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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庞锦燕） 这
几天，本土公益电影《轻轻握住
你的手》已悄然在东钱湖等地取
景拍摄。昨日，该片制片人夏
默、监制曾皓文、导演张健伟携
主演郭冬冬、马藜、李保民、龚诗
瑶、卡奇，齐齐亮相于宁波的发
布会现场。

“我在圈内有个绰号，叫‘主
旋律专业户’，因为我拍了7部电
影，全是主旋律题材的。”制片人
夏默这番风趣的开场白，逗得现
场发出阵阵大笑。夏默介绍说，
该片从立项到开机耗时近两年，
为追求情节丰满、细节感人，剧组
主创集体参加公益活动、帮助特
殊人群、体验生活，翻阅、整理了
大量的文字影音资料，积极展开
剧本研讨，集思广益，精耕细作。

“这不仅是一部青春爱情故事片，
更是爱心觉醒片，影片既有小爱
又有大爱，既有温情又有分量，呼
吁全社会献出爱心来关注特殊人
群。”

据了解，《轻轻握住你的手》
是一部以公益行动为主线的爱情
电影，描述了女主人公小柯从小
生活受到意外打击，变成“沉沦过
往悲伤、独自压抑生活”的人，后
来在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帮助下，
转变为“勇于接受新生，全心投入
公益”的开朗乐观的女孩的故
事。演员方面，毕业于上海谢晋
影视艺术学院的马藜饰演女一号

“小柯”，她曾拍摄过《尖刀战士》
《狙击部队》《沧海》等作品。男一
号“浩然”的扮演者郭冬冬毕业于
中央戏剧学院，曾参演电视剧《何
所冬暖何所夏凉》《笑傲江湖》。

该片由中共宁波市委宣传
部、中共宁波市海曙区委宣传部、
宁波龙泰影视、宁波雨花斋影业
联合摄制，全程在宁波拍摄。未
来几个月，该片将在宁波博物馆、
海曙公益一条街、宁波达敏学校、
鄞州南部商务区、东钱湖等地取
景拍摄。影片计划于明年5月上
映。

大兵，本名任军。1968年11月8日出生于湖南
省长沙市，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音乐系。相声表演
艺术家、节目主持人，师承于相声泰斗李金斗。

大兵认为，相声是最接地气、最具有亲和力的艺
术，同时它也一门方言的艺术。虽然相声来自于北方，
新中国成立后才散播到南方，但相声本身是曲艺的一
种，南方本身就是曲艺发达的地区，有宁波的四明南
词、苏州评弹、绍兴平湖调和莲花落、上海的滑稽戏等。

大兵说：“相声作为一种方言的艺术，其实就是不
同生活方式的表现，因此产生的土壤很重要。浙江是

方言最复杂的省之一，也是文化大省。虽然浙江没有
产生相声，但是还有很多人喜欢相声。因为相声首先
是给大家带来快乐，这是大家无法拒绝的。”

在大兵看来，相声发展到今天，有三个不同的审
美层次。第一，娱乐审美，作为相声来说首先必须让
观众看完之后高兴；第二，文学审美，你这段相声必须
要有文化性，并涵盖娱乐性；最高层次是哲学审美，好
的相声已经上升到了很多人性的根本问题。第一个
层次可以吃饭，第二个层次可以扬名，第三个层次可
以为相声进行反哺，把相声提到一个高度上面。

相声
是一门笑的艺术

也是一门方言的艺术
访著名相声演员大兵

如果不开口，戴着厚厚镜片眼镜的
大兵温文尔雅，特别亲和，很像一个大
学老师，但是不经意间，他就会露出超
强的天然喜感。上周末，著名相声演员
大兵带着笑工场的小伙伴们到爱珂文
化主办的宁波华侨水晶宫剧场进行专
场演出，给大家送来整晚的笑声。记者
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由于整个湖南没有曲艺团，为了进一步弘扬相
声艺术，大兵自己组织了“笑工场”，以弥补这门艺术
的缺憾。如今整整9年了，大兵已经有了12个正式
的入门弟子。当天晚上在宁波表演的，除了搭档著
名相声演员赵卫国之外，其余都是他的弟子。

相声是一门传统艺术，但是传承并不容易。大
兵告诉记者：“40岁以前我觉得我不应该收徒弟，为
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弄明白，我不能误人
子弟。40岁以后我觉得我应该收徒弟，应该把我了
解的这些东西传授给后来者，让年轻人少走弯路，有

新的人站在我的肩膀上继续往前走。”
大兵说，自己如今花更多的时间在相声创作

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首先要在文学上对自己有
要求，也就是不仅会表演，更需要会创作。“创作决定
了相声，创作决定了相声的未来。所以我们现在培
养人也是这样，我就说你们可以先不要学表演，你先
给我学创作。因为前者是技术，很好学，但你是学艺
术的，对不？我作为师傅，当然要让你学会艺术，而
不仅仅一门技术。”大兵说。

记者 陈晓旻

如今被称为南方相声代表人物的大兵并不是在
很好的相声氛围中长大的，可是他从小就喜欢曲
艺。他强调说：“刚懂事就特别喜欢的那种。当我听
到相声，立刻就觉得，这就是我的未来，我一定要做
这个，那个时候我才六七岁。所以小时候写作文《我
的理想》，我毫不犹豫地写上相声表演。”

大兵第一次真正上舞台，是在长沙市一中读书的
时候表演的相声《长沙普通话》，“那时候高一吧，参加
全校的元旦文艺汇演，我一个人说了一段相声。自编
自演的那种，那时候不知道自编自演有多可怕。完全

是无知者无畏，不过竟然就火了！”这个自编自演的单
口相声还在全国文艺汇演上拿了唯一的一等奖，还在
读高一的大兵因此充满了自信，并坚信自己的理想是
对的，“我能够做成这个，应该做成这个”。

真正成为一个相声演员，是在大兵大学毕业参
军的时候。算起来一晃也有20多年了，大兵感慨
说，这个时间段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声的
舞台也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是以舞台表现为主，
现在是以电视表现为主，不过艺术的本质没有变。
一个好的演员，应该能适应各种载体和媒介的变化。

创作决定相声的未来

从小立志从事相声表演

相声有三个不同的审美层次

本土公益电影
《轻轻握住你的手》
热拍
计划明年5月上映

大兵在表演中。记者 周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