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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宽：我们剧正人帅保证迷倒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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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这个“ 隋唐”不颠覆
51岁的陈冲演57岁刘晓庆的婆

婆；同辈的刘晓庆和赵文瑄演的是
母子；所谓隋唐英雄几乎是李世民
的“ 隋唐艳史”；张卫健的程咬金也
是各种“ 雷人语录”不断；台词与现
代语言穿越不断⋯⋯正在荧屏热播
的电视剧《 隋唐英雄》虽然收视率
排名跻身第一，但雷人剧情却遭到
网友的诟病。

那么，由富大龙、严宽、张翰、杜
淳、印小天、杜奕衡等帅哥联合主演
的同题材剧《 隋唐演义》是否也会
以雷人著称呢？剧中出演秦琼的
严宽直言，自己并没有看过《 隋
唐英雄》，但是可以保证这部《 隋
唐演义》绝对一点都不雷，“ 我们
这部隋唐不会颠覆原著，只求能
传承经典和文化，我们不雷，反而是
很有营养的戏，要做的就是把原著
还原。”

严宽透露，曾经讲《 隋唐演义》
评书大受追捧的单田芳，是该剧的
出品人之一，对剧本做了很好的把
关和很多的改动，“ 单老师对剧本非
常严格和挑剔，一直到现场来给大
家讲剧本，把作品当做自己的孩子，
非常尊重历史和文化。”而为了能了
解历史，严宽在接了这部戏之后，还
特地去了次济南，拜了秦琼的像，希
望自己能演出一个像样的秦琼来。

据悉该剧将于2013年1月

14 日 登 陆
山东、东方、河北、深

圳、浙江五大卫视。同时，在美国
洛杉矶、旧金山和休斯敦的电视台
也将同步播出，向全球观众传递中
国传统文化的“ 尚武崇文”精神，让
秦琼、程咬金这些英雄人物身上的

“ 忠孝仁义礼智信廉” 作为普世价
值观与世界接轨。

全是帅哥吸引女观众
《 隋唐英雄》虽然雷但收视率

颇高，严宽会否担心《 隋唐演义》太
过正剧而无法在收视率上与“ 对
手”抗衡呢？严宽毫不犹豫地回答：

“ 一点也不担心收视的压力，你看我

们这个阵容就知道了，大部分是《 新
水浒》的演员班底，而且我们这部是
适合所有年龄阶层看的，相信女生
会更爱看。”

严宽直言，因为有很多帅哥，而
自己也把迷倒女生观众的任务交给
了张翰，还直指《 新水浒》中出演西
门庆的杜淳，此次在剧中扮演的这
个李世民绝对是“ 史上最帅”。

事实上，不仅阵容年轻帅气，
《 隋唐演义》在“ 硬件”方面也十分

牛气，剧组采用六台拍摄电影《 加
勒比海盗》系列所使用的国际尖端
的拍摄器械red5.0，灯光、场景、服
装造型、道具等各方面都相当考究。
严宽透露：“ 我们这部戏给的预算比

《 新水浒》还要多，但到后期还是超
支，可见是花了很多投入去做的用
心之作。”

冬天拍戏有“ 秘密武器”
《 隋唐演义》的播出是大冬天，

严宽昨日在沪宣传的当天也是超低
温，而《 隋唐演义》拍摄也是在严
冬，如此艰苦的条件有没有令演员
对冬天拍戏望而却步呢？正如曾有
不少女演员都表示夏天绝对不接在
横店拍摄的戏。

对此，严
宽倒是并没有向记

者吐苦水，表现得很
是坚强，“《 隋唐演义》

是冬天拍的，《 新水浒》也
是冬天拍的，当然条件是比较艰苦，
但 其 实 冬 天 拍 戏 我 也 有 很 多 装
备。”他透露，自己的御寒妙招是一
个像火炮一样的东西，可以点燃，在
户外拍戏的时候会在用来休息的帐
篷里面放上几个“ 火炮”，就会非常
温暖。

严宽甚至表示，冬天拍古装戏
虽然很辛苦，但是对演员来说吃苦
也是一种幸福。当被问及曾经在最
低几度的环境下拍过戏，严宽回忆
称，记得有一次在零下18!在户外
连续拍摄了18个小时，而且是光着
膀子，“ 拍完后马上得了肺炎，导演
一喊停就直接被送去了医院。”但这
些在现在的严宽看来，都是珍贵的
经历。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莫言遭遇
金钱量化。12月初莫言在瑞典高中
演示书法技艺时，写了一幅《 登鹳雀
楼》，立刻有人估价，按作品的尺幅
和莫言名声，这幅字少说也可卖10
万。一夜之间，莫言的书法暴涨了百
倍，全因他得了诺奖。艺术品“ 按名
论价”正在普遍取代“ 按质论价”的
标准，价格泡沫持续发酵。这引发了
业内的广泛忧虑。

莫言书法一夜暴涨百倍
这几天有关莫言书法的一次拍

卖，让人领教了“ 名”和“ 利”是如
此密不可分。参拍的莫言2008年在
信手拈来的信纸上写的一副对联

“ 藏书万卷可教子，置田千亩皆种
松”，14个字，竟拍出了4.37万元，平

均每字3100元。莫言一幅《 鲁迅诗》
扇面和一封铅笔信札，也分别拍出
4.715万和2.645万的天价。

据称，对联和扇面是莫言应一
位研讨会工作人员之请，随手写下
的，前后也不过几分钟。因为莫言书
法从未参加过拍卖，所以求字者和
写字者当时心态都很平和，根本没
有谈钱。现在想来，那一刻莫言的一
笔一画都是金钱。

有人笑称，诺奖让莫言一夜
间成为了中国身价最高的书法家
之一。圈内人都知道，得奖之前向
莫言求一幅字并不难，一方面是
因为莫言为人谦逊随和，一方面
则因为当时莫言书法市场价也不过
几百元。

而现在，以那幅写在信纸上的

对联拍出4.37万算，莫言书法每平方
尺的售价已超5万元。这已是不少著
名书法家的标准了。所以那幅《 登鹳
雀楼》估价10万元，仍属保守。

“ 按名论价”充斥价格泡沫
艺术评论家金哲对记者说，按

品质来论，莫言这几幅字虽有韵味，
但算不上极品。非极品却售出极品
的价格，这显然是诺奖效应的“ 功
劳 ”， 里 面 难 免 暗 含 价 格 泡 沫 。

“ 艺术品的价值体现在审美性。因
此本应该越美的艺术品，价格越
高，反之亦然。可是现在艺术品充
斥了太多其他因素，泡沫也就由此
产生。”

“ 名声”是“ 因素”之一，更多
的是“ 职位”。本报记者曾报道过某

地书法家协会公布了一份会员“ 润
格费”一览表，这张表格完全按书法
家职位的高低来排名，书协主席书
法的定价最高，副主席次之，以此类
推。

这引发了不少议论，有人质
疑———难道主席的字就比副主席的
字要好？当然，“ 按名论价”的另一
个结果就是艺术品价格的不稳定。
有人买了书协主席的字，就难免担
心有朝一日书法家职位发生变化，
书法价格也会一落千丈。

“ 古人书画，虽也讲名气，但名
家劣作是卖不出好价钱的。品质
因素在起决定性作用。艺术市场
只有恢复‘ 按质论价’的标准，泡
沫 才 会 消 除 ， 价 格 才 会 回 归 理
性。”金哲说。

莫言一夜间成身价最高“ 书法家”

《 藏舞京典》
艺海上演巡演首站

本报讯 记者 杨汶 藏舞、京剧、
跑酷、hip-hop这几样看似完全扯不
上关系的舞台元素融合在一起会不
会把国粹艺术给毁了？2013年1月7、8
日即将在艺海剧院上演的《 藏舞京
典》 就大胆地把这几种艺术元素糅
合在一起。

《 藏舞京典》是青海省演艺集团
第一台真正意义上面向市场的剧目，
2013年全国巡演的首演第一场便落
户上海。著名导演陶生先生担任该剧
的总导演。

全剧共分3个章节———古韵、京
韵、神韵等篇章依次展开。《 最炫民
族风》、《 说唱脸谱》、《 新贵妃醉
酒》 等年轻人耳熟能详的曲目轮番
上演。跑酷、街舞、说唱、踢踏等国际
流行街头艺术元素更是让人目不暇
接，独具青海特色的少数民族风情、
雪山草原、藏羚羊等画面也将出现。

四部形体剧献演
可当代艺术中心

本报讯 记者 闵慧 2010年末，
《 壹光年》这部“ 让人看得落泪的温

暖喜剧” 让申城的话剧迷记住了风
格独特的“ 形体派舞台剧”。2013年1
月3日至20日，赵淼和他的三拓旗剧
团又“ 变本加厉”地为申城观众带来

《 飞 要 爱 》、《 壹 光 年 》、《 九 种 时
刻》、《 水生》四部形体剧，而这四部
剧都将在可当代艺术中心上演。

日前，赵淼表示，形体剧是运用
人类最直接、最纯粹的表达方式———
身体语言。“ 形体剧不像哑剧那样排
斥台词，在演出过程中是允许加入些
许语言成分的，但比例都较少。”

封伟民个展
亮相上图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著名艺术家
封伟民个展近日在上海图书馆揭幕。
展出封伟民国画作品及独具风格的
陶塑作品数十件。封伟民是国家级中
国陶瓷艺术大师。他的水墨作品以人
物为主，陶塑作品的风格与国画一脉
相承，人物的神态刻画入微，造型方
面加入了西方的元素。

套用一句最热《 泰囧》中的台词，《 隋唐英雄》就是朵奇葩。此
前本报曾报道了2013各大卫视的开年大戏撞车严重，两部“ 隋唐题
材”便列其中。不料《 隋唐英雄》开播后雷倒无数观众，从剧情到人
物关系设置，连主演赵文瑄自己都让大家“ 准备好速心丸”。

那么，另一部即将开播的《 隋唐演义》是否也会步雷人后尘呢？
昨日，出演秦琼的严宽来到上海为东方卫视1月14日开播的开年大
戏《 隋唐演义》接受了记者采访，谈及正在热播的“ 雷剧”隋唐时，
他义正词严地表示：“ 我们这部一点也不雷，很有营养。”

本报记者 林艳雯

严宽聊起拍摄经历，兴致盎然。 本报记者 马骏 摄

“ 胜玉文化”
以文会友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一个集赏石
玩玉、品鉴书画和休闲养生于一体的
传播交流机构———胜玉文化会所日
前在徐汇枫林路485号开门揖客。现
代化的展示厅内摆满各种浑然天成
的奇玉彩石，在此间赏石，挖掘石文
化的和谐韵味，可以让人领悟“ 天人
合一”的境界。

会所陈列蒲石先生的字画印石，
或清新率性，或笔墨张扬，或高古凝
重，无不体现他四十余载潜心修炼的
结果。会员在感受胜玉文化之余，既
可以进行个人藏品的交流，也可订售
各类奇石，切磋石文化，领受儒商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