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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中，于和伟饰演陈独秀

荩《军师联盟》中，于和伟饰演司马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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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孤岛主

于和伟：具体而微的风发与沉默

在刚刚收官的 《一年一度喜剧大

赛》总决赛中，三大导师之一的于和伟

带领的喜剧社团“三板大斧子”凭借作

品 《热搜预定 》，成为该节目第一季的

年度喜剧社团。 这是于和伟在大众视

野中的最新亮相，节目中，他亦亲自上

台助演， 相对少见地外露了他的喜剧

才能。

身处强大的演员
阵列之中，显出独善
其身与处变不惊

过去二十年来，于和伟被深度绑定

于大众心中的形象并不以喜剧感为首

要，甚至并不是现代人物，而是他演的

一系列三国戏中的不同角色。早在1999

年的电视剧《曹操》中，他饰演的荀彧就

隐然呈现大隐隐于市的风范：曹操令儿

子送给病中的荀彧一盒点心，荀彧一人

独对食盒之时，注目在食盒，面无表情，

无力地垂下右手，费力地站起来，缓慢

移动双脚，一步一步地接近食盒，躬身想

要去开盒，犹豫半晌，停下，直起身板，目

露逐渐坦然神色， 终于下定决心拢身双

手捧起盒子，又进入迟疑状态，缓慢推开

食盒盖子，见到内中空空如也，他仍无表

情，知道儿子进来询问，才带着戚容与悲

凉，叹道“丞相，你真是用心良苦。 ”这一

整段戏持续了五六分钟，除了凄凉笛乐，

别无多余对白，于和伟时年28岁，已经将

这个发丝苍笼、行动迟缓，然而头脑依旧

清晰，情感仍然炽烈的一代谋臣在生命

即将终结之际的方方面面状态诠释得

非常到位。 荀彧在《曹操》中自然只是一

个配角，但具体的戏份中表现出于和伟

职业生涯早期对表演相当深刻的认识。

这也许部分预示了其时仍属名不

见经传演员的于和伟后来选择的路数，

即绝非单纯类型化塑造角色。 2010年代

之后的两部重头戏《新三国》和《军师联

盟》中，于和伟前饰刘备，后演曹操，方

法几乎与二十年前并无二致，但呈现出

来的人物气质、性格质感绝不相同。 《新

三国》里的刘备，在东躲西藏的阶段，待

人接物，往往脸上流露诚挚笑容，及至

汉中称王甚至出兵伐吴阶段 ， 逐渐霸

气外露， 人物的发展逻辑是身在屋檐

下 ，不得不低头 ，一旦登高处 ，便无所

隐藏， 要将内心最直接的情感外化于

兵戈相见， 人物自身逻辑在生命的前

后阶段有明显的变化。 面对《新三国 》

这样的超长篇剧集， 于和伟身处强大

的演员阵列之中，显出独善其身与处变

不惊。 在刘备投奔袁绍的段落中，于和

伟将刘备身上的英雄气压到最低，令这

个人物在回答袁绍问题时始终低着头，

没有败军之将的哀戚，也不见分分钟立

投名状的慷慨激昂。 刘备在这场戏中，

仅仅是拱手，一字一句，面无表情地陈

述，将满心的落魄隐忍在心里。 窃以为

这段戏，比后来刘备掌握了西蜀大权后

的逐渐失控要动人，首先是角色身处当

时情境的心迹较后来要复杂 ， 其次就

是，于和伟在此中的表演，非常注意描

摹角色的心理细节，因而能够成就一个

电视史上最独一无二的刘玄德。 《新三

国》演员阵容群贤毕至，陈建斌饰演的

曹操、 倪大红饰演的司马懿都算出彩，

非常容易令观众产生移情，唯有于和伟

的刘备，既贴合角色本身长期以来在观

众心目中的定位，又有自己独特且不露

雕琢行迹的处理，成为他个人风格的一

次集中表露。

这种方式甚至延续到了于和伟饰

演曹操的《军师联盟》中，面对臣下劝进

的晚年曹操，只微一扬首，说一句“就让

孤做周文王吧”，与剧中当他傲世天下之

际表现出的落寞堪成对照，是一个“世人

谁知英雄魄”的孤独将相形象。 可以说，

跨度长达二十年的数部三国作品， 建立

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 “于和伟表演体

系”，这个词当然说起来比较草率，但窃

以为可以比较直观兼客观地见出透过不

同性格特点与地位变化的角色， 于和伟

是如何先化为角色， 进而将角色群体归

整为自我表演风格的有机构成的。

以深度揣摩角色
人性丰富面向的方
式，塑造有血有肉的
各类人物

早在上海戏剧学院念书期间，于和

伟已经参与了电影拍摄 。 在1993年的

《血色玫瑰》中，他客串出演一个参与贩

毒团体的小伙子，于被警察包围搜捕的

当儿， 仍然深陷染毒的迷糊状态中，虽

然是一个可以说无足轻重的龙套角色，

但保持了基本的角色塑形状态，有机搭

配到电影的整体氛围中去 。 此后整个

1990年代，他表演行践的主战场 ，都在

小荧屏上。

在《大宅门2》中，于和伟饰演无缘

继承家产而失心疯了的白家第三代白

占安，角色由纨绔子弟蜕变成为真正的

“下流寄生虫”，实际上是在时代剧中屡

见不鲜的模式。 于和伟诠释这个角色，

仍然依照循序渐进的平和逻辑，角色在

剧作前半段的乖张行止，并不能完全凸

显出于和伟表演所谓“过人之处”，恰是

在角色心性急转直下的当儿，于和伟开

始了静默中爆发式的发挥， 在剧中，当

失去了继承机会的白占安在胡同口望

着祖父白景琦冷漠地走进门时，他的面

部表情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在一个

编排性极强的脸部特写镜头中，白占安

先是凝神望向镜头，表层意态极尽庄重

认真，似乎与之前角色的性格形成了堪

称恐怖的鲜明对比，随后他踉跄着往前

走了几步，抿起嘴，流露出一瞬间的失

望神色，转头往地下状似随意地吐了口

唾沫。 这口唾沫，成为这整场戏的一个

戏核，在其前波澜不惊的走动与凝视动

作里，时间在白占安的聚精会神中得到

一定程度的延宕。 突如其来的 “呸”一

声，似乎打破了某种恐怖平衡，随后白

占安的动作节奏开始骤然加快，他对着

镜头又“呸”了一记，在短暂的停顿中，

他的表情也近乎凝固， 随后第三吐时，

整张脸仿如突然展开，开始了极具消解

一切意义的冷笑，再吐一口，白占安狂

笑不止，随意四顾，对着空落的大门开

始吐个不停。这一系列动作由相对静止

的姿态开始，一气呵成到一种极端外化

的动态，完成了人物从一个正常人到疯

癫状态的全过程转换。

自然，《大宅门2》 并未直接为于和

伟换来顶流小生的地位，但却又一次证

实了他在表演过程中把握富于形象性、

典型性动作并沿着角色的动作逻辑线

索缓慢释放出来的特点，即便饰演的是

白占安这样一个容易被塑造成单一性

格的配角。

整个2000年代，于和伟参与了起码

八部高希希导演的电视剧集，在回忆与

高希希第三度合作的《搭错车》时，他非

常详细地形容高导“会让演员有足够的

创作空间来自由发挥，拍戏时，他还会

根据演员脸部最上镜的一面找机位 ”，

以此说明他与高导在拍戏现场的默契。

从这就不难理解2004年他们首度合作

《历史的天空》，于和伟饰演的“坏角色”

万古碑令其获得了极强的观众缘，这其

中的关键除了于和伟自身收放精准的

表演方式之外，更有他与导演合作中产

生的火花。 据于和伟自己描述，万古碑

因为怀抱着对女主角的爱恋，始终无法

表露，他与导演商量，在于女主角墓前

忆往的戏份中，加上了掏出一支一直想

要送给她的钢笔，唱出刘半农的《教我

如何不想她》曲子的动作，令这个反派

角色丰满了生动的性格 。 由万古碑到

《岁月》中的吴过，再到《追击者》的曹若

飞，秉持“进入反派角色的内心”的于和

伟，以深度揣摩角色人性丰富面向的方

式，成为某一阶段塑造有血有肉反派的

专门户，后来他以同样的求真方式投入

到《真情时代》《刑警队长》等剧中正面

角色的表演中去，亦成功改变了戏路。

三度饰演陈独
秀，实现了对这个人
物的全方位锻造

简单中求复杂，令于和伟可以胜任

许多过往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会触碰到

的特殊角色，三度饰演中共党史上传奇

性人物陈独秀，亦因此成为于和伟表演

生涯中绝对绕不过去的重要序列。

于和伟首次出演陈独秀是在电视

剧 《中国1921》中 ，以一种相对与他惯

用的低调方式有所不同的姿态凸显

出陈的执拗性格 ，比较突出他特立独

行的那一面。 因为这部剧关注的是陈

独秀在1918-1921年间的事迹 ，介身十

月革命及其后风云激荡的时代 ， 于和

伟的表演更趋向于对角色内在心绪的

外化过程。

第二次则是在电影 《建军大业 》中 ，于和

伟饰演的陈独秀， 身处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

的1927年，仍不愿意放弃对国民党的依赖，拒

绝武装抵抗。 这部片中的陈独秀形象，是直接

与代表了当时党内正确意见的毛泽东、 周恩

来等人相对立的， 亦是于和伟的三个陈独秀

中最趋向脸谱化的一次表现， 比如在会场上

直接歇斯底里发飙， 表现出这位党的首任总

书记人生急转直下的焦虑关头。 这几乎也是

于和伟最为直白外化人物性格的为数不多的

几个例子之一。 考虑到主创团队对于此片题

材把握的审视角度， 陈独秀在此片中的地位

份属陪衬，谈不上精彩。

然而这个比较“失败 ”的案例 ，在数年后

又衬托了同一个角色的“成功”：2021年《觉醒

年代 》直接以1915-1921年为背景 ，将陈独秀

主编的《新青年》作为贯穿始末的线索表现 ，

令这个角色成为剧集的灵魂人物之一， 因而

也有了更丰富细腻的表现。 在回到母校上海

戏剧学院与师生交流时，于和伟提到，在为角

色做准备查看资料时，曾经看到一张照片，对

他塑造角色深有启发， 在北大校园里的一张

合影中，置身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

人之中的陈独秀，真的“一枝独秀 ”地将一只

脚伸在蔡元培面前， 与其他几位教授正襟危

坐的知识分子做派大异其趣。 这自然并未直

接投射到于和伟在《觉醒年代 》的表演中 ，但

这样不经意的一瞥， 令其对角色身上可爱生

动的部分，有了直观认识。 表演系老师曾经教

导过他：“会演的演人，不会演的演戏。 ”若前

两次陈独秀， 尚停留在关注角色身上特定侧

面的“演戏”阶段，那么《觉醒年代》则完成了

将角色还原成为身处具体历史背景中活生生

的人的过程， 实现了对陈独秀这个人物灵魂

的全方位锻造， 令其与前两次的表现有了质

的飞跃。

非常有趣的是 ， 于和伟饰演过的角色

中 ，最为繁复精彩 ，常常闪现出 “最好的艺

术说不清楚 ” 光芒的郑县长 、 曹操和陈独

秀 ， 分别令其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

男配角 、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配角

以及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 。 他们有力地证

明了于和伟深耕影视表演的这二十多年最

富创造力的能量之所在 。 从很早时候 ，于和

伟就在诠释角色的过程中追求一种 “神似 ”

的深度模式， 当然成果不一定都尽如人意 ，

但从荀彧、万古碑、白占安及至陈独秀 ，可以

清晰地看到这位并未以“流量明星 ”“一线小

生”而负有盛名的演员一以贯之的踏足角色

人性幽深的努力， 在五十岁到来的时刻 ，他

迎来了表演艺术意义上的事业高峰 ，这绝非

偶然，亦不算迟来，对一个演员来说 ，只存在

进阶到一定程度的精彩角色的迟到 ，而并不

存在生理年龄对某一些重大名利时刻的错

过。 对于和伟来说，从龙套到最佳男主角，路

虽长， 倒也符合追艺人不断进取的规律 ，站

在今日的时空，不知不觉他已经拥有了许多

经典角色，且这些角色并不会随着时代的变

迁而轻易被遗忘，这便是于和伟自属的意气

风发。

（作者为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影评人）

电视剧 《不惑之旅 》仿佛一部穿了
佳构剧外衣的中国版《简·爱》。 19 世纪
中期，《简·爱》在英国发表的时候，以法
国斯克里布为代表的 “佳构剧 ”正风行
欧美舞台。 佳构剧后来成为贬义词，剧
情有一套打不破的程式， 却脱离现实。

《不惑之旅》采用了佳构剧常见的套路，

播出后收视率高开低走。 不过剧崩了，

好演员的表演却令角色不崩。

这位让观众刮目相看的好演员，是
45 岁的女演员刘威葳。 剧中，她与几乎
同龄的梅婷有大量对手戏， 互飙演技。

相比梅婷饰演的女主角———质朴的女
教师简单，刘威葳饰演的王忆如是个精
神病人，人设并不讨喜。 她却凭着过硬
的演技，让这个“疯女人”配角焕发出与
众不同的光彩———她时而优雅时而疯
狂，有种病态而脆弱的美，意外圈粉。 这
个角色的塑造，也为该剧贡献了一个为
数不多的亮点。

事实上，刘威葳一直是被低估的女
演员。 早年，她以央视外景主持人身份
为观众熟知 。 而她在影视圈扬名的作
品，是《红十字方队》。 当时刚从北电毕
业的她 ，在其中扮演女二号司琪 ，身份
是军医大学的女兵。 虽是新人，但刘威
葳对角色的理解到位 ， 表演富有层次
感，把司琪的青涩、倔强、善良诠释得丝
丝入扣。 2003 年，27 岁的刘威葳与孙
红雷合作《征服》，演绎“大佬的女人”李
梅，在剧中和孙红雷饰演的刘华强亡命
天涯， 更是给很多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李梅并非脸谱化的“蛇蝎女人”，而是良
心未泯。 杀人不眨眼的刘华强，最后竟
被李梅说服，选择束手就擒。 在剧中飙
对手戏时，刘威葳没被孙红雷的气场压

住，颇为不易。

出道 20 多年， 刘威葳并不缺代表
作，除了《红十字方队》《征服》，还有《蜕
变》《左右》《遥远的婚约 》《我的团长我
的团》《双探》等。 她扮演过的角色，往往
不是女一号， 却又具有强烈辨识度，几
乎没有雷同的风格，有时甚至抢了主角
的风头。 无论古装戏，还是时装戏，她的
表现 ， 往往都能超出观众对角色的预
期。 这既与刘威葳作为演员的天赋息息
相关，同时也与她的爱好有关———她热
爱阅读，钻研角色，演谁像谁。

这一次，《不惑之旅》里的“疯女人”

王忆如同样给了观众惊喜。剧中，忆如、简
单、马列文的三角关系，对应的是《简·爱》

中的前妻伯莎、家庭女教师简·爱和男主
人罗切斯特。 与心智正常的女主角简单
相比，“疯癫的前妻”这个角色可谓烫手
山芋，难以驾驭。

美国两位女性学者桑德拉·吉尔伯
特、苏珊·古芭合作的学术专著《阁楼上
的疯女人》1979 年出版后，意外成为畅
销书。 两位作者通过对此前西方文学的
爬梳和细读 ，从文学史中打捞出了 “疯
女人”这一十分典型且重要的意象和母
题。 该书关键词“阁楼”和“疯女人”的直
接来源，正是小说《简·爱》。 两位研究者
认为，罗切斯特客厅的家庭教师简·爱，

和阁楼房间里关着的疯狂前妻伯莎，看
上去是天使和疯妇般的二元对立，但事
实上， 简·爱和伯莎，“其中一个代表的
是能够被社会或者传统所接受的人格，

另一个则是自由 、不受约束 、经常具有
毁灭倾向的自我外化。 ”而 “每个温顺
善良的女人背后，都或多或少拖着一个
癫狂的影子。 ”

“疯女人 ”不仅存在于西方文学史
当中 ，也广泛存在于华语世界 ，譬如曹
禺《雷雨》中的繁漪。

但华语世界里著名 “疯女人 ”的行
为模式，和《简·爱》中的伯莎不一样，往
往优雅而疯狂。 被多次搬上舞台及大小
屏幕的《雷雨》里的繁漪，哪怕歇斯底里
对家人乱发脾气 ， 身上的旗袍依然是
“战袍 ”，不会出现不体面的褶皱 ，脸上
的精致妆容也不会花掉。

刘威葳在演绎王忆如时，也适当借
鉴了繁漪这类疯女人形象的呈现方式。

《不惑之旅》中的王忆如，哪怕活动半径
仅限于自家别墅， 也永远盛装打扮，仿
佛随时要参加高级社交活动。 王忆如并
没有像伯莎那样被严严实实地关起来。

和欧洲著名的“疯女人”形象相比，

王忆如疯得既优雅又有尊严。 她甚至能
偷溜出疗养院、在公园的湖上泛舟。 她
还能在生日当天光明正大地从疗养院
回家。

刘威葳以精湛的表演赋予了这部
剧罕见的喜剧感。 特别是在演绎忆如一
本正经强迫马列文到医院做检查、发誓
要治愈他各种身心疾病的那些桥段，承
担了全剧最密集的笑点。 忆如的行为虽
然荒唐 ，但她心眼不坏 ，神态不时还流
露出一种难得的纯真。 她没有像影视史
上常见的疯女人那样以披头散发乃至
邋遢形象示人 ， 相反总是打扮得很精
致，动作优雅 ，语言文艺 ，眼神生动 ，仿
佛永远活在小说和话剧里。 刘威葳把舞
台剧的表演方式应用到影视剧的表演
中 ，处理台词的方式张弛有度 ：呈现疯
癫状态时 ，她眼神专注 ，张口说话就像
背台词 ；神志正常时 ，用正常的语速和

神态。 她恰到好处地诠释了一个沉迷在爱
情小说世界里无法解脱的躁郁症患者。

忆如比伯莎要幸运得多。 只要听老
公的话、听爸爸的话、听医生的话、顺从
被安排的人生 ，就能衣食无忧 、姿态优
雅地在国内外一线城市生存，而不会因
贫穷和疯癫而像欧洲历史上的疯子们
那样被置于空中的透明阁楼里示众和
展演。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提及：展示
疯子， 是中世纪一个非常古老的风俗。

比如 ，在德国的某些疯人塔上 ，装有栅

窗，可以让人们看到锁在疯人塔里的疯
人。 之后，这种风俗继续发展，几乎成为
巴黎和伦敦的一种特色景观 。 福柯发
现，“迟至 1815 年，据一份提交（英国）

国会下院的报告说，伯利恒医院在每个
星期日展览精神病人，参观费为一便士
……这就是说，每年参观者多达九万六
千人次。 ”欧洲的收容院因此具有一种
囚笼的隐喻。

史料中记载的欧洲距今已有两百
年的距离。 21 世纪的“疯女人”王忆如，

可以被亲情治愈。

《不惑之旅 》对王忆如的出路安排
得非常体面：马列文把大部分财产留给
她 ，女儿主动提出要出国留学 ，然后她
选择出国陪读。 她的结局很偶像剧。 中
国版《简·爱》里 ，“阁楼上的疯女人 ”的
这个结局，大概是 1847 年夏洛蒂·勃朗
特发表《简·爱》时无法想象的。

而刘威葳也因 “疯女人” 王忆如一
角，证明中年女演员同样可以戏路宽阔。

（作者为文学博士 、上海政法学院
教师）

在“剧崩”中把演技飙出新高度的演员
谢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