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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得奖时，像做梦一样；
拿到奖杯时，就尽情享受吧

廖凡夺“影帝”是在北京时间16日
凌晨，长沙家中的廖爸爸为此一晚没睡，

“大概 2 点左右刷出第一条消息，说廖
凡得奖了，心里第一反应是该不会是粉
丝开玩笑恶作剧吧？”忐忑不安的廖爸
爸第一时间就拿起手机给儿子发短信：

“我说儿子啊，你快给爸爸个准信，是
不是真得奖了？爸爸这一颗心悬着呐！”
而原本打算安心睡觉的廖妈妈似乎也是
与孩子有心灵感应，“孩子他妈身体不是
很好，本来说不管儿子得没得奖都别喊
她，2 点来钟她自己醒来了，干脆就和
我一起等消息。”老两口直到看见儿子
捧起奖杯的照片，才算是踏实了，“当天
上午，凡凡给我们打来了电话报喜，说
得最多的就是嘱咐我们早点休息。”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联系到远在柏
林的廖凡，他还有点激动：“获奖那会
我很恍惚，有点没反应过来。耳朵已经
听到了我的名字了，周围的人也站起来
了，像做梦一样。”

提起廖凡这个名字，观众觉得有些
陌生，因为他并非中国大陆地区的一线
巨星。但提到《将爱情进行到底》中的“雨
森”、《生死线》中的精神领袖“欧阳山
川”、《非诚勿扰 2》中的娘娘腔“建国”、

《让子弹飞》中的“麻匪老三”等角色时，
大家都会说：“哦，就是那个有点黑的
伢子！”

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廖凡确实
接演了数十个角色，从《绿帽子》、《一
半海水一半火焰》到《白日焰火》，廖凡
主演的几部电影都受到电影大奖的垂
青，2008 年还凭借《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入围第 45 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
名，正如廖妈妈所说：“这十几年来，他
很努力认真地演戏，却一直少了个奖项
对他成绩的肯定。”

从北京出发去柏林前，廖凡曾快人
快语地表示“说自己不想拿影帝那是装
孙子”，获奖前他曾有想过获奖该怎样，
但奖杯真正拿在手上时，他说：“想什么
都来不及了，就尽情享受吧！”

02. 从小，在舞台背后长大；
高二开始，在长沙地下室学表演

此次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白日焰
火》，是以一桩碎尸案为牵引，讲述了一
个失意的警察和一个美丽女人的爱情纠
葛。回忆起为何会接这样一个角色，廖
凡透露：“我拍《建党伟业》时从马上摔
了下来，做了8 个小时的手术。当身体
内一下子嵌入 12 颗钉子的时候，整个人
一下子就泄了气，本来感觉要往上走的
心劲儿又变得很迷惘。在休养的时候遇
到了这个剧本，这个角色给了我许多
慰藉，所以当即就接了这部电影。”
为了最大限度地接近角色，廖凡更

是短短一个月间暴肥二十多斤，将一个
颓废潦倒的失败男人形象完美地展现在
观众面前。

儿子获奖，父母最开心。2 月17日
中午，廖丙炎和妻子与老朋友聚会，席
间大家谈论最多的便是廖凡的儿时故
事。

廖丙炎感叹：因自己与妻子皆是演
员，廖凡从小算是在舞台背后长大，“当
年我和他妈妈在台上演出，他就和小朋
友在幕后玩。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
就喜欢跑到台上有模有样的比划。也许
就是这种耳濡目染，让文艺的种子在他
心里生根。”

廖丙炎回忆，儿子六七岁时便开始
在省内一些影视作品中露脸，“虽然小
时候他多出演群众角色，但他胖胖的形
象很讨人喜欢，所以参演的一些作品还
获得了全国性大奖咧”。

廖凡真正动了想演戏的心思，应该
是在高二期间。“当时他回家和我们说，
想考上海戏剧学院。我和他妈妈就说：

‘当演员可不容易，你想清楚没？’没想
到这小子肯定地说要走这条路！”

看到儿子坚定的表情，廖丙炎决定
让他去试试，于是找到朋友左大玢的丈
夫为儿子做专业培训。“虽然我们都是
演员，但父母教孩子不如老师严。”于
是那年，廖凡跟着老师在长沙地下室学
表演，辛苦但从不言语。

03. 刚上大学时，专业成绩
最后一名；三年后，成为班上前
三甲

“虽然他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但
他是班上 25 个同学中的 10 个自费生之
一！”廖丙炎一直记得，儿子当年进入
大学时，专业成绩排在最后一名，体重
一百六十多斤的他一点都不讨喜。

虽然父母没有给廖凡压力，但进入
学校后他自顾沉下心思学习。一年后他
的专业成绩进入了班上前 10 名，三年
后成为班上前三甲。

廖妈妈说：“在学校里，他和同学
排了话剧《磨刀》，他在里面饰演一个光
头老年人。本来我们对他演这类角色不
抱希望，不成想他通过自己观察，把老
人演得惟妙惟肖，并靠这个小品获得了
当年全国影视类艺术小品一等奖！”

《集结号》票房近 3 亿元，《让子弹
飞》票房近 7 亿元，《非诚勿扰 2》票
房近 5 亿元，《建党伟业》4 亿多，《失
恋 33 天》票房 3.5 亿元，《十二生肖》
票房接近 9 亿元，加上《好奇害死猫》、

《幸福额度》等其它影片，累计票房超
过 30 亿元。虽然这些影片廖凡都不是
主演，却每一部影片都有他。“我真的
是慢慢把自己熬成了脸熟！”廖凡如是
笑说。

演了这么多角色，一直未大红大紫
且未获得奖项，说廖凡没有过迷茫那是

假的。“影视圈一直都喜欢像陆毅、陈
坤等这样的帅男生，我儿子确实不是帅
小伙，但他喜欢这行，所以他找不到方
向时，我们只有不断鼓励。幸好从小他
什么事都和我说，所以把我和他爸爸一
直念的‘天道酬勤’听进去了。”俗话说，
每个妈妈眼里，唯有自己儿子最好，但
廖妈妈说：“他的优缺点，我们向来有一
说一！”

04. 演《白日焰火》是最低迷
的时候；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帮
他摆脱困惑

一米八一的廖凡，已到不惑之年，
但在廖妈妈眼中他仍旧是个孩子。“每年
他都抽时间回长沙，有时即使是拍戏中
一天休息，也要回来吃吃我做的湘菜。”
最爱吃辣的廖凡，无论是在长沙还是在
北京，只要和妈妈上街，都会搂着妈妈
一起走。在廖凡看来，已是七旬高龄的
父母，更需要他来呵护和疼爱。

如今获奖后，廖凡的各类邀约纷
至沓来，有人说当了影帝片酬定要大
奖，廖凡闻言笑 ：“这根本就不是我该
想的事情，就包括来做这个电影也是
一样，其实是在我一个最低迷的时候
遇到了一群志趣相投的人，是他们帮
我摆脱了困惑、怀疑，我已经觉得我
很幸运了。”

听到儿子如是说，廖妈妈很是欣慰：
“去年我 70 岁生日时，凡凡给我敬酒。
当时我说‘儿子，希望你更上一层楼’，
他认真地告诉我：‘妈妈，我绝不是一
个满意现状的人！’也就是他的这股坚
持的韧劲，才终是守得云开。”

长沙伢子做事霸得蛮、耐得烦，经
历了多年积累，廖凡觉得自己终于能给
父母一个理想的答卷了。面对柏林之行，
廖凡感叹：又一个 5 年，柏林是个加油站，
开足马力奔向下一个 5 年！

链接

《白日焰火》
最快 3月上映

能创下如此佳绩，《白日焰火》究竟
是一部怎样的影片？据记者了解，该片以
一起碎尸案开头，引发出桂纶镁、廖凡、
王学兵三人的爱情救赎故事。桂纶镁饰
演干洗店帮工，她丈夫（王学兵饰）的

“非正常死亡”引发了警方的注意，曾经
当过警察的廖凡开始像猎犬一样追踪这
个谜样的女子。随着更亲密的接触，碎
尸案真相也浮出水面……导演刁亦男说，
这是一部有很多激情戏的文艺惊悚片。
又是碎尸、又有激情还很文艺，内地观
众会有机会在影院大银幕上一睹影片风
采吗？对此，影片的宣传方透露，该片目
前已经过审，但档期还没最终确定，最
快可能在 3月正式公映。

长沙伢子斩获中国第一个柏林“影帝”——

“影帝”廖凡，父母眼里不平凡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寒冰

“儿子啊，你快给爸爸个
准信，是不是真得奖了？爸爸
这 一 颗 心 悬 着 呐！”2 月 16
日零晨 2 时多，长沙一小区楼
房里，国家一级演员、湖南大
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影视艺术
系名誉院长廖丙炎与妻子忐忑
地给儿子廖凡发去短信，得到
廖凡从德国发来确定获得柏林
电影节影帝的消息后，两位老
人激动不已。

2 月 16 日凌晨，凭借在
电影《白日焰火》中的出色表
现，长沙伢子廖凡在第 64 届
柏林电影节上斩获最佳男演员

“银熊奖”，这是中国演员第一
次拿下柏林影帝。

2 月 17 日，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独家约会了廖凡的父
母，这对银发夫妻无不感叹：

“虽然儿子长得不帅，但是天
道酬勤，才在 40 岁生日时收
获了这份大礼！”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沈露）
从前，有个美丽的星球，叫天堂岛，
在那里住着 YOOHOO 和它的朋友们。
曾经风靡全球深受各国小朋友们喜爱
的卡通形象“YOOHOO”，3月16日将
来到长沙湖南大剧院与小朋友近距离
接触。

勇敢的小猴子YOOHOO、善良
的狐狸米米、聪明的猴子迪迪……

《YOOHOO》把动漫中众多让人耳熟能
详的的角色搬上舞台，和小朋友们近

距离互动。通过观看演出带给孩子欢
乐，同时又能让孩子增长见识，是每
个家长的心愿。该剧通过展示失去“绿
色种子”而让星球陷入黑暗、气候变
暖而使北极冰雪融化、沙漠化越来越
严重、小动物们濒临灭绝等情节，潜
移默化让孩子们知道环保的重要性，
培养孩子们从小保护美丽地球的理念。

在剧中，时时充满了互动环节，
在神秘金字塔前设置的问答的环节是
整场演出最为有趣的一幕。通过一问

消息

YOOHOO 长沙开启环球之旅

一答的形式，孩子们也将身临其境
和台上的主人公们一起思考，让孩子
们学到知识，其乐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