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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白骨精》的演员阵容
虽然强大，但事前引得不少争
议，郭富城、小沈阳、罗仲谦和
冯绍峰分别对应孙悟空、猪八
戒、沙僧和唐三藏师徒四人，从
剧情布置来看，郭富城和冯绍
峰是主角，而小沈阳和罗仲谦
主要起到插科打诨的喜剧作
用。故事从唐三藏在五指山救
下孙悟空开始，用30分钟的时
间使得师徒四人重聚，因此也
包含了《西游记》中第十九回

“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
奘受心经”，以及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
悟净”，但又直接跳过“偷吃人

参果”和“大闹五庄观”的章
节，直接“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
僧恨逐美猴王”。从现场观众
反应来看，这样的快速切入是
能让人接受的。

郭富城版“孙悟空”到底表
现如何？这是本片的最大谜
团。从第一观感来看，比上部
《大闹天宫》中甄子丹版“孙悟
空”表现得好。郭富城曾说过自
己超过 20年的舞蹈训练为演

“孙悟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
片中来看此言不虚，“孙悟空”的
一言一行和武打动作都演绎得
相当生动。但郭富城最大的短
板是眼神，影迷“熊猫也是猫”

说：“郭富城和甄子丹犯了同一
个错误，就是眼神不灵动，所以
整只猴子也显得不传神，不过要
想学好猴子的眼神不是一朝一
夕就能练成的。”

小沈阳演绎了一个东北版
的猪八戒，同时还师承《西游降
魔篇》中俊美的猪刚鬣，他贡献
了大部分笑点，其中劝慰孙悟
空的一句：“师父才几岁，你都
多大了，还跟他计较？”笑爆全
场。再加上沙僧的捧哏，还有
唐僧和孙悟空初相识时的对手
戏笑料不断，像演小品，师徒四
人的取经小队也有一种“二人
转”的感觉。

□记者 张丛博

核心提示 | 豫剧现代戏《朝阳沟》仍在传唱，这部经
典之作的导演之一许欣却走了。2月1日9点50分，著
名戏曲导演许欣因病在郑州去世，享年86岁。《朝阳沟》
是几代人的文化记忆，至今已在舞台上演绎了半个多世
纪，拴保、银环、拴保娘等人物形象深入人心。

许欣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2月3日上午8点半在郑
州市殡仪馆举行。

著名戏曲导演
许欣去世

第一代“拴保娘”的扮
演者、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
高洁和许欣住在同一小区，
前几天还在院里和许欣一
起晒太阳，老朋友的突然离
开让她心情沉重。她向大
河报记者回忆了当年创作
豫剧《朝阳沟》的时光，当时
剧本写作、排练只用了7天
时间，杨兰春写一段许欣就
拿到排练厅排一段，由于很
多素材都来自生活积累，所
以导戏时许欣很兴奋，还利
用排戏之外的时间和演员
谈话讲戏。

2001 年《朝阳沟》复
排，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
杨红霞被选为第三代“银
环”的扮演者。杨红霞说，
许老师认为既然是复排，
年轻一代在继承的同时还
要创新，让现在的观众喜
欢，为此做出了新的创
造。她记得，排练时许老
师说银环的情绪不够活
跃，为让她情绪能饱满起
来，许老师就带她到郑州
北郊的田野体验生活。当
时正是春暖花开，看到大
片绽放的桃花、油菜花，杨
红霞瞬间就找到了感觉。
杨红霞说：“许老师对年轻
人花费了很多心血。”

“非常纯真，几乎在热
爱的戏曲事业上倾注了全
部心血。”高洁说，许欣心
里总想着别人，非常重感
情，生病期间还编著了《魏
云艺术生活纪实》，为第一
代“银环”魏云留下了宝贵
的资料。

《朝阳沟》的编剧、导
演杨兰春和许欣是老搭
档，许欣与他人合作主编
了《杨兰春编导艺术论》
《戏曲编导杨兰春》等，为
推动杨兰春艺术创作的整
理与研究做出了诸多努
力。

贾文龙说，许老师的
离开使三团失去了一个老
团长、老艺术家、老导演。

“他对三代《朝阳沟》的演
员都付出了巨大心血，尤
其是对年轻人的培养呕心
沥血，像对待自己的亲生
儿女一样，既严格要求又
非常爱护他们。老先生以
团为家，退休后仍关心三
团发展，多次指出三团主
创人员缺乏的问题，说没
有自己的主创人员就会很
被动，要注重培养。有像
许欣这样的老艺术家在背
后支持三团的发展，我们
底气十足。”

许欣生于1931年，洛
阳市孟津县人，曾任河南
省豫剧三团导演、副团长、
团长、名誉团长，是新中国
成立后河南的第一代戏曲
导演，曾获河南省导演艺
术终身成就奖。

许欣多年来一直致力
于导演艺术及戏剧理论研
究方面的探索，与杨兰春合
作导演了《朝阳沟》《刘胡
兰》等脍炙人口的现代戏，
轰动全国，还独立导演了
《李双双》《人欢马叫》《祝
福》等30余部优秀剧目。

许欣的儿子许青对大
河报记者回忆，父亲特别
惜才，工作时对一些来自
基层刚到省会的优秀演
员，会努力帮助解决生活
上的困难，团里的荣誉也
常让给别人。父亲是一个
工作狂，经常研究戏的时
候会一坐一上午，尽管近
两年患上了肠癌，去年仍

将毕生的心血凝聚成《戏
曲现代戏探索》一书出版，
书中有他对戏曲现代戏的
思考及艺术创作经验的总
结。许欣曾说：“为人民留
点文史资料、为戏曲现代
戏的创作提供点经验是我
的心愿。”

1月 31日中午，河南
豫剧院三团团长贾文龙来
到医院看望许欣，见到老
先生因为吃不下东西导致
身体瘦弱，很心酸。当时
老先生思路还十分清晰，
贾文龙给老人谈了三团去
年的工作和今年的计划，
当老人听到三团接下来要
创作公仆三部曲，并且还
要把一些剧目带到国外演
出时，激动地连连说：“对，
就应该沿着这个路子走，
要好好打造，让这些戏更
上一层楼，不仅要把现有
的剧目保留下来，还要不
断创作。”

在以往的《西游记》作品中，
孙悟空把白骨精打死便一了百
了，但本片的核心不是“三打”，
而是超度，超度的对象包括白骨
精。正如唐僧和孙悟空的促膝
对话，“我相信我看到的，你相信
你看到的，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使观众相信唐僧并不是一味无
知，而是相信众生皆善，即使是
千年白骨精也能用佛法超度。
但妖性不改的孙悟空对妖精的

态度是“打”，对唐僧的称谓一直
是“小和尚”，观音菩萨的金箍虽
然约束了他的身体，却未能改变
他的野性，因此，“三打白骨精”
在表面上是降妖除魔的一道关
卡，本质是孙悟空磨灭兽性，一
心向佛，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必
经之路。

另外，影片还集纳改编了
“比丘国王抓小儿”一章，片中费
翔饰演的云海西国国王为了治

疗自己的顽疾，抓尽城中小儿，
却将罪名推到白骨精身上，唐僧
却又在孙悟空的金箍棒下救了
国王，以此来反映人心的歹毒和
唐僧的普度众生之心。影迷“尹
媛”认为，本片最大的特点就是
拍出了《西游记》的佛性，“用人
心和妖心来反映一颗向善的佛
心，这是它与众不同之处，也是
除了特效场面外最吸引我的地
方”。

在取经路上的八十一难中，
白骨精是为数不多没有后台全
靠自身修炼的妖精，但除此之外
关于她的身世交代不多，各种
《西游记》版本中“白骨精”的角
色虽然出彩，却也显得扁平化，
但在巩俐的演绎下，“白骨精”不
但有了一段凄惨的前世故事，为
她的成妖道路多了一分背景支
撑，还借助这个角色全面展现了
巩俐的演技，山村小妖、81岁老
妇、年轻妇人，巩俐在片中从18
岁演到81岁并没有用替身。在
此前的采访中巩俐谈到这个角
色时感叹道，“我没有演过反派，

更没有演过妖精，怎么去表演是
一个新尝试，而且这是家喻户晓
的故事，如果把故事讲得跟观众
想得不一样，如果让观众对白骨
精有不同感觉，难度很大，但我
喜欢挑战，就尝试了这个角色”。

片中有一个段落很意思，也
反映了孙悟空的凡心和白骨精
的缜密心思。在孙悟空二打白
骨精之前，白骨精单独找孙悟空
聊了聊，试着以“同为妖类”的角
度说服孙悟空让他出卖唐僧。
虽然这场戏很短，但拍得颇为有
趣，也为“三打白骨精”增添了几
分曲折性，为塑造白骨精这个角

色多了几分立体感和说服力。
另外，白骨精摸着猪八戒的脸
说：“原来是小鲜肉啊！”也让观
众着实笑喷。

片尾，孙悟空、猪八戒和沙
僧三人大战白骨军团以及变身
后的白骨精是全片最大看点，也
是特效最集中之处，长达15分
钟的战斗戏让观众嗅出了几分
《指环王》等西方魔幻片的味
道。观众“独自等待”说：“论技
术，国产片赶不上好莱坞，但中
国电影能够把中国故事拍得很
舒服，让特技为故事服务，这就
够了。”

核心提示 | 在古典
名著《西游记》中，“孙悟
空三打白骨精”是家喻户
晓的一段故事，也是《西
游记》全片情节最复杂、
情感最纠结，也最能反映
人心和佛性的段落，同时
也为后来者改编成影视
剧增加了不少难度——
忠于原著会被批没有创
新，改动过大又有丢失原
著精髓的风险。所幸，即
将于2月8日大年初一
上映的《西游记之孙悟空
三打白骨精》进行了较为
稳妥而又不失新意的改
编，不但用先进的电影特
效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
觉盛宴，还试图用故事来
讲述禅理，让“三打白骨
精”的落点回归禅意。昨
日，“大河电影口碑榜”的
10名影迷在郑州奥斯卡
曼哈顿国际影城先睹为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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