 迄今已服务上千部影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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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 中国台

湾歌手周蕙在贵阳举办

了一场新专辑《不被遗忘

的时光》歌迷会。现场，周

蕙演唱了新专辑中的 10

首歌曲。

据介绍，周蕙《不被

遗忘的时光》收录了上世

纪 60 至 80 年代十位歌

者作品， 包含邓丽君、凤

飞飞、姚苏蓉、欧阳菲菲、

甄妮、张璃敏、黄莺莺、陈秋霞、

蔡琴、苏芮。 曲风及唱腔融合新

旧、翻唱经典，以空灵的嗓音点

亮旧时代经典。

据透露， 为跳脱原曲印象，

周蕙在编曲的讨论与唱腔上花

费不少心思， 由王治平、Mart-

inTang、温奕哲、苏佩卿、张祖

诚等优秀音乐人组成的团队，网

罗 40 年间的经典音乐元素，再

创多元的音乐曲风。当中有优雅

的爵士风情，更有神秘的拉丁情

怀。

现场，周蕙还与歌迷分享了

两次到贵阳的感受，“15 年前，

我第一次来到贵阳时，就被贵阳

美食所折服。 而这次来到贵阳，

我又品尝了不少美食，绝对和我

的新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一

样， 在贵阳是不能被遗忘的时

光” 。

周蕙重拾《不被遗忘的时光》

举办贵阳歌迷会

本报记者 胡亚妮

10 月 12 日， 由刘家成执

导，王之理、郝金明编剧的年代

情感女性励志创业大戏 《正阳

门下小女人》 在京举办新闻发

布会，实力演员田海蓉惊艳亮相

发布会现场。

当日，田海蓉一袭正红色及

膝长裙， 衬托出纤细的腰身，复

古红唇的妆容搭配， 非常漂亮。

发布会现场，田海蓉不仅与其他

主创同台分享了发生在小酒馆

里的喜怒哀乐，现场举办的年代

婚礼秀，更是将全场气氛推向高

潮。

电视剧《正阳门下小女人》

以老北京大前门下小酒馆几十

年的变迁为线索，讲述了以徐慧

真、陈雪茹为代表的平凡女性带

领着身边人创业致富，一同走向

小康的故事。

现场，田海蓉在形容自己饰

演的角色时讲到 “陈雪茹永远

用最灿烂的笑容面对生活，永远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爱恨分明，

不喜欢我的人以后我让你高攀

不起，喜欢我的人我会让你越来

越喜欢我” ，与现代女性追求自

我、 张扬个性的价值观不谋而

合。

田海蓉讲述剧中角色

《正阳门下小女人》

胡亚妮

江苏“80 后” 游本昌：

要继续传播有营养的东西

六十年岁月，由一部部经典作

品和一个个情感饱满的演员组成。

颁奖晚会上首次颁发“中国文联终

身成就电视艺术家” 荣誉称号，由

演员游本昌、王刚、唐国强、张凯

丽、闫妮、佟丽娅共同颁发给著名

文艺评论家李准、著名剧作家王朝

柱，6 位演员还分享了自己的电视

“初心” 。

游本昌是江苏泰州人，以《济

公》一角为观众所熟知。 “济公是

自己一辈子最重要的角色。 现在也

还会录制济公短视频，给大家带来

正能量的快乐。 ” 其实游本昌与南

京渊源深厚， 曾在南京市考棚小

学、南京育群中学就读。 高中毕业，

进入南京文工团。 在颁奖中，85 岁

的游本昌笑说，“1961 年 28 岁参

加第一次电视演出也很紧张，因为

所有节目都是直播，现在小娃娃玩

的直播我 60多年前就玩过了。 ”

这个“80 后” 壮心不已，仍要

与观众同行，“刚刚参加工作的时

候，前辈告诉我，干文艺的三个标

准：可以是有营养的牛奶，再不行

就是解渴的白开水，但决不能提供

有害的东西。 到今天，电视 60年的

发展，传播力越来越大，电视工作

者自己更要有责任感， 使命感，要

坚持把有营养的东西，传播给亲爱

的观众。 ”

70 后演员闫妮说，从小长相一

般，但自己是幸运的，愿意跟随神

奇的年代追寻梦想，“跑了十年龙

套，因为长相普通，适合的角色多，

观众愿意接受我。 ” 80后佟丽娅则

说，“从业第 10 年，意识到，生活要

自己争取和奋斗，新疆越冷越旱的

地方长出来的水果才好吃。 ”

70 岁王刚演绎的和珅，66 岁

唐国强演的皇帝和伟人形象，56 岁

的张凯丽凭借 28 年前 《渴望》里

的刘慧芳，成为荧屏永远被铭记的

角色。 王刚说，当演员一辈子能有

一个被观众记住的角色， 太幸福

了。张凯丽则说，“观众之所以喜欢

这个角色， 是因为大家喜欢善良，

社会喜欢善良， 传播向善的力量，

我想对年轻孩子说， 要演好戏，先

要做好人， 用真诚善良感染人，观

众才会喝彩和牵挂。 ”

唐国强的感言几乎概括演员

与电视相伴相生的黄金 60年。“我

选择做电视，这是职业，更是事业。

就职业来说，要退休，可是作为事

业，与生命同在。 中国电视 60 年，

可谓壮年， 我还有很多工作计划，

有了梦想就会充满活力，期盼能跟

中国电视展开金鹰翅膀，向着太阳

飞翔。 ”

丢掉文化自信， 去价

值化的作品没有前途

以 “致敬中国电视剧 60

年”为主题回望中国电视人今天

的辉煌成绩，毫无疑问，这是当年

站在起点的前辈无法想象的。 百

花齐放固然令人欣慰，但在极大丰

富的电视艺术界，却也正面临越来

越多的困局和争议。

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在金

鹰节金鹰论坛题为《从中国电视剧

60 年发展看文化自信》的讲演，

令人印象深刻。 他说，“电视

剧是重要的美育途径，历

史积淀和民族精神不能

丢！ 要以文化自觉和

文化自信的态度创

作， 要坚持现实主

义道路， 弘扬中华

民族美育精神。 ”

仲呈祥说，中

国电视剧的发展证明了正确的道

路。 比如《围城》的出现，说明中国

电视剧的发展离不开文学基础，要

自觉孵化文学这个基础。 尊重经

典，敬畏经典、改编名著，始终是我

们影视工作者要研究的课题。

许多电视人都有共识，电视剧

千万不要东施效颦某些电影，热衷

于搞去价值化、去思想化、去历史

化，那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令电视人焦虑的是，悖离中国

精神和中国道路的创作不可取。 唯

票房和唯收视，会导致三俗。“经济

大潮中，文化不能迷失了方向。 文

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

第 12 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第 29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晚会前晚颁奖。 迪丽热巴和李易峰

包揽“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 和“最具人气男女演员奖” 。 但比演员获奖更为令人动容的是游本

昌、王刚、张凯丽、闫妮、佟丽娅等老中青三代演员的感言，成为这个颁奖之夜最温暖的力量。

张楠

“这个圈椅是我做的！ ” 看着电视上播放

的年代剧《远大前程》，46 岁的朱冬青一眼认

出了他做的道具。只要剧中出现了自己制作的

道具，这位在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影视城生活了

18年的老“横漂”一准能认出来。

游本昌

歌迷会现场

朱冬青和他的手动放映机

制作综艺节目的道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