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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播出后，很多导演
开始对“三国”趋之若鹜，“原因
只有一个，就是能出名”。但《三
国演义》人物多、武戏重，拍摄效
果难以估计，央视最终还是找到
了“王大胆”。

此时的王扶林正面临退休，
“台里任命我，我要识抬举。”即
便当时他需要迈过另一道险峰，
即中国首创的“总导演制”。为加
快拍摄速度，台里决定开创分导
演制，任王扶林为总导演，并为
他安排五位有作品、有名气、专
业强的执行导演。

王扶林当时正在通读《三国
演义》，顺手就将开篇的两句话
作为了总导演准则，“天下大势，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与如今诸
多总导演更多只是挂名“指导”，
而非亲自上场“执导”不同，所谓
合，即要求所有导演、摄像、美工
等，必须和他一起研究剧本、定
演员、定服装。84 集的剧本，王
扶林和主创每周探讨两集，耗时
十个月。而所谓分，即总导演必
须尊重每个导演的创作理念，但
也需要负责抽查拍摄素材、剪辑
素材。最后所有镜头、音乐、配音
等细节归到他来一一审查。

《三国演义》拍摄时长四年，
在云南取景期间，导演和演员只
能住在潮湿的帐篷里，诸葛亮扮
演者唐国强住的床位费每天只
2 . 5 元，但没有演员轧戏、喊苦。

在半年多的后期制作中，王
扶林对数万个镜头一个个反复
看、反复剪。如今诸多电视剧为
赢得效率、配合排期，或注水或
剪辑粗糙，当时若遇到需要修补
的镜头，王扶林会第一时间召集
30 人的“补拍队”补拍、重拍。

《三国演义》之后，王扶林渐

渐淡出了电视界。而关于“红楼”
关于“三国”也有了各式各样的
版本，有的声势浩大，有的戏说
甚至恶搞……“如何看待后来的
翻拍版本？”对于这个必问环节，

“我就是怕有人像你这样问我，
所以我从不看翻拍，不好说。”

据《新京报》

62岁的周润发近来减少接
片量很少公开露面，然而人红
是非多，近日有网友疯传他已
死亡消息，甚至还有人截图放
上新闻画面，引起不小的讨论，
对此他妻子出面回应，周润发
目前在家休息非常健康。

周润发近来少接片约，少
在幕前亮相，多和妻子出席活
动、约朋友运动等。然而，日前
微博上疯传他已经因急病被送
医，抢救无效后宣告死亡，甚至
还有新闻画面佐证，造成不少
人误解引起骚动。在微博和微
信有网友附上一名女主播播报
周润发过世新闻，标题还写上

“一代影帝周闰（润）发昨天因
病医治无效在香港去世”，不过
网 友 称 其 把 名 字“ 润 ”打 成

“闰”，显然是在造假，却仍造成
疯传，不少人觉得前几天还现
身活动的人竟然就这样离开，
都让人难以相信。

面对周润发被疯传死亡消
息，妻子陈荟莲听闻消息时连
连否认，还说老公好好的待在
家里休息，“不知道有多健康
呢”，让网友都大松一口气。

徐明

周润发被传离世
妻子回应否认

由蒋勤勤主演的《海上牧
云记》正在播出。她说，上一次
接受如此密集的宣传，还是
2015年参演陈建斌首次执导的
电影《一个勺子》。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成为琼
瑶剧女主角，到随后接演电视
剧《半生缘》《乔家大院》，蒋勤
勤一直想摆脱花瓶的标签。直
到2006年结婚、生子，她开始降
低接戏的频率，“那时我开始觉
得，家里更需要我、孩子更需要
我，所以我更想和他们在一
起。”但蒋勤勤对家庭的倾斜，
并未减少外界对她私人感情的
关注。今年7月，她首度在微博
上正面回应了“插足陈建斌和
前女友感情”的传闻，“以前我
并非容忍，而是没时间去关心
这些东西。这也可能是我工作
属性需要承担的。”而她之所以
选择站出来，也是为了保护儿
子不被流言波及。 西蒙

蒋勤勤为家庭
减少作品

12月4日晚，尹正通过微博
上传享受美食的小视频，并称：

“曾经我问过他，全世界的食
物，荤素任何一切食物都算上。
只能选择一种，吃一辈子，别的
永远不能碰，他会选什么。我本
来以为他会选择鸡。因为，他真
的很爱吃鸡，我们曾经也有过
一顿午饭三只整鸡的辉煌战
绩。但他想了许久，给出的答案
是——— —— 螃蟹。接下来的日子，
就是全横店的螃蟹快被我们灭
绝。在这里，我要艾特他——— ——
@陈赫。”

视频中，尹正坐在餐桌前，
手拿螃蟹，大口品尝，看似非常
享受。稍后，陈赫评论并喊话
称：“你真的是让我坐立不安！
你在向我宣战！”网友看到此视
频后，围观并留言道：“你们会
被赶出横店的。” 弥尔

尹正陈赫吃到
横店螃蟹灭绝

一曲《枉凝眉》，一部《红楼梦》，每每重温依然是不少人心中的经典。在那个没有巨额投资，没有先
进特效的年代，王扶林成就了 87 版《红楼梦》和 94 版《三国演义》。1983 年，尚未有人敢将名著搬上电
视荧屏时，他向央视主动提议并执导了《红楼梦》；1989 年，又是他“临危受命”执导了《三国演义》，开
创了中国电视剧总导演制。“那些年电视剧刚兴起，条件也不好，你没有这个胆识，没有这个眼光，很多
事情是根本办不成的。”说这话时，眼前的这位老人已经 86 岁。“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接受媒体的采
访，聊《红楼梦》和《三国演义》了。毕竟都是过去那么久的事和作品了，现在是新人辈出的时代了。”

上世纪70年代末，周期制作
短、经费投入少的电视剧开始代
替电影，逐渐深入百姓的生活。
彼时国内电视剧更多像是广
播剧，制作简单，人物少、场
景少、语言多。

然而，美剧《加里森敢死
队》的引进却引发了一场“万
人空巷”的追剧热潮，故事之
间相对独立，但主要人物又
贯穿到底。对比之下，国产剧
难免过于粗糙。时年，不到 50
岁的王扶林正在中央电视

台文艺部戏剧组做导演，这场热
潮让他异常兴奋，“为什么国内
不搞这样的连续剧呢？”正值
1980 年，台里收到《敌营十八年》
的来稿，王扶林向领导提议将其
拍成连续剧。

上世纪 80 年代的拍摄条件
十分拮据，台里并没有专业的制
作部门，美工团队只做过新闻，
更不要提什么道具、服装、摄像、
灯光等工作人员的缺失。

“我们只能自己建班子。”这
支只有五个人的初期班子，包括

王扶林、一个美工、一个制片、两
个导演，他们四处招兵买马；没
有服装部门，就到处借衣服。

直到开机前，王扶林才发现
很多戏服并不合身。饰演男主角
江波的演员张连文是个身材魁
梧的大块头，借来的军装太小，
裤子也没借到，最后他只能将主
角的全身镜头都改成了半身。八
个匪兵，只有两条军裤，有裤子
穿的站在前排，用身体挡住没有
裤子穿的演员。

作为国内首部电视连续剧，
《敌营十八年》最终播出时 9 集，
但王扶林却拍了三个多月，摄制
组前后辗转五个省，每天平均拍
摄 28 个镜头。放在当下“三个月
拍完 60 集电视剧”的市场，估计
早就被投资方腰斩了。

最终《敌营十八年》导演组
每个人拿到了 48 块钱的酬劳，

“那时候别的本事没有，就是有
干劲儿，不怕吃苦。”

拍“四大
名 著 ”的 念
头，源于 1979
年王扶林被
派 往 英 国
B B C 的一
次考察。当
时莎士比
亚 、莫 里
哀、萧伯
纳 等 中

外文学名
著早已被英

国拍摄为电视
连续剧，发行到世界各地。
王扶林也受到了触动，
“中国的名著那么多，不
比莎士比亚差呀。”

以当时国内电视剧
的发展规模，根本不具
备制作长篇连续剧的条
件。但回国后的王扶林，
还是向时任央视副台长
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咱
们要先学人家搞名著！

四大名著里《三国演义》《水浒传》
武打戏多，《西游记》需要特技，咱
们要拍，那就《红楼梦》呗！都是室
内的文戏，好办！”

“现在一看我这话就是随嘴
一说，光胆儿大了。我当时都没研
究过《红楼梦》，后来才知道它的
一句话、一个细微表情都说明了
人性，它才是最难拍的”。

当央视立项《红楼梦》并指定
王扶林当导演后，他第一件事就
是请求闭关一年，研读原著。即便
当时的他对《红楼梦》毫无兴趣，
但“也得硬着头皮去看，不读书怎
么搞？哪能像现在一样，随便拿起
剧本就拍。”

接下来，寻找演员。王扶林向
台里请求，在各大省市内进行海
选，找娃娃脸、年龄不能超过二十
岁、气质纯真、稚气的人。其中，陈
晓旭是写信毛遂自荐而来，虽然
她当时是话剧团的，但并未演过
大戏。欧阳奋强有戏曲底子，又是
个娃娃脸。而其他很多演员，本职
有的是饭店服务员，有些则是鞋

厂工人。
“不会演戏没关系，没有人生

来就是林黛玉、薛宝钗，都是靠导
演从头培养。”在最终分配角色
前，王扶林再次向央视提出要求，
在圆明园开办学习班，所有演员
闭关。每天一大早起床先吹哨、练
功；听顾问专家冯其庸、周汝昌等
讲课；下午王扶林则会一个个审
查演员们的小品，“喜欢林黛玉，
就去深究林黛玉，然后表演给我
们看，不合适第二天也可以演王
熙凤。”而办“先选人，后选角”学
习班的代价，是王扶林为之耗时
了四个月，台里投入 10 万元，相
当于今天的二三百万，“当时很多
人都认我这么选角、培养演员太
费劲，现在的市场更没有人肯这
么做了。”

1984 年，《红楼梦》开机，三年
后开播。根据中央电视台统计，其
播出期间收视率一度高达 75% ，
当年新华书店的《红楼梦》小说也
曾一度脱销，这在当时的中国是
史无前例的。

1 . 中国首部连续剧戏服全靠借

2 . 拍《红楼梦》前闭关 1 年读书 4 个月训演员

3 .《三国演义》拍摄再苦也没人轧戏

8877 版版《《红红楼楼梦梦》》中中的的林林黛黛玉玉已已成成经经典典

9944 版版《《三三国国演演义义》》广广受受好好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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