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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千源：误入演艺圈的“裁缝”
“裁缝”阴差阳错进中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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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派要都一样，总演就没意思了

1972 年出生于沈阳演艺世家的王千源说：
“ 演员

虽然《钢的琴》在圈内收获了一众好评，但在现实

是我最不敢想的梦想，我一开始没想干这行。”高中时

中，王千源并没有收到与口碑相匹配的资源。接下来

王千源因为文化成绩不理想，父母送他去了职高学服

的三年时间里，他的电影履历为空白，只拍了几部电

装裁剪。后来王千源学会了制作服装，为了能够有更

视剧。
“ 可能那时大家觉得还是要有点儿票房，虽然得

好的发展，他决定去考大学专修服装设计，但是由于

奖了，但知名度还不是很大，基本没人来找我演商业

美术功底薄弱，1992 年 20 岁的王千源两次从美院落

片”。

DAY 1

红色教育之旅

国庆长假的第一天，去五卅路走一走。道路两旁
及周边的街巷里，还留有许多历史遗迹和名人故居。

榜，却在母亲的多报多考的建议下，机缘巧合被中戏

《解救吾先生》是王千源在《钢的琴》之后，戏份最

刚刚于三个月前正式开放运营的中共苏州独立

的表演班录取，于是王千源放弃了“裁缝”之路，开启

重的一部作品。片中他饰演冷血的绑匪华子，为了找

支部旧址暨苏州市党性教育实训基地，位于五卅路边

了银幕之旅。

到人物的感觉，王千源看了《法制进行时》等大量案件

的体育场路 4 号。开放后的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旧址，

表演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学习了四年表演的王

视频，读了很多像《犯罪反社会》
《犯罪的构成》等犯罪

总建筑面积 7200 平方米，展出区域面积 4666 平方米。

千源在毕业后分配到了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演了整整

心理学方面的书，还走访了当年关押华子的监狱，采

四年的太阳、大树、石头、风。当时他拿着 300 元的月

访了侦破此案的警察以及被绑人吴若甫。

薪，住在月租 450 元还漏雨的屋子里，为了赚些外快

围绕庭院中心的雪松，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旧址设
有“燃血青春”中共苏州独立支部史迹陈列展示区、

为了展现劫匪的精瘦感，有一场戏他提前三天没

“青春誓言”宣誓区、
“ 青春我行”实践活动体验区、
“青

有喝水，最多喝口水漱一下口再吐出去，让口腔里有

春剧场”多功能厅和专题展览展示区等。中共苏州独

看似耽误人生的一段经历，在王千源这里是宝贵

一点水就可以，拍摄前十个小时还去蒸了桑拿。跟他

立支部旧址还通过展陈和实景课堂等表现形式，重现

的，这一段表演风、石头、太阳的经历，让他学会了如

演对手戏的刘德华评价，
“王千源演得叫我没话说。”

中共苏州独立支部的成立过程及其重要意义，并运用

何把人的感受赋予在这些没有生命的事物上，更重要

凭借华子一角，王千源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配

实践活动体验、小剧场、临展等形式，打造独具苏州特

的是，他因此尊重每一个角色。1993 年，王千源接到

角。按常理来说，一个反派形象塑造得如此成功，之

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作品《赢家》，他饰演一位胳膊有

受瞩目的现实主义题材剧《大考》近日

后会有更多类似角色找上门来，但王千源在接下来的

从独立支部旧址出来，沿着五卅路慢慢走。作为

播出，由陈宝国、王千源共同演绎。
《大

四年时间里，只演过一个反派角色——《破·局》中的

迄今为止全国唯一一条以“五卅运动”命名的城市道

陈昌民。其实，
《解救吾先生》之后，有很多类似华子

路，历史的印记在这里随处可见。

补贴家用还和同学开过餐厅。

色的“党史课堂”。

这段表演的胶片在洗印的时候洗坏了。剧组为此专

考》聚焦疫情下的高考，以“一城、两校和几户

门在北影厂里面搭了布景，让他重新演了一遍，这让

典型家庭”为切口，生动再现了 2020 年疫情

一下别的类型。
“ 如果都像华子那样就没什么意思了，

石库门住宅群，名为“信孚里”。这里原为清代巡抚中

他更加坚信，付出总是有回报的。

下的高考纪实及普通人的生活轨道变迁。

其实反派有很多种，哪怕是别的类型都可以。”

喜提七天长假
人在苏州怎么玩？

军衙门的旧址，辛亥革命后，改作江苏水警第三区分

文/本报记者夏天 摄影/葛雷、周海峰

残疾的运动员，是男四号。为做到真实，他花了一个
月的时间，练习用牙齿和右手系鞋带，不幸的是，偏偏

之后他演了十余年的配角，
《荆轲刺秦王》里的赵
使、
《金锁记》中阴险的陆荐云，这些一瞥而过的小角

备

作为行业内公认的“金牌男配”，王千源饰演

的角色找过他，但王千源基本都拒绝了，他想多尝试

这些年，王千源一直在尝试不同角色。他在《八

在五卅路南端与十梓街交口处，有一处海式里弄

部。
还有《都挺好》带火了的同德里、同益里，老苏州

色，他用心体验并精雕细琢。就这样一路埋头前进，

的众多角色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

佰》里演羊拐，逃兵、老兵油子，
《
“大”人物》里演焦头
烂额的中年警察孙大圣……依旧串组演着男二、男三

千源”这 3 个字，差不多就是作品品质的代表。

的回忆杀——大公园、曾举办过苏州第一场演唱会的

直到《钢的琴》在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奖，王千源才受到

的配角戏。
“ 一开始你要是都演一种类型，突然间叫你

五卅路体育场……走走停停间，历史的车轮和回忆的

真正的关注。
《钢的琴》里他演一位下岗工人陈桂林，

没有凭着一部戏红遍大江南北的运气，却让

演别的，可能你心里还会打鼓，但之前如果都演过，有

匣子渐次打开……

他学会用另一种方式和命运博弈。今年五十

很多积累，就有了自信。”

为了让自己活在角色里，他每天都穿着陈桂林的衣服
生活，一天的戏拍完了，他就再穿着那身衣服回到宾
馆，甚至为了适应角色，他头也不怎么洗。
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王千源从颁奖嘉宾翁倩玉
手中接过最佳男演员奖杯时说：
“ 就像我女儿最爱吃

岁的王千源比十年前的状态还要好。他的戏

如今，进入知天命的王千源早就不对抗了，
“ 我的
命就是这样的，不是一炮而红。”对于表演，他依然保

路更宽，观众对他的认可度更高，在演员这项

持着好奇与敬畏之心，不是天才，也没有满腔的理想

事业上，他也更有主动权和选择机会。

情怀，不会每天把艺术挂在嘴边，他说：
“ 我能做的，只

的棒棒糖一样，这个奖项对我来说就是个成年人的棒

文/文刀

是勤恳、耐心地工作着。”

棒糖……”

DAY 2

舞台演出之旅

这一天，不妨带着孩子一起去看一场老少咸宜的
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复刻北宋风起云涌的时代篇章。整部剧为苏轼九大
名篇重新谱曲，用流行音乐的方式打开宋词。
文/苏阳

值得一提的是，
《苏东坡》非常适合孩子与家长共
赏，让孩子们走进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的一生，经历

前段看完《脱口秀大会》第五季时，就很想吐槽：
领笑员的人选，实在是太差了。
这一季的领笑员除了李诞和大张伟，还请了那英
和周迅。
虽然都是走现实主义路线，但我们的脱口秀和西

这不彻底完蛋吗？决定选手去留的领笑员对这三点

记得之前杨天真和罗永浩来做领笑员，他们与节

置若罔闻呆若木鸡，而这三点正是脱口秀的精髓与血

目完全融入，插科打诨丝滑流畅，当时只道是寻常，不

骨，剩下的无非是些哈咯吱窝的傻笑了。

料全靠同行来衬托——能如此严丝合缝，不仅因为他

举个例子：孟川说他孩子要上学，但不是上海户
口怎么办？他稳扎稳打两步走，一个是奉劝监督自己

方的脱口秀不同，西方脱口秀的最大卖点是“性和政

的父亲考研，这样他就可以二代落户；二是买学区房，

治”，而我们的脱口秀更像是在边缘“徘徊犯贱”，顽强

买不起正规学区房，看看凶宅也是一种选择。

又怂，做领笑员的就该是有文化底子、能接地气、机智
敏锐理解力超强的人。
看《脱口秀大会》第五季，尤其是看完突围赛，我
真是懵圈了。

这次出任领笑员，也让周迅的口碑受到了从业以
来的最大冲击，一贯傻大姐的那英落差倒不算大。而

教育与落户、买房与供房、考研与考公，这个段子

在《脱口秀大会》之前，周迅给人的印象，都是那么灵
动，那么舒展，无论在影视剧里，还是在有限的综艺演

追求……领笑员是听不懂还是假装听不懂？于是他

出里。

没有晋级。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篇幅有限不展开了。她们

文化的电；以为她们是待磨合，其实她们穿着自我阶

坐在上方，居高临下地睥睨俯视，那英拍灯除了说“特

层的铁布衫拒绝磨合；以为她们有大局观，其实她们

别逗，好玩儿”以及抢拍大张伟的灯，我记得的只有赞

内心只有她们职业生涯的那套价值观。

叹“58 岁大妈要找其他老头”。

化知识的梗，三不明白接地气劳动人民的笑点。——

秀。

融合了中产的汲汲营营以及社会对某些资源畸形的

以为那英和周迅是发热慢，其实她们根本就没插

她们一不敢拍敏感犀利的段子，二听不懂有点文

们知识结构与情商智商都在线，也因为他们懂脱口

周迅呢，只有满脸慈祥的或出神或走神的微笑，
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粉丝都怪她接了这档子八字不合的节目；但我相
信周迅参加节目的初心，是真诚而充满自信的，以往
上综艺，都是圈粉固粉，这不就是笑着把钱挣了吗？
但问题就出在，不是所有的综艺都只要明星光环
的。脱口秀就是一个有讲无类，捕捉现实的特殊娱乐
行业，脱离生活的那份光环，只会遮住明星自己的眼，
瞎了观众的眼。

演出地点：苏州沧浪亭

这一天，也许有点累，不如在太湖边找一处民宿，

●实景版昆曲牡丹亭《游园惊梦》

就地住下。第二天，我们当岛民去！

演出地点：苏州爱慕昆曲体验馆(昆曲传习所)

DAY 4

演出。即将登陆苏州湾大剧院的音乐剧《苏东坡》也

坡的诗词搬上舞台，用现代的声光电舞美特技，高度

不是所有的综艺都只要明星光环的

一入秋，苏州就美成了姑苏，成了古人文中的人间天堂。枫叶红、银杏黄、桂花香，江南蕴蓄了一
年的浓墨重彩都在这一季喷薄而出了！最美的时机，邂逅了漫漫七天长假。如何安排闲适的假
期时光呢？下面的七天日程安排，或许能给你一些启发。

演出时间：10 月 2 日-11 月 26 日 18:00

音乐剧以苏东坡一生的经历轨迹为线索，把苏东

/ 旁观娱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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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文化智慧、美学美育、家庭教育、梦想与现实的汇
聚启发。
当然，国庆前后，苏州精彩演出不少，你可以有更
多选择。比如年龄更小的孩子可以去看亲子舞台剧
《米小圈》，更文艺的观众可以去看《一只猿的报告》，
喜欢传统艺术的观众可以去看沉浸式昆曲……
●亲子舞台剧《米小圈之来自未来的我》

演出时间：10 月 1 日 10:00

演出地点：苏州独墅湖影剧院
●鼓楼西戏剧八周年“独角SHOW”
《一只猿的报告》
演出时间：10 月 1 日 19:30、10 月 2 日 14:00/20:00
演出地点：苏州湾大剧院戏剧厅
●音乐剧《苏东坡》

演出时间：9 月 30 日-10 月 2 日 19:30
演出地点：苏州湾大剧院-歌剧厅
●沉浸式昆曲《浮生六记》

演出时间：10 月 2 日 19:30

DAY 3

乡野古村之旅

慢游小岛之旅

“三万六千顷”的太湖，湖中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岛
屿。位于吴中区光福镇的漫山岛却是其中相当特别

乡村，永远是都市人的心灵安放地。全长约 186
公里的环太湖 1 号公路沿线山水风景绝佳文物古迹
众多，自然资源丰富，是太湖旅游的“颜值担当”。

的一座。
从漫山渡码头出发，船程约 20-25 分钟就能抵达
漫山岛。初见漫山岛你大概会被码头旁的灯塔所吸

太湖 1 号公路的秋日美好，可以从“林渡暖村→

引。这座红白相间的迷你灯塔是岛上绝佳的写真拍

黄墅村→陆巷古村”的乡野古村线路开始，在田间地

摄地。码头附近的吴县太湖漫山小学，是岛上曾有的

头狠狠撒一回野。

唯一一所学校。如今学校已改造成为鸟类图书馆，这

来到林渡暖村，村内的网红小火车一定要坐一

是全国首家以鸟类为主题的图书馆。

坐，沿途风光无限，一秒带你驶入童话世界。接着可

漫山岛上有着六十多间民宿客房，分散在岛上各

以到陶庐民宿体验陶艺制作和农事劳作，在花园里品

个角落，每一间客房都有一个雅致的名字主题风格也

下午茶。

不尽相同。在这座“隐世小岛”上住一晚看星空、听浪

来到位于临湖镇的黄墅村，步入村内的林中木栈
道，放眼整片绿色林海，倾听鸟儿们的奏鸣曲，一切烦

潮，与自然同呼吸、共起伏，想必也是美事一桩。
当然，在苏州想要当岛民，还有许多选择。比如

恼随风飘散。无论什么时节，闲逛黄墅村都是一种享

张家港的双山岛，与漫山岛不同，双山岛是长江里的

受。村口便是“匠心学社”。和太湖边的许多村落一

一座小岛，与张家港码头隔岛相望。从张家港客运码

样，黄墅村也有着工匠传统。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这

头可以乘坐渡轮五分钟就能上岛，也可以开车上岛。

里涌现出了大批木匠、泥瓦匠、漆匠，农闲时外派做

如果说在漫山岛体验的是“静”，那么双山岛一定

工。如今，还有不少手艺人留在乡村，但大多年事已

是“动”的代表。环岛路的两边有许多适合寻找螃蟹

高。黄墅村利用东北角的老旧厂房，改造提升为“匠

的地方。带好工具准备抓螃蟹、捞螃蟹、钓螃蟹吧！

心学社”，集中展示工匠文化，弘扬和宣传工匠精神。

岛上有一条老街，绝不能错过双山岛的特色美食——

接着来到以“明代宰相王鏊故里”和“解元、会元、

椒盐螃蜞。岛上酒店几乎都配备泳池或者温泉，长假

探花”三牌坊而著称于世的陆巷古村，这里是太湖寻

期间换上泳衣泡泡泳池温泉，再躺着来一瓶爽口的汽

幽探古的绝佳之地。

水，吹一吹晚风，别提有多惬意啦！

（下转 A0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