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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表演教學需與時俱進
1989年，馮遠征乘坐火車到達當

時的西德。對於德國學習的兩年時
光，他記憶猶新。他說，在德國的
兩年裡，無論是世界觀、生活觀、
人生觀、生存觀都有很大改變。他
很感激自己稱之為「媽媽」的德國
老師梅爾辛。在德國期間，梅爾辛
不僅給予他生活上諸多照顧，也對
他的表演產生巨大的影響。
「我剛到德國的時候一句德語不

會，但是又要求四個月時間裡必須
能用德語跟教授交流，所以那四個
月壓力很大。」在馮遠征看來，德
國學的表演方法與中國學的不一
樣，德國的表演方法更簡潔。「國
內的表演教學方法和國外的表演教
學方法就像大哥大與平板手機的區
別，大哥大看上去複雜，塊頭很
大，其實功能有限，平板手機看似
簡單，但功能卻很強大。我們現在
的表演教學還停留在大哥大時代，

國外教學則到了平板手機時代。」
「我現在的教學方法基本是中國

所學加德國所學再加自己這些年積
累的經驗。」馮遠征說，他的課看
上去很簡單，但是在培養學生上效
果強大，「我用很直接的方式，可
能就是一句話讓學生領會，而表演
教學在中國很複雜的原因是有些教
表演的老師
在表演實戰
經驗上還有
所欠缺。」
當被問及

做表演課教
師之後的感
受時，馮遠
征說，他想
通過自己親
歷教學證明
表演教學沒
有 那 麼 複

雜，有些基礎教學可以縮短甚至去
掉，因為那些教學方法已經不符合
當下的時代要求了，有其他更好更
直接的教學方式，就要大膽選用。
「就像現在你做一些數學計算，打
開手機的計算器很快就能解決，不
需要再用草稿紙加減乘除運算了。
所以表演教學一定要與時俱進。」

「台詞要有功力，聲音要有穿透力，形體
要有表達力。這是一名話劇演員必備的素
質。」馮遠征說，現在的話劇市場良莠不
齊，有些人並不具備話劇演員的基本素養，
這些人的表演只能稱之為「舞台劇」，並不
夠格掛以「話劇」之名，文藝行業的入行要
有門檻。
已扮演過著名話劇《茶館》中的松二爺，

近二十年的馮遠征，對話劇有着濃厚的感
情。他說，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這些年，經
常會遇到一些話劇的忠實觀眾，他們的審美
和品位特別高，遇到這些懂表演的觀眾，對
演員來說是很幸運的事。
他指出，現在有很多通過選秀出來的人，

毫無表演基礎也去做演員，而且有些人在演
出拍攝過程中表現敷衍，這對表演行業和觀
眾都是不負責的。「演員要有一個標準，要
通過好的作品說話，不能光靠流量。最重要
的是能夠在舞台堅持多久，能夠扮演多少可
以讓觀眾記住的角色。」
他希望，當下廣大的觀眾和演藝愛好者，

共同提高認知和鑒別力，也希望隨着不斷改
革進步，文藝工作者能夠給觀眾們奉獻出更
多精品。
他說，每次他給剛入職的新人們講課，或
者給學校的孩子們上課時，總會不斷告訴他
們「是金子總有一天會發光的。」他希望新
入行的年輕人們可以不驕不躁，扎實學習，
踏實做人，「你只要努力做總有一天會得到
回報！」

曾夢想當跳傘運動員
今攝影系裡教授表演

從兒時隨父母下放幹校，到少年時夢想做一名跳傘運動員，再到如今當上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的兼職教師，北京人民藝術劇

院著名演員馮遠征說，跳傘和幹校生活對他影響深遠，在那之後似乎從來不覺得有「過不去的坎兒」。而身為表演藝術家的

他，幾年前又開始在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教授表演課。他希望能夠通過堅持在攝影系教授表演，為未來的電影界培養一批懂表

演的電影製作人。而身為新晉的全國政協委員和北京市政協委員，馮遠征對政協這個平台非常認同，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

訪時表示，在接下來的幾年時間，他會好好利用政協平台，立足自己所在行業，為促進行業不斷前進而努力發聲。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馮遠征從小在部隊大院長大。他說，由
於對大院外的社會接觸較少，大院子

弟大多比較單純，又因為所在的環境比較封
閉，因此比較晚熟，「我就屬於比較晚熟、
單純型的。」
在剛七歲的年紀，馮遠征就跟隨父母下放
到了天津的一個「五七幹校」，並在那裡度
過了五年多的時光。
馮遠征說，雖然在幹校時年紀很小，但一
樣要幹各種農活。「那段時間對我來說特別
重要，是我性格形成的一個關鍵時間段。同
時，下放幹校也使我得以避免文革的更多衝
擊，從這方面對於我來說是一種保護。那時

候一個教室裡五個年級，十幾個孩子一起上
課，條件特別艱苦。每個星期有兩個下午是
勞動課，學了很多的農活，插秧、割水稻、
種西紅柿，這對我後來拍攝一些農村戲、勞
動戲非常有用。」

為跳傘放棄高考
文革之後，國家需要迅速恢復各種體育項

目，因此要特招一些青少年快速培養，馮遠
征被挑進軍體學校學習跳傘。
「最初不太想去，但是一開始跳，就喜歡

上了跳傘。一有時間就去跳，整個中學時代
的寒暑假都放在了跳傘上。」

馮遠征說，自己的整個中學時代直到高中
畢業，所有的業餘時間都放在了跳傘運動
上，甚至為此放棄了高考。
「我中學畢業沒參加高考，當時就一心
想去做跳傘運動員，但是後來陰錯陽差也
沒當成跳傘運動員。」為當運動員放棄高
考，馮遠征說，這件事也說明當時自己想
法單純。
「我的老師當時勸我說，你學習成績也可
以，如果參加高考，最起碼考一個普通大學
完全沒問題，幹嘛要放棄高考呢？因為我當
時想的很簡單，就想着幹一件事兒就一定就
要幹好，所以就放棄了參加當年的高考。」

直到現在，馮遠征仍然覺得學習跳傘的經歷
對他來說非常寶貴，雖然最後並沒有當成跳
傘運動員。

拉鏈廠做工人改變命運
高考沒參加，跳傘運動員沒當成，馮遠征
就去了拉鏈廠，做了一年的拉鏈廠工人。
「去拉鏈廠之前還挺高興，很激動，『終於
當工人了』，當時成為一名工人是一件特別
光榮的事兒。但是真正開始在拉鏈廠上班以
後，發現整天就是一條圍裙一把錘子，才感
覺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後來，同在拉
鏈廠的一個朋友把他帶到文藝行業，他的人

生也在那時被改寫。
「我中學時性格特別內向。我的一個中學

老師曾說，『我怎麼也想像不出你能做演
員！』」馮遠征說：「跳傘是勇敢者的運
動，而且在運動場上得喊，跳不好甚至還會
罵髒口。是跳傘開發了我的性格，我挺感謝
跳傘的。」
「跳傘對我影響很大。練過跳傘之後，人

生中遇到再難的事兒，都沒有在意過。雖然
我看上去很瘦弱，但是學跳傘之後，遇到再
難的事兒也沒有犯怵過。從沒有難到一個星
期睡不着覺過。」他說，幹校的生活和跳傘
訓練，改變了他的性格。

個 人 簡 歷

只為未來電影界有一批懂表演的電影人

馮遠征，陝西韓城人，內地男演員。1989年應邀赴西德西柏林高等藝術學院戲
劇系進修戲劇表演，主攻格洛托夫斯基表演學派。1991年回國，成為北京人民藝
術劇院演員。 2002年，在電視劇《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中塑造心理變態的醫生安
嘉和。2004年，憑借《美麗上海》獲得第24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男配角獎。
2008年，參演電影《非誠勿擾》，並提名第三十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男配角。
2015年，主演的話劇《風雪夜歸人》登陸國家大劇院， 憑此奪得第4屆北京丹尼
國際舞台表演藝術獎最佳男主角獎。憑借電視劇《老農民》獲得第21屆上海電視
節最佳男配角獎。

身為著名演員的馮遠征還有另外一
個身份—表演教師。從 2013 年開
始，他就在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教授
表演課，「最開始教攝影系表演，只
是想證實我的教學方法很管用。我的
表演課只有30天時間，零基礎的孩子
經過30天的學習，有些表演甚至不輸
科班生。」
馮遠征說，一開始只是較勁，為了證
明自己的教學方式簡單有效，到後來發
現自己越來越看重教師這個工作。每
年，他都會為學生們量身選擇劇本，且
一定是適合每個學生的劇本，每年都不
一樣，「畢業生們反饋的信息給了我信
心」。跟他學習過表演的攝影系學生
們，其中有人從事了表演教學，有的做
了執行導演，好多人跟他說，上了他的
課受益匪淺。「很多已畢業的孩子說，
大學時光最難忘的就是跟馮遠征老師學
了表演。」

到攝影系教表演課
到攝影系講表演，這一機緣源於馮遠
征與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主任王競的一
次談話，他們曾一起合作了三部電影，
彼此是很好的朋友。王競在跟馮遠征交

流時說，他在拍戲時，有時不知道如何
去向演員表達自己想要的東西，因此希
望自己的學生能學一點表演，將來從業
後避免出現他這種苦惱。王競就問馮遠
征能不能去攝影系教課，「當時我以為
他開玩笑的。沒想到後來忽然有一天他
跟我聯繫說，下學期跟你留好了課時，
30天。」於是，馮遠征就成了攝影系教
表演課的教師。
「一般一個班是十幾名學生，今年22

個學生，開課那天一進教室看到那麼多
學生，頓時傻了，還以為走錯門了。」
現在，攝影系的入學新生都會聽到師哥
師姐們介紹：「馮遠征老師表演課必須
要上，不能錯過」。馮遠征說，自己的
表演課是大學二年級的課，但如果放在
十一月份上課的話，就臨近期末，劇場
安排會很滿，可能沒有劇場演出，所以
他的表演課就安排在春季。也是因為他
的表演課，每年大家都會猜，馮遠征老
師又來上課了，今年他們會表演什麼戲
呢？「攝影系的演出已經成為北京電影
學院一道風景。」
「上課讓我更了解九零後、九五後，

跟他們在一起覺得很開心」。他說，之
前不了解他們，總覺得新一代沒希望

了，其實了解之後發現，他們是很有能
量的一代，「比我們在他們這個年齡的
時候要聰明很多」。

開發學生能力
「2013年至2018年。攝影系。六年
五個戲。只為未來電影界有一批懂表演
的電影人。」在今年攝影系的小劇場話
劇《12公民》上演前，馮遠征在他的朋
友圈裡發了這樣一段話。
「我不是在教你們表演，我是在開發

你們的能力。」馮遠征說，他還會讓學
生們根據劇本中的服裝道具自己去準
備。三十天的課程下來，學生們之間都
成了好朋友。
他說，他希望
學生們通過學
表演可以開拓
眼界，將來能
夠成為懂表演
的攝影師或者
導演。
「我的助教

問我，您每年
來攝影系教三
十天表演有什

麼意義？我說，我的意義就在於十年以
後你走到任何一個攝製組都能看到你的
學生，當然，這是玩笑。但如果我真的
堅持教下去，十年二十年之後，中國一
線的攝影師都跟你學過表演，這樣他們
就能更好捕捉演員的表演。」
馮遠征說，在每年教表演課的一個月

裡，每天上午他都會帶學生練習基本
功，三十天日日如此，而對於學生上課
遲到他也有專門的「懲戒制度」，「我
每天都會比他們提前十五分鐘坐在教室
等，遲到的男生做俯臥撐，女生做仰臥
起坐。到後來，我的課基本就沒有遲到
的了。」

■■馮遠征與學生們在一起馮遠征與學生們在一起。。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專訪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著名演員馮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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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在北京兩會和全國兩會的提案都是
關於藝術基金的使用，北京政協提案是關於北
京市藝術基金的使用，全國政協提案是關於國
家藝術基金的使用。目前都收到了相關部門對
提案的回覆，回覆得非常及時。」雖然是今年
新晉的全國政協委員和北京市政協委員，但馮
遠征說自己的提案卻已經打磨很久。
馮遠征說，在提案立案之初，自己對於國家
藝術基金的使用就已有很多關注。他指出，國
家藝術基金要求項目一年之內必須完成，同時
要求全年完成四十場演出，一個劇目，光排練
就要兩個月，四十場還必須要在一年完成，只
能是匆匆忙忙上馬，匆匆忙忙排練，匆匆忙忙
演出，演出完了趕緊上交，這樣就很難出藝術
精品。
「我覺得關於藝術基金使用可以形成提案，
就利用去各地演出的機會做一些隨機調研。」
他在調研中發現，有很多劇團在利用國家藝術
基金「養活自己」而不是打造精品，「這是不
對的」。他指出，國家藝術基金是為了打造國
家級藝術精品，而且精品就一定要有生命力。
「我不認為非要一年打造很多個精品出來，但

是哪怕一年或者兩年打造出兩、三個像《茶
館》這樣有生命力的精品，這才是藝術基金最
初的主旨。」
馮遠征說，國家藝術基金扶持的項目除了要

有意識形態的高度，還要有藝術上的高度，要
有生命力，否則就是對國家藝術基金的浪費。
對於瀕危的藝術形式，國家藝術基金可以全額
扶持，但是對於話劇類、歌舞類的項目，就一
定要打造精品，打造經典。
「《茶館》演了60年了，到現在開票都會一

票難求，這才算是經典。」他亦舉例說，比如
我們人藝的《司馬遷》，從2005年開始做，到
2015年呈現在舞台上，到現在基本保持九成入
座，可以稱之為精品，但不是經典，「必須經
過十年、二十年的時間檢驗，還在演出，才能
稱為經典」。
「不是大製作、豪華就是精品，經典必須要

有藝術高度，有市場，我認為現在國家藝術基
金的使用有一點點跑偏了，所以才會形成提案
上交。」馮遠征說，他還會繼續觀察藝術基金
的使用有沒有變化，如果還沒有達到效果，將
會繼續就此遞交提案，「我了解到有些提案連

續提了五年、十年才
達成，我也會堅持。
也希望就自己所在領
域內多提一些建議，
能讓北京市政府、讓
國家重視。」
與此同時，在談及

未來的政協履職時，
他表示，自己會更關
注文藝行業的良性發
展，可能會就出台文
藝行業相關的法律做
更多調研，為促進行
業良性健康發展建言
獻策。

■■馮遠征在給學生上課馮遠征在給學生上課。。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馮遠征在上課馮遠征在上課。。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馮遠征馮遠征（（左左））在話劇在話劇《《茶館茶館》》中的劇照中的劇照。。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全國政協委員馮遠征全國政協委員馮遠征。。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