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陪表妹面试，“偶入”文艺圈

陆树铭从小在陕西省渭南市长大， 家里有兄弟姊
妹六人， 全靠父亲一个人工作养家。 “当时家庭特别
困难， 吃都吃不饱， 尤其是困难时期， 一到月底粮就
没有了， 也没有钱， 只能东家借三块， 西家借五块，
开了工资后， 再还钱， 用借来的钱去买点粮。”

大约在陆树铭8岁的时候， 他看了 《三国演义》 的
小儿书， 赵云和孙策是他最钟爱的人物， 对于关羽，
他说 “半人半神， 只能仰望， 当神供着。”

上学之后， 因为陆树铭个子高， 进了学校的篮球
队。 进篮球队没多久， 老师找到陆树铭谈话， “你到
学校宣传队吧， 学学唱京剧。” 就这样， 陆树铭跟文
艺结了缘。

日子一天天过去， 1980年 《西安晚报》 登出西安
话剧团招人的消息， 陆树铭就带表妹去参加考试， 等
待的时候，一个考官走出来，看见了陆树铭，就问陆树
铭是考生吗？ 陆树铭说不是， 是陪人来考的。 结果考
官拉着陆树铭的手， 让陆树铭进去试试。 陆树铭进了
考场后，先唱了几首歌，然后朗诵，没想到一试即中。

当年把陆树铭拉进考场的那个人就是著名小品演
员郭达， 后来他曾回忆说： 某日， 他看到一个男孩趴
在窗户上正向考场张望， 他拍了他一下， 陆树铭转过
身来， 他顿时眼前一亮： 呃， 这小伙儿！ 一米八六的
大个儿 ， 身材魁梧 ， 相貌堂堂 ， 眉宇间透着一股英
气， 音色也浑实厚重， 不由心中暗喜， 职业的敏感告
诉他这家伙可能是块儿料。

铁窗岁月，让他从精神上成熟起来

年轻时的陆树铭身材高大， 十分帅气， 很快他就
有了女朋友， 由于年轻对什么事物都充满好奇， 他就
跟着女朋友在别人家里参加舞会， 跳贴面舞， 正好赶
上严打， 因 “精神污染”， 陆树铭入狱14个月。

那段日子是他的人间炼狱。 所里每餐一个黑馍、
一块咸菜加一碗凉水， 当时1.86米的个头， 他只剩下
了160斤， 经常饿得头昏眼花， 实在没办法就吃大蒜充
饥， 辣得两眼流泪胃里灼痛也不舍得放下。 陆树铭仿
佛跌进了万丈深渊， 想往上爬， 却什么都抓不住， 无
助、 绝望……

后来陆树铭被分配看管死刑犯， 在绝望中他遇到
了比他更绝望的人。 他帮他们喂饭、 洗澡、 洗衣服。
偶尔陆树铭会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 很多时候就是一
次偶然， 人便走上了绝路。

通常傍晚时， 上面会来人告诉他明天行刑， 陆树
铭就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中， 墙上的钟表咔咔响着， 他
每过一会去看看他们， 他们睡得正香， 一想到他们第
二天要走向死亡， 他的泪就流了下来。 凌晨4点， 牢
门突然打开， 几个人猛然跳了起来， 武警拉着他们往
外走，几个人齐刷刷跪下：陆哥，我们走了，你的恩情，
我们20年后再报！ 陆树铭把脸侧向别处， 头微扬着 ，
眼闭着， 两行泪从眼角流了下来， 最多的时候， 在他
面前一次性走了40多人，从那以后，他再不说“上路”。

一年多以后， 陆树铭的事情有了结论， 他被宣布
释放免于起诉， 并按政策补发了工资， 但组织上还是
勒令他调离演出队告别舞台， 后被安排去贸易公司做
业务。 这段时间，陆树铭饱受非议与冷漠，那种跌进深
渊的感觉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他。 尽管不在演出队， 他
仍然坚持每天早晨去练声， 工作闲暇的时候， 广泛涉

猎中外名著……他在心灰意冷时常在心中默念： 天降
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
空乏其身……他一定会重新回到热爱的舞台上……

这段不堪回首的铁窗岁月 ， 让 “年少不知愁滋
味” 的陆树铭一下子从精神上成熟、 深邃起来， 他慢
慢开始思索自己的人生、 未来， 意外的灰暗岁月， 给
他青春的眼眸增添了沧桑 、 厚重 ， 而这份 “厚重 ”，
又隐隐让他具备了被命运垂青的特质…

凭实力，击败36个关羽扮演者

“中央电视台来找 《三国演义 》 中关公的演员 ，
见字速来胜利饭店2号楼2层2号”。 贴在铁门上的这张
纸条， 让陆树铭和 《三国演义》 结下了一生的情缘。

“我觉得这是冥冥之中的缘分，那天中午还晴空万
里，傍晚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 ”陆树铭慢慢陷入了
回忆，他反复跟记者说，他喜欢“冥冥之中”这个词。

1990年的夏天， 陆树铭正在咸阳拍摄一部公安题
材的电视剧， 傍晚的暴风雨， 让他担心自己那40平方
米的小家给冲了，然而到家后，一切好好的，只是铁门
上多了一张纸条，陆树铭一看日期：坏了，是3天前的！

等他呼哧带喘赶到指定地点 ， 对方正在整理行
李，再晚到一会儿，《三国演义》剧组就转战别处了。

记者曾采访过 《三国演义》 的制片主任宋小汀，
他至今记得见到陆树铭时的感受： 大高个儿， 浓眉大
眼， 眼里含着深情， 脸庞带着沧桑！

“导演， 如果他演不了， 全国就再找不出能演关
公的人了。” 宋小汀兴奋地给北京打电话， 旁边的陆
树铭震惊中带着狂喜， 这一年， 他34岁。 脸上和眼睛
里带着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深邃， “我突然明白， 我
之前所有的遭遇 ， 都是为了遇关公所必须经历的劫
难。” 突然闪回到 “曾经的灰色岁月”， 陆树铭的眼眸
掠过了一丝暗淡。

到北京化好妆， 陆树铭照了下镜子， 吓了一跳：
“丹凤眼， 卧蚕眉， 面如重枣， 这不就是我8岁时看小
儿书上的 ‘美髯公’ 关羽的模样吗？ 太像了！”

走到考官面前， 陆树铭一抱拳， 说： “关某姗姗

来迟！” 导演问： “你怎么知道你能成功？ 在你之前
已经筛下去36个关羽扮演者了 。” 陆树铭神态傲然 ，
嗓门洪亮地回答： “非我莫属！”

考官立刻出题 ： “曹操带领百万雄兵杀将来 。”
陆树铭没有思考， 一拂长须， 蔑视大笑， 大呵一声：
拿———刀———来！ 台下顿时掌声雷动。

卸了妆回到大厅， 女导演蔡晓晴走过来， 把 《三
国演义》 前六集剧本送到陆树铭手里， “关公是你的
了， 回去做准备， 前六集的戏由我导演， 春天桃花一
开， 我们就拍 ‘桃园三结义’”。 陆树铭高度紧张的内
心， 伴随着巨大的喜悦， 终于舒缓下来， 他知道， 他
的人生， 将要迎来一个华丽的春天。

不用替身，他六次从马上摔下

春天， 桃花开了， 一片缤纷灿烂， 《三国演义》
第一集的 “桃园三结义” 在香山脚下的花海里开拍，
附近的老乡都站在不远处的小树林眺望， 一位老人家
不停指着陆树铭说： “瞧， 关公， 那是关公！” 声音
不大， 那一刻， 陆树铭心里说不上来有多自豪。

戏里他饰演的关羽双手相握， 向前一步， 面对大
哥刘备， 泪流满面， 倍加动情地说： “关某虽一介武
夫， 亦颇知 ‘忠义’ 二字， 正所谓择木之禽， 得栖良
木 ， 择主之臣 ， 得遇明主……愿终身相伴 ， 生死相
随。” 张飞流着泪大呼： “俺也一样！”

“三个男人，面对苍天，膝下黄土，结下了此生不渝
的金兰之誓 ， 所有的理解 、 信义全在那真挚的 ‘大
哥、二弟、三弟’的呼唤中产生，随后是‘这一拜，生死不
改……’ 深情的歌声响起。 当时我仿佛在梦里， 现在
20多年过去， 我依然记得那一片美丽的桃园， 刘关张
从此并肩作战，生死不渝，而戏外，我和扮演刘备的孙
彦军、 扮演张飞的李靖飞也成了几十年的好兄弟。”

一部 《三国演义》， 从筹备到播出， 长达五年时
间， 就是为了追求制作的严谨和完美， 如何最大程度
的还原三国时间的历史背景， 拍出厚重感来， 是剧组
追求的最高境界。

为了演好关羽， 陆树铭每天练刀练枪， 经过几个

月的骑马训练， 最后可以完全不用替身拍摄双手撒缰
绳骑马的搏斗戏， 陆树铭说， 他前后共有六次从马上
摔下来， 最严重的一次， 长达一个月躺在床上不能动
弹。 为了不耽误拍摄进度， 大夫拿着给动物用的一尺
长的针管， 给他抽掉腿里的脓血和积液。

大针管扎进去 ， 陆树铭疼得直喊 ， 大夫说 ： 喊
啥！ 关老爷刮骨疗毒都面不改色！ 陆树铭苦笑着说：
“我是凡人， 不是关老爷呀！” 有了亲身体验， 陆树铭
后来演 ‘刮骨疗毒 ’ 的戏份时就特别能投入进去 ：
“刮骨非常疼的时候， 只是嘴角微微一动， 眉毛紧锁
又舒展开来， 捋着髯， 喝着酒， 谈笑风生。”

此外， 陆树铭还认认真真把84集电视剧 《三国演
义》 的剧本抄写了一遍， 他把抄写好的剧本贴满了宿
舍的床上、墙上。 还有厕所的马桶边上、洗漱池的镜子
上。 不拍戏的时候， 他就跪在床上， 面对着墙， 披着
大衣默背台词，很快，陆树铭就把全部台词背得滚瓜烂
熟，走路、甚至吃饭的时候，他都在揣摩关羽的人物性
格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联，以及故事发展的来龙去脉。

他用情至深，完美演绎了关公

拍完 “千里走单骑”， 陆树铭演关公， 从形似到
神似， 越来越自如了。

“在民间， 关羽是 ‘忠义’ 的化身， 作为一名普
通演员， 去表演这样一位 ‘半人半神’ 的人物时， 是
非常难的， 除了外形， 我想到了神韵： 怀疑的， 蔑视
的， 不屑一顾的， 深情的……我设计出了多种眼神，
来更好地塑造关公。 在表演中， 我试着表现出关公的
‘凝重’ 与 ‘飘逸’ 来， 而且要把握好两者的度， 因
为过于凝重显得呆板， 过于飘逸又失去庄重感。” 陆
树铭说 ， 败走麦城 ， 是关羽一生的终点 ， 而拍这场
戏， 则是在零下30度的河北木兰围场。

“漫天大雪飘落， 我穿着单衣跪在雪地上， 磕了
三个头， 满怀崇敬遥拜关公： 关老爷， 我愿用我最大
的真诚来演绎这段 ‘败走麦城’， 希望您在天之灵保
佑我们所有人， 一定会拍好。 我回头， 漫山遍野齐刷
刷跪了几百名战士， 我知道在大家心里， 关公是那样

神圣， 一瞬间， 感动的泪， 顺着脸颊流下。”
这时的关羽 ， 须发花白 ， 兵士已尽 ， 他走出大

帐， 看着战士们， 多少年的征战， 桃园三结义后生死
相随的兄弟情， 曾经的梦想和辉煌， 那一刻， 他知道
必死无疑， 盘旋在心的， 有壮志未酬的怆然， 兄弟情
义的炽烈， 他流出了英雄之泪， 波澜壮阔的一生， 一
切将归于尘土……

“当演完关公的每一个经典场面， 我的精神和灵
魂， 已经与他紧紧系在了一起。”

1994年底，《三国演义》正式上映，大受好评，出现了
街头巷尾热议 “三国” 的盛况， 最高收视达到50%以
上，而陆树铭扮演的“关公”更是深入人心，广受赞誉。
陆树铭说 ， 关公的角色成全了他 ， 也让他陷入一种
“绝境”，《三国演义》之后，很多导演认为，他的外形只
能演关公， 于是他的艺术之路变得漫长而艰难……

2010年， 陆树铭80多岁的老母亲突然被查出患了
恶性肿瘤， 那一个晚上， 无数往事涌上心头……

而当陆树铭离开家奔赴剧组10天后， 他又收到家
里传来的噩耗： 父亲去世了！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无论我再努力， 都不可能
让父亲看到荧屏上我演的关羽了， 所以在塑造关公这
个角色时， 我是带着满腔悲痛与遗憾去完成的， 我的
每一个眼神和动作， 都是对父亲养育之恩的回报。”

常年在外，回家陪伴母亲的时间很少，此刻母亲病
重，他想起每次回家都能喝上母亲酿的米酒，心里对母
亲的深情自然就流淌成《一壶老酒》的歌词：喝一壶老
酒，让我回回头，回头望见妈妈的泪在流，每一次离家
走，妈妈送到家门口，每一次离家走，一步三回头……

2014年， 陆树铭带着母亲到中央电视台录制 《九
九艳阳天》， 年近60岁的陆树铭站在舞台上， 在全国观
众面前为90岁的母亲深情演唱了 《一壶老酒》， 那一刻
母亲紧紧依偎在他的肩头 ， 眼里有了动情的泪……
《一壶老酒》 动情的旋律， 借助网络， 感动了无数人，
随后，他又创作了《生死百年》《最美四月天》《好朋友常
聚首》 等脍炙人口的歌曲， 今年4月份， 陆树铭成立
了以传承忠义为名的演艺团体 “陆家班”， 践行公益，
传播忠义孝道文化， 成为陆树铭新的事业……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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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关公，我心里的神”
陆树铭：

终于约上了老版三国关羽的扮演者———陆树铭 。
采访之路漫漫。

雨声潺潺。
他上来说： 你要把对关羽的有色眼镜摘掉来和我

聊。
我惶恐万分， 仔细琢磨， 自从眼睛度数下降后很

少戴眼镜了， 且近日不幸将眼镜踩坏， 既然没戴眼镜，
咋摘有色眼镜？

他哈哈大笑， 说， 我是比喻， 你别用对关羽的美
好想象， 来对待60多岁胡须花白的扮演者陆树铭。

他最难忘的是曹操败走华容道的戏份， 暴躁的，
轻蔑的， 平静的， 不屑一顾的， 各种可能性剧组设计
了个遍， 最终， 他以不变应万变， 说表演的最高境界
是不表演， 以一个淡然的表情演完全部， 而内在的纠
结隐忍都在表情里含着。

他笑的时候眼里充满深情， 说与刘备、 张飞的扮
演者在生活里感情一样好， 角色与现实差别不大。 不
笑的时候， 眼神充满沧桑。

他说， 他和宋小汀成了一辈子的朋友， 狂风暴雨
的傍晚， 宋小汀兴奋地对导演说： 除了陆树铭， 全国
再也没有能演关羽的了。

当拍完败走麦城， 他终于如释重负， 可是岁月越
久， 当各种年龄层粉丝对他礼遇有加时， 他觉得肩上
担子重了： 要把忠义的文化传承下去。

他曾出演 《大话西游》， 和周星驰合作演牛魔王，
他说他完全是碍于情面， 虽然和说粤语的周星驰对戏
只能数数， 但他对周星驰并无偏见。

近年来他以歌曲 《一壶老酒》 再度出现在公众视
野， 诉说他对母亲的爱和执念， 与我心有戚戚焉， 他
曾说到兴致高处， 唱了韩磊的 《等待》 和 《走四方》，
那浑厚朴实的嗓音一如一壶老酒给我的感动和震撼。
他果然是天生的歌者。

临行有人过来合影， 他高大的身材， 花白的胡须，
深邃的眼睛， 在人群中分外耀眼。

我曾经无数次设想过， 为什么他能把关羽演得那
么好， 见到本人， 我才明白， 他和关羽一样， 就是那
样朴实、 忠厚、 侠义。

他说： “我塑关公， 关公也塑我。 关公给我的一
生点亮了一盏忠孝节义的明灯”。

在浮世里， 他有很多选择的关口， 只要违心说些
话， 做些事， 境况都会好得多， 但是， 他都没有。 他
说， 关公， 是他心里的神。

是的， 关公， 也是我心里的神， 他用生命完美诠
释了忠义， 成为千百年来国人心中的神。

左起为陆树铭、孙彦军（饰刘备）、李靖飞（饰张飞）

为妈妈深情演唱

陆树铭出席《我遇关公》渭南签售会 现场签售新书

他有过风华正茂的辉煌岁月， 也曾锒铛入狱， 度过人生最暗淡的时光； 赵云和孙
策是他最钟爱的人物， 对于关羽， 他说 “半人半神， 只能仰望， 当神供着”， 却在偶然
机缘下， 凭实力击败36个关羽扮演者， 成功塑造了 “丹凤眼， 卧蚕眉” 的美髯公； 从
“形似” 到 “神似”， 他完美演绎了关公神韵中的 “凝重” 与 “飘逸”； 他为母亲演唱
《一壶老酒》， 深情的旋律感动了无数人； 他成立 “陆家班”， 在践行公益的路上传承忠
义文化……他就是1994年电视剧 《三国演义》 关羽扮演者———陆树铭。

关公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