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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生毕业以后，
他还不知道如何在镜头前表演，
甚至会表演得很过火，
他接受的是舞台剧的训练

中国演员经常会去表达一些他体会不到的东西、
说一些他感受不到的话，
作为演员一个最糟糕的状态就出现了，
就是他在
“表演”

我觉得表演是教不会的。好的演员他
很会保护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个东西，不管
外部怎么摧残他，他的那个东西都没有失
掉。我觉得学校的教育其实是对演员天性
的一种束缚，它是在训练你成为社会化的
人，而不是训练你成为自由的人——自由
地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尊重你自己也尊重
别人。
——李浩

作为一个年轻人，
可以健康地在舞台表达自己对生活、
对作品的感受，
那一瞬间是很迷人的，
这样的人比较容易训练成好的演员
李浩：现代戏剧演的都是现当代剧本，现当代剧本的
特点是不像过去比如说在文艺复兴之前诸如宗教剧之
类。现当代剧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一个对错。比如我们
看易卜生的戏，它是两种观点同时在舞台上呈现出来，让
观众自己去体验。像《玩偶之家》，如果她不离开这个家，
她该怎么样生活？如果她离开这个家以后，作为一个妇
女走入到社会，她该怎么生存？这个在当时实际可能没
有一个答案，但是这个问题是提给观众的，也就是说，现
代表演最大的特点就是角色在表达他自己对生活的观
点、
态度，
演员自己要认同这个观点，
才能诠释这个角色。
但是我们现在的训练或演员的认识水平，他可能就
觉得他是在演一个戏，到不了传递观点的程度。我看过
一些，上课的时候也会找一些视频，有的是学生发的，比
如看到一个外国小孩，他对在小孩子中追求昂贵的鞋子
的看法，他的语言非常流利，表达非常清晰。一个 7 岁小
孩，他就有能力表达自己的观点，可是我们在考大学的时
候，考表演系的时候快 20 岁了，但是表达的能力丧失了，
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的能力丧失了，他去表达一种统
一的观点。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状态，就很难把他训练成
比较有力量的演员，
所以要改变这种状态。
我记得有一个纪录片，说的是上世纪 70 年代末，有
一个美国小提琴家斯特恩到中国来访问。他先到北京，
后来又去上海，在上海音乐学院参观。那时“文化大革
命”刚刚结束，他听从小学到大学不同阶段的学生的演
奏。他提出一种现象，他说你们这儿学生很奇怪，七八岁
学生演奏的水平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可是中学阶段，十五
六岁的学生身上，某些东西突然间消失了，学生变得不会
表达了。
当时老师们解释是“文化大革命”造成这个现象。但
是这种现象我发现在现在仍然是存在的。我觉得演员首
先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东西是表达自
己的看法，特别是演员在感受层面和观众建立连接，他应
该这方面最强。非常遗憾的是我觉得这方面是最缺乏
的，这 9000 多人我只看到两个同学，我看到作为一个人、
一个年轻人，她们可以健康地在舞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
感受或者对于作品的感受，那一瞬间是很迷人的，这样的
人比较容易训练成好的演员，
其他人都要过一关。
首先要会说话。对自己的生活要有感受，要善于把
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而这个在我们表演训练当中基本
没有。这几年我也在探索这方面。几年前我跟上戏的一
位老师聊天，他跟我讲，我们表演系的台词训练都是错误
的，我们训练人表演时，就是你这儿大点声，你那儿小点
声，重音、停顿、语调等等，可那实际应该是一个人的自然
反应。就是当他要表达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有这些细节出
现，但是咱们是按照播音员或按照戏曲的方式来训练演
员的。我们很少训练一个人去接触外面世界，产生感受，
然后用语言的方式、动作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我们的
演员在舞台上就会出现英国教师说的情况，即表达的内
容跟内心失联，
不是表达他真正的感受。

中国有两类人是很值得被尊重的，
一类是儿童，
一类是演员。
就是一个普通的演员也应该被尊重。
表演这个职业需要一种勇气，
需要真的去做
牟森：
其实刚才李浩老师谈到了重要的问题，
就是
大多数国内想从事表演的年轻人，他们不善于或者说
有某种障碍阻止他们去真实地表露自己，表达自己人
生层面的东西。确实一定是跟大的环境、跟我们整体
的教育都有关系。我其实也特别好奇怎么办？这个就
稍稍拓展到表演之外，
其实艺术都是需要表达的，
都是
需要表达那个真正的自己。
李浩：
前一段有个人推荐一个女孩让她来学表演，
她形象不错，
她家里投资要给她拍戏，
她父母来学校要
找我。我见第一面的时候就发现她妈妈很能说，孩子
是从来不说话的，
我觉得有点问题。聊了几句，
我说你
们父母到那边坐坐，我跟她聊聊。实际上这个女孩是
十分爱表达，但是在她父母面前她不表达。我说你到
底想不想学，
你到底想不想从事这个行业。她说，
他们
叫怎么就怎么样。我说你怎么不去发表你自己的看
法。她说我发表我的看法也没有用，
他们也听不懂，
我
就干脆不说了。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情况，
包括我跟学生接触，
他们
的障碍来自于进学校之前社会和家庭对他的塑造。有
一次在去郑州的路上，
我跟你谈这个话题，
有句话题很
触动我的：
中国有两类人是很值得被尊重的，
一类是儿
童，
一类是演员。不是说他成名了你再尊重他，
实际上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演员也应该被尊重。表演这个职业
需要一种勇气，
需要真的去做。如果你否定他的话，
他
感觉不安全马上就不会采取行动，
他不会在一个想象的
世界真正地去采取行动，
他只能去假做。你需要给他一
个温暖的环境，
而在很多时候可能演员得不到这个。
我有一个学生跟我讲，
在成名以前，
她在剧组拍戏
时都蒙了，连化装都给她说戏。就在剧组，因为着急，
你老过不去，
人家给你化装的时候，
你应该这么演。化
装都给她说戏的，
那她整个就乱掉了，
她在一个不受尊
重的环境当中，
很难表达自己的感受，
包括小孩也是一
样。我现在学校带的这个班是国际班，我们班都是外
籍，加拿大或者美国的小孩，他们在入学之前，都参加
过青年剧团，从小就接受戏剧或者自我表达方面的教
育，
所以当他到了学校他能跟某些方面的要求接上轨，
直接就可以演戏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学生来到学校参
加训练，实际上要解决的是表达的问题。所以去年去
世的周传基老师说过，他在学校教的是小学层面的东
西，
我非常认可这个。
我们不能像对待成熟演员那样跟学生去工作。我
们首先要去解放他，去教的实际上是他在青少年成长
过程中应该解决的一些问题。但是现在这个很难解
决，
有时候我在想大的社会环境没法改变，
我们只能是
在教室里面，
就是很小的空间当中。有的学生会说，
咱
们学这个有什么用啊，他出去学两年签一个公司他马
上能火，
你学了半天达不到那个理想的状态。

演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尊重自己，
然后表达自己的感受。
这个职业为自己的感受空间留下这么一个领域，
他可以去表达，
这是演员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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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森：我也想请李浩老师从演员训练的角度，谈一谈
“表演”。一个人要想成为演员，有的人长得合适，有的人
是经过艰苦的训练。我想请问李浩老师，如果把表演当
成一个职业，
演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最基本的东西？
李浩：我这两年参加艺考，艺考每年在百度上都有报
道，今年我们学校参加艺考的数字是 9700 多人，我们全系
老师大概分成五个组，
每天大概看几百人。
我对这些未来想成演员的同学有一个印象，我感到
真正能够成为演员的人占的比重非常小，从我看的这几
场考试来讲，可能只有两个学生比较打动我，两个女同
学，就是她们的表达能力非常强。大多数学生，别看人数
多，分成两类：一类是话都说不清楚，音量也好，自己表达
也好，是羞涩也好，还是紧张，反正他在这个考场当中是
表达不出来的，也没有什么特别要表达的。形象先放在
第二位，当然作为演员，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但首先从表
达来讲，这部分人占了 60%。还有剩下的一部分占比重比
较大的，就是年轻一代的这些小孩，他们好像看了电视或
者接受过一些培训。他们觉得朗诵，我们初试朗诵是每
个人半分钟的时间，他们声音很大，他有很多处理，但是
他一张嘴，你就知道他没有什么可表达的，这两类考生要
占到 95%以上。
艺考难不难，9000 多人来争 50 个名额，我觉得也不
难。因为首先这 95%就不太符合做演员的需求，就是在表
达上不符合要求。
刚才您说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未来的演员？几年以
前国家话剧院做《战马》的时候，请了几个英国专家训练
演员。那个剧组演员是全国招的，而且也专门请人来培
训，
下了很大工夫。
一个月训练下来，我跟其中一个英国老师说，
您看看我们的演员，我觉得我们演员都很不错，首
先他们很认真，心不是很浮躁，他可以完全一年沉
下心来在这训练。他们都生活在一起，他们经历过
很多。因为要演战马，对马进行研究，到马厩去生
活等等，还有他要操作大型木偶，那是需要很强体
力的一份工作。我觉得他们状态都非常不错，我觉
得英国老师应该很满意。
他给我一个答复，当时蛮给我启发的。他说你
们年轻的演员，技术是一流的，我们有杂技演员，有
京剧演员，有话剧演员，每个人都拥有一项身体的
技能，但是他们的最大的问题，他在上课的时候观
察到，你们的演员经常会去表达一些他体会不到的东
西。他在舞台上演，他没有这个感受，但是作为演员你上
台又得去说，又得去演，那怎么办呢？作为演员一个最糟
糕的状态出现了，就是他在说一些他感受不到的话，也就
是他在“表演”。不单是这个剧组的演员，我发现大多数
青年演员都有这个情况，可能这是要经历一个过程，当他
成熟以后会好转。当然成熟以后，只有少数演员能明白
他要去表达、
要说的话。
我去年去中戏参加一个会的时候谈到“演员的存在
感”，说演员上了舞台，好的演员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气场，
大家一下被他所吸引，气场从哪儿来的？通过我这几年
的简单研究，
就是作为一个人的观点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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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是教不会的

周彬：关于表演的讨论总是能够激发我们的热情。
探讨表演就是探讨世间的一切，表演既存在于电影与戏
剧之中，也存在于电影和戏剧之外。我们有幸邀请到李
浩和牟森两位老师作为对谈嘉宾。两位老师合作的话剧
——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的《一句顶一万句》4 月在
国家大剧院上演。
牟森：我是周彬老师的读者，周彬老师责编的电影书
籍《黑色电影》
《奥逊·威尔斯：人生故事》
《施拉德论施拉
德》
《莱昂内往事》……很多很多，我都是这些书的读者，
也一直跟周老师讨论电影出版的各种问题。
《电影中的表演》这本书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表演，还
有一个定语是“电影中的”表演，我再为它加一个定语，它
是“美国的”表演、
“美国电影中的”表演，它的源流是怎么
样的？特别想请教李浩老师。我知道李浩老师在电影学
院给研究生授课的时候，他梳理了关于这一路方法的一
个小的谱系。我想请李浩老师谈谈，你所了解到这样的
一些电影方法的异同。
李浩：其实我对电影表演是一个外行。在电影学院
我教的课程是戏剧创作，不是镜头前的表演。从我目前
了解的情况来讲，我们国家对于镜头前的表演是非常缺
少研究的。在我们学校，表演系学生是有“镜头前表演”
这个课程，但也就是排一些经典的片段，对于到底怎么在
镜头前掌握技术是非常缺少研究的。所以很多学生毕业
以后，他还不知道如何在镜头前表演，甚至会表演得很过
火。他接受的训练是舞台剧的训练，所以他要有一段时
间过渡，有这个经验，慢慢找到镜头前的一些表演规律。
这方面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我还没有研究，看这本书对我
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原来在国家话剧院工作，我身边很多同事都是做
职业演员的。我发现实际上他们有很多困惑，就包括从
学校毕业以后，他的技术是怎么样成长，他是单纯地等待
这个机会，等待某个导演来眷顾他，还是怎么样。我看到
很多同事实际很被动，
作为演员压力很大。
而且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我跟牟森导演也交流过
——我有一个同事，也是很著名的演员，他几年前自杀
了。我觉得如果有一些表演技术的支撑，特别是他关于
自我的了解如果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话，他可能不会走
这一步。
所以就给我提了一个问题，到底我们这个行业有没
有技术方面的东西？这是最基本的动力。我大概看了一
些资料，我发现实际我们表演训练方面的技术是非常多
的，而且它不局限在某些具体的技术，它实际是演员作为
一个人的成长的过程。
牟森：不管电影的表演系统，还是舞台剧的表演系
统，这里面的方法以及技术的系统大家把它们看得非常
神圣。刚刚李浩老师的话里面有一个关键词——表演跟
人生层面的关系，其实这本书也都谈到了。中国当下确
实是有很多，比如综艺节目有好几档也在关注表演。因
为中国的电视剧、综艺节目，或者电影、舞台剧，现在市场
都在越来越大，对表演技术层面、更深层次的方法层面的
需求实际上也在涨，包括我自己做这部剧，无论在表演训
练层面，
还是在人物塑造层面都是有这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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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森：
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那部戏的作曲家，
他在
上海音乐学院教书，我曾经跟他请教作曲怎么教。他
说作曲没法教，能够教的就是音乐史上曾经有过的一
些技术现象。我想就这方面问李浩老师，在表演教学
层面有相似的这种问题存在吗？
李浩：
我觉得表演是教不会的。当然，
演员成名需
要有一个出处，我是这儿毕业的，我是那儿毕业的，很
难说我没有经历，没有出处。但实际上好的演员我觉
得他很会保护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个东西，不管外部怎
么摧残他，他的那个东西都没有失掉。我在学校中很
少说这个观点——我觉得学校的教育其实是对演员天
性的一种束缚，
它是在训练你成为社会化的人，
而不是
训练你成为自由的人——自由地去表达的自己的感
受，尊重你自己也尊重别人。这个在学校训练中是比
较少的。我们有时候有点像过去的戏班，我让你干什
么就干什么，
这样就很难训练一个有独立人格的演员，
这个要说起来不光是学校的原因，跟社会整个都联系
在一起。
看以前一些表演的剧照，我会想可能以前那个年
代就那么演戏，造型都非常夸张，都在大声地说话，但
是真正触动人的瞬间，或者触动人的戏并不是很多。
我觉得问题就出现在这儿。演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
是尊重自己，
然后表达自己的感受，
任何职业都没法取
代这个职业就在这儿，这个职业为自己的感受空间留
下这么一个领域，
他可以去表达，
这是演员的特权。但
是实际上在创作当中我们往往失去了这个特权，不是
演员在说话，
不是他的感受在说话，
是其他的东西在强
迫他进行表演，这是比较要命的事情。当然这个需要
我们长时间慢慢地改变，
表演教学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是怎么做？我们目前还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可能
跟外部大环境也是一样的。
我就想，我们要尊重一些科学规律。中国的现象
是需求量太大，
所以很多演员他没有技术，
外面有这个
需求量，
他就上了。但是时间久了，
随着大众审美水准
的提高，
对表演深入的要求，
肯定需要演员的表达不断
地深入下去，就要求他技术上面的提升。现在就有要
求了，大家知道有些节目，像刘天池老师参加的《演员
的诞生》，还有周迅、陈坤他们作为演员居然办了那个
节目《演员说》，
说明这个社会有这个需求了，
要搞明白
我们演员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能训练出有力量的演
员？演员不仅是在娱乐界，他应该进入思想领域。在
英国，
好的演员会被封为贵族，
也就是说他引领社会思
潮某些方面的发展，这个应该是未来我们需要在表演
教学等方面做进一步拓展的。
表演不是没有技术的，
这个技术就在那里放着，
是
有规律可循的。如果你这么做，它会给你一种自信和
力量。但是很多演员不知道表演是有技术的，他可能
觉得形象和机会最重要。我觉得学习会让演员从无知
的状态变成更有力量的状态，应该让他了解表演到底
是怎么一回事。
整理/雨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