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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打误撞演电影

1961年7月20日，计春
华出生于浙江杭州，毕业于
上海电视大学，早年他曾是
浙江省武术队的队员，因年
轻时的一场大病，导致头发
和眉毛一夜之间全部脱落，
此后再也没有长出来。武术
是计春华自小就有的爱好，
他8岁开始习武，也明确了
自己要成为一名武术运动
员的想法。

从19岁到54岁，计春华
的体重一直保持在74公斤。
计春华在武术队时，偶然得
知《少林寺》剧组在招聘武
打演员，他前去尝试，被导
演张鑫焱相中饰演阴狠毒
辣的反派“秃鹰”。1982年，《少
林寺》影片空前火爆，“秃鹰”
这个反派角色也让计春华名
声大噪，从此他踏入影视圈。

回忆当时，计春华曾说
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兢兢业
业地拍摄，谁都没有想过自
己能拍到出名。张鑫焱向记
者回忆道，“整批武术演员，
包括计春华，他们都没有经
过专业的训练，但他们都很
投入，很能理解角色。他们
特别纯粹，我从来不担心他
们的表演，叫哭，就会哭出
来。”

■《少林寺》武打动作

自己设计

张鑫焱回忆，拍《少林
寺》的时候所有演员都不计
较酬劳名利，在粗糙、艰苦
的条件下，大家都是为了把
戏拍好。“我拍《少林寺》在
片场从来不会发火，剧组的
所有演员都是很好的同事，
拍了一年多离开的时候大
家都哭得泪流满面，三四十
年后也会互相打个电话问
候，而不像现在很多演员拿
着工资就走了。”尽管《少林
寺》中几乎所有的演员都是
专业武术运动员出身，但彼
此打斗时的磨合与长时间
的体力透支使得受伤成了

“家常便饭”。计春华曾回忆
说，“当时根本没有动作指
导，拍谁的镜头谁自己设计
动作。每次导演告诉你需要
打多长时间，从哪儿到哪
儿，我们就开始准备，然后
他用录像机拍下来回去分
镜头。”所以在《少林寺》中，

我们才看到如此之多的打
斗长镜头。

影片中有个演员因从
马上跌落而导致左手大拇
指和右胳膊骨折，仍打着石
膏坚持拍摄，还有一个弟兄
因为跟腱断裂不得不离开
剧组，“那时没有替身，也没
有护具，年轻人好胜心强，所
以即使摔得眼泪流出来也
没有人往后撤一步。”在影评
人魏君子看来，那个年代的
港片拍摄都是真打，一招一
式都是真的，“计春华经历
的是没有特技的年代，当时
吊钢丝也并未完全采用，一
拳一脚都要自己上，但他塑
造的‘秃鹰’太有辨识度了，
那个时候就用精湛的演技

奠定了他深入人心的表演。”

■坏蛋演了几十年

在中国的武侠或动作
片中，很注重象形拳，即象
征人物性格，这也是中国传
统武术的特色，所以，选择
计春华饰演擅长鹰爪的“秃
鹰”自然要表现出性格阴险
毒辣，招数阴狠刁钻“形神
兼备”特点。《少林寺》以后，
计春华开始了自己几十年
的演艺生涯。由于外形上的
限制，他出演的大部分角色
都是凶悍的反派，也因为武
术功底了得，他出演过许多
电影和电视剧，与李连杰、
赵文卓、于荣光等多位动作

明星有过合作，光是和李连
杰就合作了5部电影，其中
《方世玉续集》结尾的座椅
配长绳忠孝大决战、《新少
林五祖》中浑身长满铁甲和
毒虫诡异凶悍的进攻等精
彩对打戏，都已经成为动作
片经典镜头。

除了武打动作片，计春
华还出演过张艺谋执导的
《红高粱》，在片中饰演有情
有义、反抗日军的劫匪头目
秃三炮。2012年，在抗日电
视剧《毒牙》饰演悍匪的匪
首———乌鸦洞大当家祈杰
三。由于形象已经被定型，
要计春华演好人实在艰难，
而且他一演就演了几十年
坏蛋。经典影视形象有林志
颖版《天龙八部》中的段延
庆，赵文卓版《七剑下天山》
里的辛龙子，而《连城诀》里
的血刀老祖等都是很有性
格特点的恶人，计春华曾表
示，如有可能，还会重新演
一次血刀老祖。“这个角色
太好了。”

■前年进藏拍戏感觉

身体吃不消

数位熟识计春华的业
内人士告诉记者，他的离去
无疑是整个“影视武林”的
巨大损失，跟所有热爱武术
的演员一样，计春华拍起戏
来很拼命，不仅能打，还会
教，不拍戏时他就在幕后做
武术指导。

2016年，计春华在电影
《驻藏大臣》中饰演反派“秃
鹫”，这一角色正是向34年
前《少林寺》中的“秃鹰”致
敬，记得当时他向记者开玩
笑，说自己“斗不过天”，“本
来觉得自己是武术运动员
出身，应该能适应西藏环
境，结果刚到拉萨，就头疼、
没力气，晚上想睡还睡不
着。拍戏时一穿上盔甲，连
气都喘不上来。”该片在高
原拍戏，整个进程非常慢，
本身就是消耗的过程。“因
为拍摄需要，很多演员一早
就化好妆到现场一直拍到
后半夜，演员因为等戏的因
素提意见很正常，但计老师
从来都没有。”制片人张蕊
回忆。

计春华动作戏拍得过
多，身上受伤不少。2010年
在敦煌拍《少林寺传奇3》

时，颈椎受伤瘫痪，康复后
从此告别了像包括“鲤鱼打
挺”等动作。

和计春华合作过《连城
诀》的六小龄童回忆，“他演

‘血刀老祖’，我演‘花铁
干’，我俩都是反派角色，我
们也经常探讨一些表演方
面的心得，那时拍摄条件非
常艰苦，在很冷的西岭雪
山，在高原四五千海拔上拍
摄很危险，我们鞋子里面全
是水了，袜子外面套上塑料
袋，最后塑料袋破了，流进
去的都是冰水，一天十几个
小时在冰水里坚持下来。”
说到这里，六小龄童有些许
哽咽，他说自己始终忘不了
计春华坚毅的眼神。

■一生没请过助理

虽然银幕上的计春华
给人的感觉十分凶悍可怕，
但在生活中他憨厚率真，为
人随和。生活中的计春华曾
一度炒股票，当时九十年代，
很多人和他说不会炒股就
去大厅里看，他相信自己的
判断力，但还是被套。和他
打过照面的人基本都会说，

“他太可爱了，和银幕上的差
距太大了”，“敬业”、“随和”、

“热心”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
最多的对计春华的形容词。

常年一个标志性的光
头，见到人就会热情打招呼，
一点都没有影视作品中的

“望而生畏”感。计春华坚持
自己能做的事情不要麻烦
别人，他从来都没有找过一
个助理，“我什么事都爱自
己做，什么事都要简单，越
简单越好，别把这些搞复杂
了，人活着首先要先爱自
己，才能爱别人，才能把快
乐传递给别人。”

在导演赵宁宇的印象
中，计春华总说自己没受过
什么完整的教育，但实际上
他在人生的经历中积攒了
很多正能量，“他并没有因
为年少成名就有骄傲的想
法，而是时刻怀着敬畏之
心，特别尊重每个创作集
体，不仅会打文戏也好，在
与镜头的配合这些方面，充
满了对生活和艺术真正的
把握。他没有任何特殊要
求，细心关照每个人，有他
在，我们的现场总是欢声笑
语。” （据《新京报》）

有真功夫
反派也能
成角儿

长年习练武术让
计春华形成了不怒自
威、不怒自邪的气质。
不单单是皱皱眉头，做
做凶相就是反派了。计
春华的逝去，对整个华
语电影界来说算得上
一个重大损失。这并不
是说他生前的作品影
响力有多大，而是他代
表了早期一批特定的
反派动作演员，那个凭
借真功夫、硬实力去弥
补自身不足的光辉岁
月。

长相俊朗、风度翩
翩是我们对一部电影
或者电视剧主角的普
遍要求，而像计春华这
样的“凶相”来说，实在
难以接受他们担任正
派的主演。换做更早之
前，这类形象的演员只
能演一些小角色、小配
角，基本不能承载剧情
转接。当时的反派演员
很多时候都是正反都
能演的，尚未出现“职
业反派”这一类型。但
从1982年《少林寺》上
映，计春华扮演的“秃
鹰”这个角色开始，华
语电影的职业反派演
员才算正式有了个代
表人物。

从1982年的《少林
寺》，1984年的《少林小
子》再到1986年的《南
北少林》，三部作品里
反派的成功使得计春
华的路线影响了很多
华语电影人。在那之
后，香港电影界一批职
业动作反派诞生，他们
一样有良好的武术功
底，有一张看上去就很
坏的面庞，凭借过人的
身手在电影里以反派
的形象崭露头角。

但到如今，威亚技
术和各种3D技术的普
及，反派也越来越水，
靠动作这条路走的人
几乎已经绝迹。反派
开始帅气，没有了邪
气，那种长时间修炼
武术，锻炼精气神，拿
捏剧本，掌握分寸，坏
到好处的表演越来越
少。计春华的逝去，或
多或少代表着这一种
类型的衰落，不管怎么
说，感谢他一路走来带
给我们那些精彩的回
忆。 文/杨 添

金牌反派计春华病逝

计春华，或许很多人并不熟悉这个名字，但一看到他光头秃眉面目凶狠的形象，可能会恍然大悟，原来是他。他是《少林寺》
里的秃鹰、《红高粱》里的土匪、《方世玉续集》中的于镇海、《新少林五祖》里的马宁儿、《连城诀》里的血刀老祖……计春华饰演
的影视角色基本都是反派。但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镜头下的计春华是影视圈里有名的“老好人”，做事敬业，讲义气，为人热
心随和，他始终谦虚地说：“其实我真的是一点演戏的细胞都没有。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完全听导演的。”

如今这位“金牌反派明星”永远离开了我们。知名武术影视演员计春华于7月11日上午10点35分在杭州因病去世，终年57岁。
计春华的突然离世让不少业内同行感到悲痛与震惊。记者专访了计春华好友六小龄童、导演赵宁宇、导演张鑫焱，缅怀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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