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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8 日中午，95 岁的表演
要戏剧生涯之间。60 岁之前，蓝
艺术家蓝天野在家中平静离世。 天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简称
消息传来，许多观众纷纷追忆起 “人艺”
） 已工作了三十余载，出
他在电视连续剧《封神榜》中扮
演了《北京人》
《茶馆》
《家》
《蔡文
演的姜子牙，和在《渴望》中诠释
姬》
《王昭君》等经典话剧，也担
的沪生父亲王子涛。
任过《吴王金戈越王剑》
《贵妇还
姜太公的仙风道骨、运筹帷
乡》 等力作的导演；2011 年，他
幄，在剧中被他表现得淋漓尽
应时任院长张和平之邀，重返阔
致，即使封神题材影视剧拍了无
别二十余年的舞台，创作能量一
数部，蓝天野的姜子牙依然无人
发不可收，90 岁以后还参与了
能够超越。
多部作品的复排、演出或导演。
2021 年 6 月 29 日，在庆祝
有评论称，终其一生，蓝天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七一
野坚守着演员和导演的根本品
勋章”颁授仪式上，蓝天野老爷
质，且用了近 80 年的职业生涯
子是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演艺
将之具象化。
界人士。
好曲艺，
精书画，
被蓝天野领
实际上，这两个知名度甚高
进人艺大门的濮存昕评价他是
的角色恰恰诞生于他的两段重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谈到业

人 物

蓝天野：剧艺长存

“七一勋章”
颁授仪式

务，
他严肃严厉，
众人对他又敬又
畏。到老了，
转而包容、
通透，
甚而
浮现几分童真。回首烟雨平生，
他
说，
“真话有时也会伤人！还是自
己涵养不够，
但我一定不伪谎。”

另外一个身份
人们不禁产生疑问，为什
么要将“七一勋章”这至高无
上的荣誉颁给他？原来，除了
演员、导演，蓝天野还有另外
一个身份——
—曾经的中共地下
党员。
甚至连他的名字，以及他转
投的演艺事业，都是听从党组织
安排的。
“组织让干什么，我就干
什么；党怎么决定，我就怎么
做！”这句话，从 1945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开始，蓝天野已坚定不
移地践行了 70 多年。
蓝天野，原名王润森，1927
年出生于河北饶阳。小时候的他
喜欢画画，一门心思打算做个画
家。后顺利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
科学校，即中央美术学院前身，
专门学习绘画。
那时的他对绘画已经到了
痴迷的程度，
油画、水彩画、铅笔
画、版画、漫画，
各种形式他都练
习过。
“我顺其自然地就成了班里
美术版面的设计者，还经常在课
堂上偷偷画老师，甚至还在学校
的板报上开辟了一个‘每期一

师’
的漫画专栏。”
“那时我都是用炭笔画，要
修改时就用馒头擦掉。有时到中
午了，
才发现馒头也用得差不多
了。”提起那段往事，
蓝老仍充满
了兴致。
1945 年，国民党统治下的
北平，百姓生活依然是水深火
热，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学
生民主运动开始在地下展开。
蓝天野的三姐石梅是一名
优秀的共产党员，
她被组织从解
放区派回北京，任务是在大城市
发展地下党的力量。蓝天野的家
也成了北平地下党的一个联络
点。
姐姐给蓝天野带来了《论联
合政府》
《新民主主义论》
《两个
中国之命运》等书籍，这些前所
未闻的新文化、新思想，犹如给
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让他感
到无比震撼。
在姐姐的带领下，蓝天野参
加了革命工作，负责刻印蜡版、
印制宣传材料等，
随着工作的开
展，
他成为姐姐回北京后发展的
第一个党员。

1945 年 9 月，18 岁 的 蓝 天
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
后，蓝天野冒着生命危险，在解
放区与国统区之间，从事着传递
信息、护送人员、运送物资等工
作。
这些在旁人听来都是高风
险的任务，在蓝天野的回忆中却
并不是什么大事。“这是我为党
做的一项具体工作，心里很高
兴，也没有觉得特别危险。”
1948 年，国统区大城市民
主运动高涨，很多大中学校的学
生剧团，都是学生运动中的主
力。面对这种局面，国民党反动
当局对很多剧团开始怀疑，
加紧
监视。
蓝天野所在的演剧二队和
祖国剧团，正是地下党领导的据
点。按组织指示，蓝天野和大批
同志连夜撤回解放区。
到达解放区后，接待人员
说：
“你在国统区还有亲戚朋友、
很多关系，为了他们不受牵连，
得改名字。”于是，他把原来的名
字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一
直沿用。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1952 年，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成立，蓝天野在这里从事戏剧
艺术工作。
“因为当时党指示，让
我把工作重点放在戏剧战线上，
扩大党的影响。从此，我就一直
从事话剧事业，直到现在。”回顾
自己的艺术生涯，蓝天野颇为感
慨。
建院初期，很长时间都没有
排戏，因为当时的很多演员都不
是科班出身。为了提高演出效果，
全院分成四个大组，下乡体验生
活。晚上练戏，白天帮老乡收麦
子、
干农活。后来，
体验生活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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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入电视剧领域时，留在一代
人心中永恒的经典形象。
除话剧、电视剧表演外，蓝
天野还作为导演，执导《山村新
人》
《故都春晓》等十余部话剧，
并凭借话剧 《吴王金戈越王剑》
于 1985 年 获 北 京 市 优 秀 导 演
奖。
同时，他坚持为青年演员讲
授剧院传统、
戏剧表演理论和技
巧，曾接受过他教学指导的有童
超、狄辛、林连昆、宋丹丹、濮存
昕等众多艺术家。
濮存昕曾说过，在人艺继承
年，
濮存昕与蓝天野在人艺剧院交流
老戏，复排老一辈创作的角色，
为了
“北京人艺”
的特色之一。
也像在追慕自己的祖先：
向前辈
多年来，蓝天野始终坚持对
学习，
然后摸索着找到自己演戏
艺术事业的执着与追求，先后在
的方法。有些地方脱胎出来了，
《茶馆》
《北京人》
《蔡文姬》
《罗密 “但是他们身上好的东西还是让
欧与朱丽叶》 等 70 余部话剧中
你目瞪口呆。”
成功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艺
郭沫若编剧的《蔡文姬》，濮
术形象。
存 昕曾 演 过 董 祀，2011 年 他 第
其中，
《茶馆》 中的秦二爷、 一次演曹操。一次蓝天野去剧院
《北京人》中的曾文清、
《蔡文姬》 二楼，
听到濮存昕在读台词。问
中的董祀、
《王昭君》中的呼韩邪
他，
“ 你演的这个曹操，他拿到
单于等人物形象，给观众留下了 《胡笳十八拍》，是刚拿到，还是
深刻的印象。
有好几天了，在寻味它？”
而 《封神榜》 中的姜子牙，
濮存昕一听，
“啊。应该是刚
《渴望》中王沪生的父亲，则是他
拿到。”

“你读得不太对。”
濮存昕立马回过神来。
“这是
天野老师提示我，曹操在念《胡笳
十八拍》的时候是要有停顿，但不
能是抑扬顿挫有板有眼的朗诵。
因为这是曹操第一次看到这首曲
子，要表现出一点生疏与惊喜，才
能取信观众。”
出演《冬之旅》时，
蓝天野已年
过九旬。第一轮全国巡演的 45 天
里，
走了 7 个城市，
演了 17 场。每
场 105 分钟，
台词满满当当。合作
演员李立群回忆，每天演出前，
两
人都会从头到尾把词对一遍。把词
都“暖”了以后，上台前一分钟，两
个人还会在大幕后面，
握着对方的
手 30 秒，
“好像气就通了。”

版《茶馆》中，
蓝天野饰演秦二爷

公益事业
2011 年，为纪念建党 90 周
绕了回来。一到正式演出，竟毫无
年 ，84 岁 高 龄 的 蓝 天 野 加 盟 剧
闪失。”
组，重排献礼剧目《家》。他在排练
时至今日，复排老剧，年轻演
中不慎摔伤，手指骨折，起身后的
员们还会到人艺资料室，翻看旧
第一句话是：
“对不住大家，让各
时排演版本的光盘，包含单部作
位受惊了。”第二天，他坚持带伤
品发展历程的“红宝书”。
出现在了排练现场。
同代人纷纷故去，蓝天野是
一部部优秀作品、一个个鲜
否心中落寞，外人难以知晓，但至
活角色背后，支撑蓝天野潜心创
少晚年蓝天野留给朋友们的，永
作、精彩演出的动力，是对艺术始
远是对生活的积极拥抱。
“说得高
终如一的追求。兢兢业业，无私奉
雅点，天野老师这辈子算完美地
献，蓝天野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树
自我实现了。俗一点说，老爷子活
立了榜样。
得够本儿！”
他先后荣获中国话剧金狮
他喜欢玩“抓娃娃”，去看《蓝
奖、
“ 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
、 人秀》
《下雪秀》这类互动演出秀，
“全国德艺双馨奖·终身成就奖” 像个孩子一样投入其中，去玩扔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到观众席中的大气球。
蓝天野还热心参与社会公益
2022 年年初，老爷子拄着拐
事业，积极回报党和祖国。每年的
杖走进北京人艺排练场，担任历
“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他都
史大戏《吴王金戈越王剑》导演。
踊跃参与。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 “只要观众需要我，我就会继续发
青海玉树地震，他都慷慨解囊。
好光和热。”蓝天野如是说。
2012 年“北京 7·21 特大暴雨
他真的用行动践行了承
灾害”发生后，他第一时间主动捐
诺——
—将一生奉献给了舞台，献
款。
给了人民文艺事业。怎能不令人
2014 年，得知“南锣鼓巷戏剧
敬佩？
节”因资金短缺面临困境时，他当
当被问起对现在演艺界“小
场捐出 3 万元，热切关心和扶持
鲜肉”的看法时，他说：
“这是一个
民营戏剧演出。
侮辱性的语言，说明不具备演员
2018 年，在北京人艺开展的
的基本条件。演员需要充实生活
戏剧进校园公益活动中，他以 91
积累，提高文化素养。”
岁高龄，
开启北京人艺名家讲坛第
这是从红色年代成长起来的
一讲，
与清华学子面对面畅谈了他
老一辈艺术家，对后辈的严格要
的戏剧与人生体验，
分享了北京人
求与殷切期待。
艺艺术创作的特点和风格。
“我干的这个专业，不光是娱
2019 年，92 岁的蓝天野出现
乐观众，是在社会当中产生了积
在了综艺《国家宝藏》的舞台上， 极的影响，这更激发自身的责任
扮演汉朝名将赵充国。
感。你会深深体会到，
观众心中的
大家都说，暮年的蓝天野并
这种真情、善良的东西是不容践
无暮气。2020 年已经 93 岁的蓝天
踏的。”这是蓝天野留给所有演艺
野偶尔会忘词，大家的心都提搂
圈后辈的箴言。（邓郁《南方人物
起来。“但停顿一会儿，他又把词
周刊》、系列纪录片《蓝天野》）

为演员讲戏中的蓝天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