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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摒弃一切浮夸，

用“克制”抵达每一个人物

影片《地久天长》将于本周五正式公映。凭借该片，王景春摘得银熊奖。这使

他成为国内第一个获柏林、东京两大国际电影节肯定的男演员———

顾惟颖

那是一个月前， 巴黎深夜的小马路上， 一身正装的王景春， 昂首阔步地走过街道。 他的左手
提着三天前刚刚斩获的柏林银熊奖杯， 那气势像是射下神兽后的大帝凯旋， 黑夜为之俯首。 有人
朝他按下快门， 闪光灯亮起的瞬间， 他露出一个睨视群雄的神态———王者， 只有这两个字能够形
容这一刻的王景春。 积蓄太久的锋芒与骄傲， 终于完完整整地， 当之无愧地给了他。

这是中国第一位将柏林和东京两大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双殊荣收入囊中的演员。 不过， 即
便他的精湛演技受到了国际奖项的肯定 ， 依然有很多人认不得这位我们自家出产的 “获奖专业
户”。 他和那些常年用心演戏， 却从未曾占据过流量榜的好演员们一样， 坚持只用作品与其所塑造
的人物来说话， 以至于人们仿佛是忽然之间 “发现” 了王景春。 他的经历就像古典戏剧中最浪漫
又吊足人胃口的部分， 执拗地守着一个信念去等待。 对于他， 是不存在意外收获的， 过去的每一
天， 都是走向今时今日的必然之径。

世俗称这样的成功为大器晚成， 却往往看不见一颗为艺术而生的虔敬之心。 曾经孤独的等待
未必只是艰辛， 至少对王景春来说不是———在表演之路上， 他感觉自己一直是个幸福的人。

“长得不大好看 ”， “长得像大

叔”， 是大学里其他同学对王景春最

初的记忆。 入校报到时，站在田海蓉、

薛佳凝、陆毅那一大群表演系的帅男

美女里，王景春几乎被其他系的学生

误以为是表演系的班主任。 这位小眼

睛的“男老师”蛮有亲和力，很快就和

“学生们”打成了一片。

上戏的表演系常有这种现象：外

形条件不优越的学生， 很可能专业特

别好。道理很简单，一个天赋过人的学

生， 是不会因为长得不够漂亮或者年

龄有点大而被错过的，譬如王景春。

但专业再好，走出校园后，也得接

受市场的检验。“不是大众看惯的英俊

小生”这一条，为王景春的事业增加了

不少难度系数。初出茅庐时，他在室内

情景剧《都市男女》中演蒋文彬，这部

戏虽不及后来的《武林外传》那么火，

但三百多集的长度， 王景春演绎的上

海男人还是给人留下了印象。 拍完此

剧，他没像其他几位年轻主演那样，继

续演风靡全国的情景剧。 虽说演员是

个经常被挑选的职业———尤其在尚未

扬名时，可王景春却非常“挑”戏，推掉

了很多自己缺乏认同感的角色。

相比不被关注， 他更害怕的是演

着演着“演油了”。

为了不做消极等待，他离开上海去

北漂。 几年内，王景春演了很多制作经

费有限的数字电影。 那段时间在他看来

是重要的“练手”经历，也为他赢得了第

一座奖———电视电影百合奖优秀男演

员。 数字电影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创

作上精工细作， 利于认真走心地演戏，

也为他一心想演艺术电影的志向，打下

了扎实的基础。 从王景春一路以来选

戏的 “偏好” 看， 就能看出他对文艺

片的一往情深。 无论是商业电影电视

剧他都用心演， 但他特别看重的还是

与优秀的 “作者电影” 的导演们的一

次次合作， 宁瀛 ， 王小帅 ， 张艺谋 ，

刁亦男……这些人几乎足够撑起中国

艺术电影的大半边天， 而王景春就像

是在高空来回盘旋的一头鹰， 用徐徐

滑翔表达着他对天空的赤诚。

王景春在私底下是个很重情

的人， 因为 《地久天长》 而获奖

之后， 在获奖感言里， 他特别感

谢了大学时的恩师赵国斌和糜

曾 。 其实 ， 在他的艺术道路上 ，

还有一位很重要的 “老师”。

在新疆阿勒泰部队大院长大

的王景春， 童年最开心的事， 就

是跟着大伙儿集体去看电影。 十

几岁时观看张艺谋的 《红高粱》，

给了当时的他一生难忘的震撼 。

他第一次知道， 电影还可以是这

样的。 于是， 一颗文艺的心早早

树立了自己的理想， 他不仅要当

个好演员， 还要演有人文深度的

艺术片。

很多年后， 王景春已经演过

很多戏， 有一次听说 《金陵十三

钗》 剧组有一个 “龙套” 需要人

演 ， 他竟然非常重视地前去争

取 。 要知道 ， 这是一个没有台

词、 没有姓名的老兵呀， 在影片

里只是一晃而过， 放映时很多人

都认不出来是谁演的。 但就为了

这么一个小角色， 他在剧组里呆

了两个月， 每天悄悄站一边看张

艺谋拍戏， 感觉受益匪浅。 王景

春说， 这是特别珍贵的一次客串

经历 ， 因为他是去向偶像学习

的。 有意思的是， 张艺谋在上世

纪 80 年代主演的 《老井》， 也曾

拿到过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

员奖， 这部电影王景春是在幼年

时期观看的 。 隔了 27 年后 ， 他

也站上了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

演员的领奖台。 去年， 张艺谋拍

古装片 《影 》， 王景春在其中寥

寥数笔的表演老辣至极， 几乎为

全片起到定海神针式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王景春

还以他与廖凡共同创立的春凡艺

术电影中心的名义 ， 做了一次

张艺谋作品展映 。 他是用特殊的

方式 “感恩 ” 张艺谋当年对他的

启蒙与引导 ， 他们之间的缘分或

将还会继续。

特别爱穿黑色山本耀司套装

的王景春 ， 是不羁与严律的合体 。

他平时不随便和人聊表演 ， 这是

他顶真与倨傲的一种表现 ， 越热

爱越不轻言 。 他亦是一个爱人间

烟火气的演员 ， 因为爱美食而开

了家餐厅 。 他对 “吃 ” 这件事的

热衷与挑剔 ， 不亚于演戏 ， 他做

的新疆抓饭 ， 比饭店里的还要好

吃 ，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 ， 他永

远力求完美 。 身为西北汉子 ， 他

的性格既有霸气的一面 ， 也兼具

水瓶男的细腻善感 ， 擅长从不同

的生活内容里去吸纳创作素材 ，

无论是念大学之前在新疆百货大

楼里卖童鞋的经历 ， 还是近两年

去商学院学习 ， 在王景春看来 ，

都是难得的 “下生活” 体验。

王景春说他喜欢女作家李娟

的作品 ， 她笔下的阿勒泰也是他

的故乡。 阿勒泰的冬季是难忘的 ，

大雪天漫长又浩荡 ， 不管雪有多

大 ， 早起的人们还是得去上班 、

上学。 幼年时的景春像大人一样 ，

每天自己动手 ， 用铁锨在厚厚的

积雪里铲出一条雪道 ， 然后走上

去往学校的方向 。 堆积如山的寒

冷里 ， 他自己都记不清铲过多少

次雪 ， 只记得路 ， 是要那样一点

一点铲出来的。

如今 ， 冬天的雪季已完整地

过去 。 春天缓慢 、 有力地转过身

来 。 太阳星辰随之明亮 ， 荣光似

锦 。 有所热爱 ， 是一切荒涩的消

融 。 而王景春 ， 在走过许多路以

后， 正在以他最深沉的地久天长 ，

带给我们一场来之不易的， 春天里

的感动。

如果说那些优秀的 “作者电影” 的导演们
撑起了中国艺术电影的大半边天， 王景春就是
在高空来回盘旋的一头鹰， 用徐徐滑翔表达着
他对天空的赤诚

一位观看过 《地久天长 》的业内

人士，将王景春与《白日焰火》里的廖

凡做了个比较：“廖凡演的张自力，和

现实生活里的他很像，但那未必真的

是他 ；而王景春演的刘耀军 ，完全不

像平时生活里的他，但那就是他。 ”

同样是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走出来的、 不那么好看的男演员，都

得到过国际奖项的认定，假如说廖凡

的表演里布满神经质的挣扎，那么王

景春的表演特质恰恰是稳准的控制。

王景春说他塑造角色时，会先最

大限度地去掉自己， 尽量用一个旁观

者的视角去贴“那个人”。 他摒弃一切

横加的浮夸，用“克制”来抵达人物，抵

达之后再把自己融入。 看王景春演过

形形色色的角色， 各式各样的身份与

人格， 每一个都逼真到就是你我身边

会随时出现的人， 有多么克制理智的

力量， 就有多么细致入微的刻画。 警

察，语文老师，商人，狙击手，元帅，地

下党，房东，工人……让人不易记住的

相貌平平， 反而成就了他打破局限的

优势。没有一种人物，是他不能高度复

原的。 看他演戏，会让人想起已故的

表演大师石挥。 正如导演朱枫所言，

王景春演戏是模糊掉本色表演与性

格表演之间的界线的，这是他最有光

彩的地方。

2013 年，王景春主演宁瀛导演的

《警察日记》。 为塑造内蒙古东胜市公

安局局长郝万忠，他特地为角色增肥

二十来斤，演戏时努力贴近人物的日

常特征 ，无论站还是坐着 ，一直保持

微微侧着身子和人说话，拍摄期间还

被误认为是真的执法人员。 这样一个

英模人物 ，为他赢得了华表奖 、北京

大学生电影节等数个电影方面的最

佳男演员提名，更是摘下了东京国际

电影节最佳男演员的桂冠 。 与此同

时 ，他一如既往地继续低调 ，大部分

观众并没因此真正“认识”他，只晓得

很多好戏里，都有王景春这个人。

王景春说，看《地久天长》剧本时，

自己能感受到， 刘耀军这个角色仿佛

就是为他写的。 这种心动的感觉，召唤

着他用自己磨砺了半生的心曲， 去作

一次深切的回应。

在谈及这部电影的创作初衷时 ，

王小帅曾这样表述：“生命只有一次 ，

而告别竟如此漫长。 ”人的成长是由一

次次不舍的告别铸就的， 每个人的心

里，都有一段未曾合上的情愫，如同漫

无止境的影子，伴随人一生。

18 岁那年父亲去世， 王景春肩负

起了照顾母亲与弟弟的担子。 从此，他

再也不能是那个叛逆的儿子。 父亲的

离去使原本“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日子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很少与人细说

那一段。 父亲在世时，是位军人，不擅

表达，很严厉。 王景春继承了父亲身上

那种认真、硬朗与隐敛。 过早缺席的父

亲，对他的生活影响很大，那是一种无

法言说的烙印。

《地久天长》刚开始建组时 ，女主

角咏梅对比自己年轻了几岁的王景春

不是“很放心”———晚婚的景春那时才

刚当上父亲。 很多职业跨度、性格跨度

可以通过演技去实现， 可这样一部三

小时的 “扎实到土里” 的现实主义作

品，将为父之痛从年轻演到老，不是光

凭任何一种“技术”可以撑起来的。

但一开拍，咏梅就踏实心定了，两

个人的艺术经历、 观念奇迹般地一致

与合拍，与王景春的“结对 ”几乎可以

用“默契到天造地设”来形容。

《地久天长》是一部将心碎藏在心

底的故事， 它表达的是人无法避免的

那种失败与无常，以及面对那一切时，

普通人是如何尽可能地想去留守住爱

的体面。 王景春“因父之名”，把普通人

的整整三十年哀伤与冷暖呈现给人

们，也将此与天上的父亲，作了一次深

情又隽永的对接。

王景春 “因父之名”， 把普通人的整整三
十年哀伤与冷暖呈现给人们， 也将此与天上的
父亲， 作了一次深情又隽永的对接

阿勒泰的冬季， 大雪天漫长又浩荡。 堆积
如山的寒冷里， 幼年的王景春记不清铲过多少
次雪， 只记得路， 是要那样一点一点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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