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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硬汉”杨在葆走了！他骑

着战马挥舞军刀，呐喊着冲锋陷阵，

浴血奋战，忠诚奉献，沙场点兵，

“从奴隶到将军”抒写出革命军人的

自豪。

“银幕硬汉”杨在葆走了！他走

向广袤无垠的原野，去挑战黑暗势力

和苦难命运，勇敢坚毅，猛烈如虎，在

沉重的土地上挥洒出农民的勤劳。

“银幕硬汉”杨在葆走了！他走向

机器轰鸣的车间，冲破重重阻力吹响

改革的号角，没有退路，只有前进，“血

总是热的”才能奋斗出人生的骄傲。

我赞美“银幕硬汉”杨在葆，他是

伟大时代的幸运男儿，他是塑造工农

兵形象的杰出代表，光影留痕，“硬

汉”英雄形象屹立银幕传千古，众口

皆碑，“奶油”、“鲜肉”、“娘炮”过眼云

烟成笑谈。

愿“硬汉”杨在葆一路走好！

（作者为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

这是一个能让人心碎的噩耗，杨

在葆这位我曾经那么熟悉、那么尊敬、

那么知心的老哥，竟然在举国欢度的传

统节日里，毫无征兆地离去了。我悲

痛，我不信，因为我的眼前全是他的身

影，似乎昨天我们还在一起交谈……

在我心目中，在葆大哥绝对是中

国影坛的“一哥”，是一位有口皆碑的

“硬派小生”。他魁梧、粗狂、彪悍，英

雄模样，侠骨柔肠。尽管他生性不喜

张扬，言行低调，但是他一露面，浑身

透溢出的阳刚之气倏然间就会形成一

个很强大的磁场，吸引所有人的眼

球。即便进入耄耋之年，他依然身板

硬朗，豪气勃然，举手投足间，一副

“MAN”的派头和气质。每次和他见

面，一握他那宽厚的大手，就感到有种

力量的存在。

是的，大哥给人以力量，他的力量

不是只洋溢在他的形体上，更多地体

现在他的性格和演技上。他从苦难中

走来，淮北平原的贫穷孕育了他的性

格，黄河古道特有的文化和历史濡染

了他的心灵。他坦诚、质朴、豪爽、乐

观，以及坚强和执着。贫瘠的土地同

样根植了他非同一般的梦想，而父亲

的英年早逝，留给他的不仅仅是悲痛

和磨难，更是一种历练和锤淬。他就

是凭着一股不认命、不服输的倔劲，以

品学兼优的成绩，叩开了上海戏剧学

院的大门。他曾经告诉我，进了上戏，

每天能吃上米饭、馒头和猪肉，那日子

就像天天在过年。不过，温饱不是他

的追求，他要为家庭争气，为家乡争

光，为那些穷乡僻壤的年轻人争脸，这

种朴素的情感一直鞭策着他、激励着

他。他加倍努力，他发愤图强，在表演

艺术上融入并积蓄能量，一上银幕就

显露出独特而富有感染的力度，成为

银幕上最令人信服和难忘的“兵哥哥”

之一。《红日》中的石东根、《白求恩大

夫》中的徐连长、《从奴隶到将军》中的

罗霄，一个个都有血有肉、有棱有角，

栩栩如生，至今在我们的记忆中呼之

欲出、活灵活现。人到中年后，老杨演

兵哥哥的机会少了，但热血依旧，激情

还在，他又在银幕上塑造了铁骨铮铮

的硬汉子，《血，总是热的》和《代理市

长》中富有时代特征、改革意识、正气

凛然、嫉恶如仇的形象，那满满的正能

量打动了多少观众的心。老杨在谈起

这些创作经历时，感慨地说，艺术的魅

力不是光靠形象，演戏也不是背台词，

只有进入角色即我的境地，借角色倾

述自己的情怀，表达自己的诉求，才能

赋予角色以感染力。他是从最底层走

来的，他最清楚老百姓想什么、要什

么，角色与他与生俱来的正义感一拍

即合。

追求正义是老杨的人生信条，他

明白怎么做人、怎么演戏，角色有嚼

劲，给多少钱都演，剧本差戏不好，给

再多的钱也不演。老杨的经济状况一

直不是太好，尤其是第一任妻子夏启

英因病去世后，除了一男一女两个孩

子外，老杨几乎是两手空空。那年头，

凭他的形象和影响力，想挣点外快捞

点钱不是件难事，拍个广告走下穴，挥

挥笔写两个字，分分秒秒来钱。但老

杨不干，投机取巧与他无缘。我曾经

在夏启英去世后不久到过他家，宛南

新村的一套两居室的公房，几乎没有

什么装修，也看不到什么像样的陈设，

简陋得我以为走错了人家。更让我惊

叹不已的是，我冒昧登门后，老杨正打

着赤膊穿着裤衩用搓衣板在洗衣服，

双手全是肥皂。那个瞬间我脑子一片

空白，可至今在我记忆的屏幕上却定

格着这一刻。就是过这样的日子，老

杨也没有屈服，他没有去典当自己的

良知、没有去出卖自己的初心、没有

“旁逸斜出”去沽名钓誉、没有去浑水

摸鱼。后来，老杨重组了家庭，又添了

个女儿，生活并不富庶，但夫妻两人相

亲相爱，日子平淡而美满。谁知，大儿

子“宝宝”患上尿毒症，四处求医问药，

老杨倾其所有也没能留住自己的“宝

宝”。悲痛欲绝的杨大哥，还是咬碎痛

苦咽下，抹去眼泪坚强地闯过了这一

关。我想一个人要给人以力量，他自

己一定是一个有力量的人。大哥名副

其实。

这些年的交往，大哥让我清晰地

意识到一个有自信、有力量的人，才

能主持正义、讲究公道，才能坦率真

诚、大度豁达。每次见到老杨，他谈

得最多的就是业内的一些怪现象、一

些“潜规则”，他很直接很犀利，有一

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他甚至在一些

会议上、活动中，直言不讳地对时下

艺术创作脱离生活的粗制滥造大声

挞伐，对一些做派和现象毫不留情地

提出批评，亮出自己的观点，从不遮

遮掩掩、躲躲闪闪。他就是这样，宁

可穷着、闲着，宁可参加一些没有报

酬的带有公益性或学术性的活动，也

不跟风，更不屈从，完好无损地保先

后这一身正气、一副傲骨。这些年，

他住在北京，但只要上影有事，一声

召唤，他准能到场，非但分文不取，而

且总有出彩的表现，朗诵、写书法，那

种感恩上影、报答上影的大义展现得

淋漓尽致。

凭心说，时下像老杨这样的演员

不多了。

（作者为上海电影集团公司原副

总裁，上海电影家协会原副主席）

本报讯 长影电影导演赵为

恒，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2月

13日在长春去世，终年72岁。

赵为恒，生于 1948 年 3 月

11 日，山东蓬莱人。1965 年进

入长春电影制片厂，历任长影

乐团演奏员、长影场记、副导

演、导演。1987 年起相继执导

了《花翎飞盗》、《命夺黄金图》、

《烦恼家庭》、《断命纹身》、《黑

色闪电》、《雪国情仇》等影片，

以及《紫丁香校园》、《好梦难

圆》、《滴 血 年 华》、《目 击 证

人》、《长空铸剑》等现实题材电

视剧。

他执导的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的电影《炮兵少校》，荣获百花奖

最佳故事片奖；主旋律影片《青年

刘伯承》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华

表奖、长春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等荣誉。曾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

第七届理事会理事。

本报讯 著名表演艺术家杨

在葆，2021 年 2 月 12 日 15 点 33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86 岁。

杨在葆，1935 年 6 月 25 日

生，安徽宿县人。1959 年毕业

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上海

青年话剧团演员。1960 年曾在

影片《红日》中扮演角色。1965
年起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

除 表 演 外 还 曾 导 演《代 理 市

长》、《党小组长》等影片。

他在影片《从奴隶到将军》

中饰罗霄，获文化部 1979 年青

年 优 秀 创 作 奖 ；《血 ，总 是 热

的》中饰罗心刚，获第四届中

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和第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

佳男演员奖；《代理市长》中饰

肖子云，获第九届大众电影百

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2021年春节档的电影《你好，李焕

英》火到“牛气冲天”、后来居上。人们

不禁要问贾玲是如何将她 40 年前的

一桩伤心往事煅造成为感动当代中国

广大电影观众的“催泪瓦斯”的？凡是

走进电影院流着眼泪看完贾玲处女秀

电影的观众，其实都已经有了自己的

答案。

我借说此片是想作为一个由头，

引出我要评说的这部即将上映的小成

本电影——青春励志片《二八时代》

（赵明明执导）。

20世纪80年代，中国拥有全球最

多的极端贫困人口。习近平来到河北

正定，开始了从政之路。不到三年的

时间里，他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跑

遍了正定25个公社、221个村庄，用脚

丈量这片土地，为高产穷县寻找“翻

身”之计。最终，他定下了“投其所好、

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

所变”的“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模式，被

总结成“二十字经”。

而于此同时，邻近正定 100 公里

之外的邢台市平乡县一个小山村也在

悄然中进入了“二八时代”。由河北守

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剑河文化

有限公司、邢台帝诺玩具科技公司等

联合出品的青春励志轻喜剧电影《二

八时代》带我们重温了改革开放初期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影片真切演绎

了四十年前发生在河北平乡自行车产

业“无中生有”、艰难创业、欣欣向荣、

充满活力的一段传奇故事。作为首部

致敬新中国第一代个体自行车创业者

的电影作品，它生动反映了那个时代

中国农民积极向上的创业精神和青年

农民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影片带给

当代年青人拼搏奋斗的精神激励，彰

显出积极进取的思想价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

退伍战士潘建成回到贫穷的家乡，借

了村长、也是他二叔的自行车去与同

村姑娘伊春玲在田野相会。他俩青梅

竹马，情投意合，潘建成苦于家穷，凑

不齐五百多元彩礼，便想与苦等三年

的同学恋人私奔。迫于传统习俗和多

重压力的春玲，只好屈从于爹娘:没有

彩礼和“二八”自行车不嫁。建成急忙

找爹娘商量，彩礼钱好借，只是这“自

行车票”咱平民百姓弄不到，有钱也难

买。这就是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

境况。但天无绝人之路，情急之下，建

成想起“我二舅家的表哥在城里自行

车厂当领导。”于是，建成找到城里表

哥细说原委，苦苦哀求，表哥还真豪

爽，带着建成从自行车厂仓库次品堆

中挑了一辆“二八”自行车。建成这才

想起身无分文，便说这也无钱能买。

可二舅却说这是论斤两算的“次品”，

还额外送了他两麻袋“次品”自行车零

件，作为给他俩弟弟未来结婚用的“贺

礼”。建成喜出望外，以为弄到了“二

八”自行车就会给他和春玲的命运带

来转机，他在骑车返回村子的旷野中

狂喜，大声喊出“我要结婚了！”。谁料

想悲剧已然发生，春玲被迫嫁了他

人。春玲新婚之夜突然丧夫。痛不欲

生的建成重燃希望。他凑齐了彩礼去

为春玲赎身，却拗不过婆家的算计，春

玲远嫁深山，音讯杳无。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山乡，潘建

成迎来命运的真正转机。在村长的鼓

动下，他萌生了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改

变命运的梦想。为了让一毛、锁柱等

全村穷光棍兄弟娶上媳妇、吃上肉、过

上好光景，不再重演他和春玲的悲剧，

他利用表哥的关系从厂家买回“次品”

自行车零件，悄悄干起了组装自销的

买卖。手头刚刚有了几个小钱的潘建

成，心中想的却是穷乡亲，为了让村长

二叔同意为社员分“福利”，他拎着两

瓶好酒(区别于农村的散酒)，去打动二

叔，于是，社员家家户户都分到了一条

子猪肉，唯独建成爹埋怨儿子只顾大

家不顾小家，分给自家一丁点肉。为

了能拴住儿子的心，爹娘商量尽快为

儿子张罗亲事。媒婆介绍一拨又一拨

的对象来家相亲，潘建成遂将计就计，

暗渡陈仓。他与邻村姑娘赵小娟暗中

结盟办厂，不仅骗过了爹娘，还蒙过了

村长和全厂职工。虽然事业风生水

起，但建成对初恋却始终难以释怀。

而此时远嫁深山的春玲由于连续生下

女孩遭受虐待，被迫离婚，再次回到娘

家，住在村口一间破屋里。悲惨命运

缠身的春玲陷入绝望，她将襁褓中的

女儿悄悄放到潘建成家门口，自己想

投井一死了之。幸好建成及时赶来，

救下春玲，紧抱怀中。春玲爹在后悔

中带着儿子找到建成，倾吐感激之情，

并恳求建成收留春玲姐弟到他的自行

车厂上班。建成心软，不顾爹娘及众

人反对，成全了春玲爹的心愿。不久

之后，建成拿到了自行车厂营业执照，

同时也帮赵小绢领了结婚证。有一

天，厂长建成当众宣布，“第一辆二八

自行车出厂，就和赵小绢结婚”，他还

当众抱起了开心的小娟。这一切却伤

透了春玲的心。全厂职工拼命工作，

翘首企盼大喜之日，建成爹娘也暗中

为儿子布置了婚房。春玲含泪为自己

心爱的人贴着喜字，其实是在心中告

别了刻骨铭心的爱恋。而当建成爹娘

和村长一起迎娶新人之际，出现在全

村人面前的新人却不是建成，而是赵

小娟和她的新郎官。在潘建成一再追

问下，春玲说出二次改嫁的真正原因

——她完全出于“自愿”而非婆婆逼

迫，她只是不想因为举债再拖累自己

深爱的人。真相大白，建成将深深的

懊悔变成十分的郑重，他终于体面地

将春玲娶进新房。

影片编导匠心独运，以轻喜剧形

式、现实主义笔法，培育了一颗戏剧的

种子，为观众奉献出这样一部“带着眼

泪的微笑”的青春励志轻喜剧电影精

品。以轻松喜剧的外在形式，深层次

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

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农村、农民命运带

来的巨变，铁证了贫穷落后不是社会

主义。村长在片中虽然着墨不多，却

是一位善于领会党的政策、审时度势、

因势利导的基层干部正面典型，在改

革开放富民政策的指引下，他带领农

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破除旧思想，转变

旧观念，大胆解放思想，创建新机制，

快乐地行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富裕的康庄大道上。

我们要特别感谢编、导、演，他们

共同精心塑造了本片主人公潘建成的

丰满形象。他身上凝聚了一个时代新

人、平民英雄的众多优秀品质，他有着

军人的勇敢、执着、善良和担当，敢于

向一切习惯势力和不法行为挑战和斗

争，善于捕捉商机，网罗人才，各尽其

用，依法办厂，精细管理，努力提高产

品质量，注重培育品牌，广泛开拓市

场，在经历了原始积累阵痛的初级阶

段之后，终于闯出了一条乡镇企业现

代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的路径。他

们这一代青年企业家，是非分明、重情

重义、志存高远，胸襟宽阔，践行着我

们党“为人民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使命。

纵观故事发生地，今日之平乡，业

已将自行车产业做成中国县域经济的

特色支柱产业，尤其是童车已经成为

中国出口海内外的驰名品牌。平乡县

河古庙镇因有一座“中国自行车城”而

闻名遐迩。这里的童车独具特色，除

了自行车，还有小电动车，品类各式各

样，为全中国的孩子们启蒙着速度和

飞驰的梦想。近年来，该县依托自行

车基地产业优势，带动自行车文化快

速发展，他们曾成功举办了“中国邢

台·绿色太行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投

资兴建了“自行车文化博物馆”、展览

馆和竞技场。今日的平乡已经形成了

以河古庙为中心，涉及平乡县 4 个乡

镇68个行政村，辐射周边县200 多个

村庄，形成了自行车零配件、童车及整

车生产、加工、销售等为一体的专业集

群。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和天津地

区之后全国最大的自行车零配件生产

基地、童车生产基地和打气筒生产基

地。

曾经辉煌的“二八时代”已经成为

过往，而我们的电影《二八时代》却带

着历史的思考来和观众见面。但我坚

信，一部有品质的自行车王国的“乡村

喜剧”，必将会使平乡这片拥有数千年

威武、传奇历史的秦属古地(“巨鹿之

战”发生地)重新被时代聚焦，接续奉

献给新时代更多的启迪。

(作者为中国影协理事，河北省影

视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河北传媒学院

研究生导师，邯郸学院二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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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硬汉”杨在葆一路走好！
——2021年2月17日于八宝山送别杨在葆有感

著名表演艺术家杨在葆逝世

长影电影艺术家赵为恒逝世

■文/明振江

他是一个有力量的人
——悼念著名表演艺术家杨在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