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实啊， 大家看上的
不仅仅是你手上那点技术 ，
更需要传承的是你身上的那
颗匠心 ！ 匠心 ！ 懂不懂 ！ ”
舞台上， 当两位工匠师兄弟
因厂区搬迁而情绪低落、 抱
怨不断时， 翔云机械厂工会
主席周武发出了这样的呼
声 。 在由北京市总工会出
品， 劳动午报社与北京纯京
味儿艺术剧院共同制作的话
剧 《翔云8号院 》 中 ， 演员
杨平友身着衬衫夹克、 大方
亲民， 他塑造的集浩然正气
与工匠精神于一身的厂工会
主席周武形象， 也将以最接
地气的方式， 呈现给广大职
工观众。

□本报记者 赵思远/文 彭程/摄

“用匠人之心
去演好一个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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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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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血》

2014年， 伊丽莎白·霍姆斯
所创立的企业希拉洛斯由于其革
命性的血液检测技术———在一滴
血上进行两百多项专业检测———
在短短十年间成长为硅谷最具商
业价值的独角兽公司。 霍姆斯本
人更是跻身全美四百大富豪榜，
入选 《时代》 杂志影响全球的百
大人物， 一跃成为硅谷第一位亿
万女性创业家。 就在人们期待着
希拉洛斯成长为下一个苹果或者
谷歌时， 一个真相逐渐显现———
希拉洛斯所声称的革命技术是假
的 ， 这个商业神话内核只有一
个， 那就是谎言。

一场价值近百亿美元的骗局
如何被精心打造？ 一个毫无医学
背景的斯坦福辍学生缘何能蒙骗
住一众美国政商界大佬？ 两届普
利策新闻奖得主约翰·卡雷鲁不
畏威胁， 以冷静的笔触和完整的
细节， 揭露了这个自安然公司之
后规模最大的企业诈骗案内幕。

性侵的案发现场， 隔绝的私
密空间， 被称为 “黑箱”， 而揭
开这个 “黑箱” 时， 暴露出来的
则是调查机构与司法体系中的更
为巨大的 “黑箱”。

本书是日本#MeToo运动核
心事件全纪实 。 2015年 ， 4月3
日， 伊藤诗织就工作签证问题与
当时TBS电视台华盛顿分局长 、
首相晋三传记作者山口敬之相约
进餐会谈， 却遭对方性侵。 之后
的一年， 面对媒体、 社会、 司法
的重重壁垒 ， 她不断诉诸法律
……为何司法系统无法制裁伤害
女性的人 ？ 作为弱势群体的女
性， 在社会不公、 大众冷漠、 舆
论暴力兴盛的今天， 应当如何生
存、 如何自救？

形象：这个工会主席“有
血有肉”

昆曲演员出身的杨平友向记
者坦言， 自己 “演过领导， 演过
干部， 可演工会主席， 还是头一
遭”。 工会主席深厚的职工群众
基础、 生活中幽默诙谐而又对职
工关怀备至、 担负着企业与职工
沟 通 的 桥 梁 作 用 等 特 点 ， 令
杨 平 友对周武这个角色印象深
刻。 所以， 杨平友围绕这个角色
的各个细节都进行了深入的挖
掘。 杨平友认为， 首先， 自己作
为60后演员， 饰演工会主席这一
角色， 从年龄上讲是贴近的， 为
此， 他还特意重温了2012年刘佩
琦主演的电影 《咱们的工会主
席》， 从中寻找灵感。 “剧组开
始给我安排的上台服装是西服，”
杨平友说， “我特意查了， 虽然
发现网上有工会主席穿西装的实
例 ， 但我还是从大的受众面出
发， 选择了现在广大党政工作人
员穿着的夹克。”

杨平友表示， 设定工会主席
这个角色时， 他与编剧、 导演春
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如何让工
会主席不局限于本身， 在 “骨架
健全 ” 的同时跳出工厂这个圈
子， 走进富有烟火气的胡同大院
儿， 使该角色和整部剧的血肉更
加丰满， 创作团队围绕该角色的
人物关系 、 主线和支线故事情
节、 形象性格塑造等方面进行了
精心打磨。

剧中， 工会主席周武妻子早
逝， 独自抚养同在厂里上班的儿
子周小波， 他与小卖部老板顾嫂
的一场场戏， 可谓 “有苦有甜，
情满人间”。 周武平日在厂里忙
上忙下， 自己和儿子吃饭都成了
问题。 “让儿子在家吃饭， 让主
席在家蹭饭”， 从外地来京务工、
离异的顾嫂作为街坊邻里， 总能
为爷儿俩坐上可口饭菜， 久而久
之， 不仅工会主席周武对其产生
了依赖， 就连把顾嫂当成母亲看
待的周小波， 也多少看懂几分，
却又深知父亲为人刚正、 不善言
谈， 便在一场戏中自作主张地把
亲手制作的小饰品送给顾嫂， 谎
称是父亲之意。 周武虽然吃着顾
嫂的饭， 但时刻惦念着顾嫂对爷
儿俩的恩情， 作为工会主席的他
深知职工不易， 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将记录这些日子顾嫂做了多
少菜的小本拿出， 一同付账； 生
活中， 作为男人的他还帮顾嫂修
车、 搭棚， 干了不少力气活儿，
换来了顾嫂对他的一份中意。 一
个是管着上千职工的工会主席，
一个是外地来的普通商户， 身份
的差异却让顾嫂始终迈不过所谓

“社会地位” 的坎儿， 窗户纸捅
不破、 街坊邻里琐事多， 在杨平
友看来， 与顾嫂之间的故事， 让
工会主席周武的角色 “接地气、
倍儿生活”。

态度： 文艺界同样需要
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 不应该只局限
于工厂， 社会的方方面面， 都急
需这种精神。” 周武的身份既是
工会主席， 又是大工匠， 还为传
承工匠技艺披荆斩棘 ， 说破了
嘴、 操碎了心， 这也引发了杨平
友心里的共鸣。 他感言， 现在的
社会太过浮躁， 人们干起工作来
静不下心、沉不下气，而“传承”作
为所有大工匠必须要走 的 一 条
路 ， 不应该仅仅传承绝活儿手
艺， 更要培养认真负责、 精益求
精、 脚踏实地的态度。 所以， 杨
平友以身作则， “排练期间， 没
请一天假”， 在剧组用实际行动
来阐述他对这个角色的理解。

“用匠人之心去演好一个匠
人”， 贯穿于杨平友排练的全过
程 。 坐在台下的他时而低头思
考， 时而与其他演员进行短暂的
业务交流， 待到自己的戏份一开
始， 挺起腰板、 穿上夹克、 迈开
大步， 举手投足有深意、 眼神上
下起波澜， 一个全身上下透着精
气神儿的工会主席便跃然于观众
眼前。 剧中， 周武的儿子周小波
思想前卫， 甚至在几段戏中与自
己父亲筹建工匠坊的事情唱了反
调 。 既要演好职工 “娘家人 ”，
又要真实地再现一名情感丰富的
父亲， 杨平友坦言， 舞台上更要
把握好火候， 实现多种身份的自
由转换， 演成 “职工心目中的工
会主席”。 同时， 杨平友也欣慰
地表示， 剧组的青年演员思维更
加活跃， 演出风格更加多样化，
让他对这部剧也有了更深的理
解。 “他们从不叫苦叫累， 我跟
他们合作十分愉快， 借着这部剧
说， 我希望这批文艺界的 ‘青年

工匠’， 能够在日后吹响传承工
匠精神的冲锋号。”

愿景：“京味儿” 文化应
创新扩容

《翔云8号院》， 是杨平友与
编剧、 导演春雨合作的第一部作
品。 杨平友说： “我们的气场很
合， 我也愿意与像春雨老师这样
的民间戏剧制作人进行长期深入
的交流。 在我看来， 民间戏剧题
材广泛、 人员灵活、 创意颇多，
民间戏剧团体有着更大、 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

同时， 作为北京人的杨平友
也对这部剧主打的 “京味儿 ”，
阐述了自己的理解。 “其实我所
理解的京味儿并不仅仅是民国时

期的老北京，” 杨平友说， “北
京很久以来便是一个融合的城
市， 汇集各种地方方言、 吃食用
具、 绝活儿手艺， 衍生出来的一
个特点便是 ‘杂’。” 他就这部剧
向记者介绍， 小卖店老板顾嫂是
外地人 ， “拉面王 ” 也是外地
人， 他们来到北京， 融入北京，
和北京当地人一同生活， 也是这
“京味儿” 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
平友认为， 如同工匠精神不能仅
仅局限在厂里坊间 ， 应该走出
去， 在各行各业生根发芽、 蔚然
成风， 从一种标杆变成一种习惯
一样， “京味儿” 文化与 “京味
儿” 艺术， 一样应该通过吸纳、
改良与发展， 扩大其受众面， 实
现层次更深、 程度更广、 影响力
更大的传承发展。

“梨花开， 春带雨， 梨花落， 春入泥……” 近日， 优美
的唱腔在智化寺内响起。 来自建国门街道金宝街北、 外交
部街等社区京剧队的文艺爱好者们轮番上阵为街坊邻里
们 “ 亮绝活儿”。

本报记者 于佳 摄影报道

社区京剧队智化寺里亮绝活

———专访《翔云8号院》主演杨平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