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阳奋强饰演的贾宝玉

相关链接

邓婕最终获得王熙凤一角 ，

与她身上那股子重庆女孩的干脆

劲儿有着直接的关系 。 凤姐操持

着一个大家族 ， 而邓婕在上学后

就帮姥姥管家 。 有一次 ， 姥姥说

这个月开销超支了 ， 邓婕就说 ：

“姥姥 ， 您这是没有计划好 。” 姥

姥有些不服气 ： “咋个 ， 你有啥

想法 ？ 想管家 ？” 邓婕认真地说 ：

“可以啊 ！” 话说出去了 ， 姥姥还

真让她管起来了 。 一个月下来 ，

家里非但没超支， 还剩了八块钱。

邓婕用这钱给姥姥做了一件棉袄，

姥姥高兴得合不拢嘴。 从那以后，

邓婕开始管家， 还管弟弟、 妹妹，

不让他们出去学坏。

13 岁时， 邓婕用两天两夜一

气读完了大姨家收藏的三本 《红

楼梦》， 在戏校时又读过多次， 87

版 《红楼梦 》 选角时 ， 邓婕便跃

跃欲试。

但选角导演觉得 “她样子有

些泼辣 ， 但个头太矮 ， 又不是很

漂亮， 演丫头气质大了， 演夫人、

小姐个子不够”， 一时半会儿不知

该让她试谁的戏 。 然而 ， 等其他

女孩子试完戏 ， 邓婕走到摄像机

前一表演 ， 真是人不可貌相 ， 太

上镜了！ 时隔 30 多年后， 王扶林

回忆自己在遴选演员小组从成都

带回的录像带中见到邓婕表演时

的感受 ， 称邓婕上镜之后可用惊

艳来形容。

但摄影师李耀宗却给邓婕

泼冷水 。 他对邓婕说 ： “有句

话想劝你 ， 人 贵 有 自 知 之 明 ！

虽然让你试王熙凤的戏 ， 但你各方

面的条件……我希望你不要浪费时

间 ！”

定王熙凤的那天， 驻地房间隔音

不好， 王扶林出于爱护演员的考虑给

了邓婕两张电影票 ， 让她去看电影

《汪洋中的一条船》。 邓婕知道这是王

导一番心意， 但身在电影院， 她心里

想的全是能不能选上。 有意思的是，

尽管李耀宗曾劝退邓婕， 但关键时刻

却为她说了句有份量的话： “个头矮

可以通过镜头来弥补。”

就这样， 邓婕最终被定为王熙凤

的扮演者。

“黛玉进府”， 是王熙凤的第一

次出场， 在 《红楼梦》 中， 作者对凤

姐出场大肆渲染： 她那神情活跃的举

动， 彩绣辉煌的衣装， 一出场就能使

人觉得这个人物声势非凡。 但电视分

镜剧本里， 凤姐的出场并没给到她特

写或近景。 如何来表现她声势非凡的

出场？ 邓婕想到了戏曲舞台主要人物

出场时的 “亮相”。 如果能借鉴过来，

并有机地糅合在自然、 生活化的表演之

中， 说不定会起到奇效。

开拍时， 伴着欢快爽朗的笑， 邓婕

迈着小碎步， 穿过站满婆子、 丫鬟的荣

庆堂前厅到了中堂。 当见到依偎在贾母

怀中的林妹妹时， 她一个停步， 双眼放

射出惊叹的目光， 同时双脚踮起， 然后

伸出双手向黛玉一扑……看样片时， 邓

婕这组戏曲程式化的表演， 获得了成

功。 之后， 她在许多场面大、 人物多的

镜头里， 都采用了这种表演方法， 并把

它作为塑造凤姐这一外向型人物的重要

手段之一。

邓婕一度让导演组很纠结。 大家觉得她演丫头气
质大了 ， 演夫人 、 小姐呢 ， 个子又不够 。 关键时刻 ，

摄影师为她说了句有份量的话， 她最终被定为王熙凤
的扮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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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李耀宗日前出版 《“1987， 我们的红楼梦” 纪念画册》， 引发了几代观众的回
忆杀。 选角和拍摄过程中的许多幕后趣事在书中一一呈现———

本报记者 陈熙涵

87 版电视剧《红楼梦》，被誉为“中国电视史上
的绝妙篇章 ”“不可逾越的荧屏经典 ”， 承载着亿
万电视观众的集体记忆 ，也记录着上百位演职人
员人生最美的青春时光。

日前 ， 为该剧掌镜的摄影师李耀宗推出
《“1987，我们的红楼梦”纪念画册》，和之前宝玉的
扮演者欧阳奋强写的《1987，我们的红楼梦》一起，

引发了几代观众与读者的“回忆杀”。 据悉，当年拍
摄 《红楼梦 》，很多的幕后工作人员包括演员都是
提前好几年进组的， 在他们共同生活的一段时间
里，王昆仑、朱家溍、沈从文 、启功 、吴祖光 、周扬 、

周汝昌 、曹禺 、邓云乡等数十位闻名遐迩的大家 、

名家先后为剧组开坛讲学。

选角和拍摄中的许多趣事在书中一一呈现 ，

那是在一群不图名利、 追求艺术的人身上才会发
生的美好的事。 比如， 拍摄时间太长曾是 “拦路
虎”，李耀宗曾因怕耽误自己的婚姻大事而拒绝过
导演王扶林的邀请。 不过导演许诺了他可以带女
友一起进组。 谁又会知道，李耀宗的女友不仅成了
探春的扮演者， 还帮王扶林导演了剧中好几个段
落。 她就是东方闻樱。

1982 年 2 月 23 日， 几家重要

媒体分别刊登了电视连续剧《红楼

梦 》的筹备消息 ，谁来出演剧中主

角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

有一批观众熟悉的演员， 如龚

雪、张瑜、郭凯敏、沈丹萍、刘晓庆、李

秀明等都要参与竞争。 但不久后，公

布了另一个消息：《红楼梦》 不用明

星，将全部起用新人。 剧组按计划将

在全国选出 60多名条件比较好的演

员， 于 1984年春季在北京圆明园举

办一期演员培训班。 令人意外的是，

直到第二期学员班结束，还没找到演

贾宝玉的人选。

哪有一个剧组马上开机 ， 而

主演还没有找到的 ？ 这让王扶林

很头疼。

这时有人推荐了欧阳奋强。 刚

好王扶林要去四川选景， 就带着王

熙凤的饰演者邓婕和李耀宗等人到

了成都。他请邓婕去找欧阳来见面，

但不巧的是欧阳奋强不在家。 邓婕

便给他留条， 上写：“电视剧 《红楼

梦》的导演王扶林想见你。明天上午

10 点到锦江宾馆来 ， 我在门口等

你。 ———邓婕”

欧阳奋强看到纸条觉得很意外，

心想“演贾宝玉这样的好事怎么会落

到我头上呢？ ”这时，爸爸“推”了他一

把：“对着有名的大导演，你这娃娃怎

么腰杆挺不直了呢，也许这就是一个

机会！ ”

于是，等不到第二天上午，欧阳奋

强被激励着从床上一跃而起，蹬着辆破

自行车直奔锦江宾馆而去。敲开 405室

的门，一位脸庞瘦削、个头不高但显得

很精干的老头儿出现在他面前，此人就

是王扶林。

问了他一些情况后， 王扶林开门

见山地说：“你有时间到北京来参加试

镜吗？ ”坐飞机去北京！ 这让欧阳奋强

兴奋不已，一口答应。 告别时，王扶林

又追上他叮嘱道：“你一定要来， 这是

一个很好的机会。 ”

1984 年 7 月 15 日，穿着皱巴巴的

背心、短球裤和一双塑料凉鞋的欧阳奋

强出现在试镜现场。贾宝玉的其他试镜

者们从他身边经过， 一个赛一个时髦。

剧组一个女同志撇嘴道：“你怎么这样

就来了？ ”

试镜结束，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欧

阳奋强被带去见了《红楼梦》编剧之一

周雷。 周雷见到他特别高兴，拿起相机

各种拍照。 这个举动，第一次让欧阳感

觉贾宝玉离自己很近。 而更让他意外

的是，回成都的机票竟是头等舱！ 虽然

王扶林什么都没说，但欧阳奋强对最终

入选有了强烈的预感。

他去崇庆县的山里拍了十来天的

戏 ， 再次回到成都就有记者找上门

来 ， 这时欧阳奋强知道 ， 自己就是

“宝玉 ”了 ！

就在电视剧 《红楼梦 》 筹拍不
久， 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要将 《红楼
梦》 改编成电影， 并由著名导演谢铁
骊、 赵元执导。 当时， 中国电影已经
有了 80 年的发展史， 而电视剧事业
仍处于起步阶段 。 在投资上 ， 电影
《红楼梦》 总投资达到 2200 万 ， 而
电视剧 《红楼梦 》 只有 680 万 ， 舆
论关注度后者也不及前者。

种种质疑和压力落在导演王扶林
身上。 他有个绰号叫 “王大胆”， 他
就是要拿着电视剧 《红楼梦》 去和电
影 《红楼梦》 拼一拼， 这样的抉择绝
对是种创作上的魄力。

87 版 《红楼梦》 演员来自各行
各业， 大部分都是非专业出身。 为让
新人更快找到感觉 ， 王扶林拍板于

1984 年春、 夏两季在圆明园和八大
处开设两期培训班。 演员们一边研究
原著、 聆听红学家的讲授， 一面练习
身段， 学习琴棋书画、 古代生活习俗
及影视表演。

“我要求所有人立刻开始读书。

我和他们一起生活， 一起读书。” 王
扶林认为 ， 只有既了解书里的宝黛
们， 又了解现实里的他们， 才有可能
成功。

经过耳鬓厮磨的三个月， 新人演
员们从一个个生瓜蛋子， 一步步接近
着 《红楼梦》 书中的人物。 用王扶林
的话说， 就是要 “他们和书中的人物
谈恋爱”。 时至今日， 他那句 “你不
会表演我不怕， 关键是你得像这个人
物”， 依然能给业界以启发。

王扶林： 办培训学习班， 让他们与角色耳鬓厮磨

穿着皱巴巴的背心、 短球裤和一双塑料凉鞋， 欧
阳奋强就去了宝玉的试镜现场。 试镜结束回成都时，

他发现自己拿到的竟是头等舱机票！ 这让他对最终入
选有了强烈的预感

87 版《红楼梦》里，每个演员都

是万里挑一选出来的，饰演林黛玉

的陈晓旭自然也不例外。 王扶林曾

试探性地问陈晓旭 ：“如果你不演

黛玉，其他角色你有喜欢的吗？ ”

“如果您让我演其他角色，观

众会说你让林黛玉演了别人。 ”陈

晓旭这样回答。

扮演林黛玉的演员， 必须要通

晓琴棋书画。 拍“黛玉抚琴”时，她要

弹奏一曲《高山流水》向宝玉倾吐心

声，情到深处，弦断音绝。 这是一场

韵深意浓的戏， 陈晓旭对古琴一窍

不通，但她坚决不用替身，第二天就

从中央音乐学院找来一位老师。

老师要陈晓旭弹一段给她听。

陈晓旭说：“我一点不会！ ”老师睁

大眼睛吃惊地说：“从来没有学过，

你后天却要弹‘流水’？不可能！ ”只

好现学现卖了，老师把一小节反复

弹了三次 ， 陈晓旭回忆老师的动

作，竟断断续续重复了出来。 记忆

力不错！ 老师纠正她的手势后又往

下弹 ，陈晓旭跟着模仿 ，竟可以连

续弹下几个小节了。 拍摄那天，王

扶林问她：“怎么样，不会穿帮吧？ ”

“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 ， 还能错

吗？ ”陈晓旭胸有成竹。拍摄非常顺

利 ，在琴弦断了的一刻 ，现场的人

都被感染了。

在上海青浦大观园开始“荣国

府元宵开夜宴”拍摄后，陈晓旭接到通

知， 可以趁空隙去拜访著名越剧演员

王文娟。 这是扮演王夫人的周贤珍撮

合的，她打心眼里喜欢陈晓旭，才有了

这次“黛玉”拜访“黛玉”。

车刚到门口， 王文娟已迎了出来。

陈晓旭是个有心人，准备了一堆问题要

请教王文娟。 比如，“林黛玉寄人篱下，

孤单无倚，体弱多病。 她和宝玉的爱情

又遭到封建势力的破坏，可拍摄中导演

提出还要表现她开朗、爱说笑，甚至逗

得别人捧腹大笑及尖刻、 孤高等侧面，

这样，观众能不能接受？ ”

王文娟听了很感兴趣， 她说：“过

去受时代所限，无论舞台剧或拍电影，

只反映宝黛的爱情悲剧。 实际上林妹

妹有时很开朗，笑得蛮多，有猛然笑，

抿着嘴笑， 嗤的一声笑， 笑得捂住胸

口， 笑得岔了气……” 王文娟如数家

珍， 还不无遗憾地加了一句：“我没你

们这样的机会， 要不， 我要好好地笑

笑！ ”说着她真的笑了起来。 王文娟还

提点陈晓旭：“黛玉难演，难就难在分

寸感 ，没激情会平淡 ，感情太强烈又

不像 ，尖刻了不可爱 ，不尖刻又不是

林黛玉。 ”

临别时，王文娟拿出一本《戏文》杂

志送给陈晓旭，里面刊登有她写的《我怎

样演林黛玉》。捧着它，陈晓旭喜出望外，

她知道这里面不仅有创造角色的丰富

经验，更饱含了前辈的期许。

黛玉精通琴棋书画，可是陈晓旭对古琴一窍不通。

怎么办？ “黛玉”自有办法。 三天之后，拍“黛玉抚琴”，

王扶林问她：“怎么样，不会穿帮吧？ ”“中央音乐学院
毕业的，还能错吗？ ”晓旭已胸有成竹

东方闻樱演 “探春 ” 无疑是

具有戏剧性的 ， 想当初她是跟着

李耀宗进的 “大观园”， 却因性格

与长相令人印象深刻 ， 成了王扶

林首批定下来的演员之一。

其实 ， 东方闻樱出道很早 ，

十几岁便演了电影 、 电视剧 。 个

性极强的她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演

员， 而是立志要报考中戏导演系。

备考期间 ， 东方闻樱结识了中戏

导演系 79 班一大批才子， 这个班

的学生很多都成了中国戏剧界中

流砥柱式的人物 ， 诸如查明哲 、

王晓鹰 、 宫晓东 、 娄乃鸣等 。 有

着男孩儿般性格 ， 又有着独特见

解的东方闻樱和这批人十分投缘，

经常在一起探讨艺术。

拍 《红楼梦 》 时 ， 东方闻樱

的导演才华已充分显现 。 最后阶

段 ， 王扶林忙于后期工作 ， 就把

“刘姥姥三进荣国府 ” “宝玉出

走 ” 和 “王熙凤之死 ” 三场戏交

给东方闻樱 ， 她协助李耀宗 ， 由

制片主任任大惠带队去拍摄 。 外

景地在东北一个鹿场 ， 最低温度

零下三四十度。

“宝玉出走 ” 这场戏在原著

中是这样描写的 ： 好一似食尽鸟

投林 ， 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

净。 拍这场戏， 东方闻樱设计了两套

方案。 一个是清晨太阳升起的雪地，

另一个是黄昏的雪地， 分别体现宝玉

两种不同的情绪。 在拍雪地行走时，

东方闻樱对欧阳奋强反复强调： “内

心情绪要转换为外部行为， 通过步伐

的变化来体现沉重感。”

开机后， “宝玉” 迎着夕阳一路

走， 越走越冷， 但东方闻樱一直没喊

停 。 一直走上山峁 ， 才传来一声 ：

“停！” 欧阳奋强已冻得失去知觉， 东

方飞奔过来， 嘴里一个劲儿说： “对

不起， 对不起， 我需要画面有个起伏

感， 所以让你走上山峁才喊停。” 而

邓婕拍 “凤姐之死” 就更受罪了， 整

个过程需要赤脚单衣、 用破席裹着，

在雪地中被人拖走。 邓婕冻得不省人

事， 但两位女性都有不惧严寒、 追求

完美的劲儿。

拍完 《红楼梦》， 东方闻樱转向

了幕后 。 由她制作拍摄的 《省委书

记 》 《女子监狱 》 《走过斑马线 》

《中国 1921》 《戈壁母亲》 等数十部

影视作品 ， 多次获得飞天奖 、 金鹰

奖、 “五个一工程” 奖。

而她和李宗耀， 后来也因种种原

因没能相伴一生。

戏内， 探春替王熙凤当了几天家； 戏外， 东方闻樱
替王扶林拍了三场戏， 结果把宝哥哥和凤姐都冻了个半
死。 她和探春一样， 个性极强， 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演员

上图： 87 版

红楼梦剧照

右图 ： 周汝

昌先生同宝钗

的饰演者张莉

说他对宝钗的

人物理解 ， 一

说几小时

下图 ： 为了

角色需要 ， 化

妆师拔了眉毛

重新画 ， 演员

们无人有怨言

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

87版《红楼梦》是这样拍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