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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酿皮的杨晋军爱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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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几名穿黑西服戴墨
镜的年轻小伙子簇拥在当
中，人人称呼他“杨老大”，
这种情形是不是会让你联
想到电影中的黑社会？其
实，这位“杨老大”，只是一
位在呼和浩特市卖了多年
酿皮的老汉———杨晋军。目
前，他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家
属院一家超市内经营着一
个酿皮摊。光顾的熟客有时
候会发现“杨老大”不在摊
上，这时大家都知道，这个
老汉肯定又去拍戏了。

“杨家”酿皮创始人

今年55岁的杨晋军，
1990年从巴彦淖尔来到呼
和浩特，他先后从事过好几
种职业， 经历挺丰富。20世
纪90年代中期，他经营起酿
皮生意，先后在市区开了10
多家分店，并且有了自己的
酿皮加工厂。这就是老人记
忆中的“杨家”酿皮。

靠着兴隆的酿皮生意，
杨晋军家的日子过得有滋
有味。后来，由于多种原因，

“杨家”酿皮售卖点减少了，
现在只剩下3个， 包括他自
己经营的师大家属院内的
这个摊位。除了附近居民是
杨晋军的忠实顾客外，还有

人老远赶来买“杨家”酿皮
带回去解馋。有的顾客还特
意和杨晋军聊上几句，这让
他很满足。

顾客慧眼识人

2012年的一天，一位顾
客突然发现杨晋军从长相
到性格都挺有特点。正好这
位顾客从事公众号的短片
拍摄工作，于是力邀杨晋军
参加他的演员队伍。

“影视剧看了不少，让
咱亲自面对镜头， 一脑门
子的汗。”虽然只是参演小
视频，戏份和台词不多，但

是对于没有任何经验的杨
晋军来说， 还是不小的挑
战。在拍摄初期，一条短镜
头，总要拍很多条，动不动
就拿眼睛偷瞄镜头导致穿
帮的杨晋军让剧组的人费
了不少劲儿。

如今， 杨晋军在一家
文化公司的一个公众号里
长期担任演员， 每年至少
要拍摄24部短片。 他扮演
的人物中有搞笑的黑社会
老大、不靠谱的老爸、成功
的商人等， 每个角色都受
到观众和剧组的好评。

在这个创作团队中，
杨晋军的岁数最大， 有的

人称他为“杨叔”，有的人
叫他“杨哥”。天性活泼的
杨晋军干脆让大家按照戏
里的称呼，统一叫他“杨老
大”。于是，这个名字被叫
了起来。在他的微信上，除
了本名外， 还用括号备注
着“杨老大”。杨晋军说他
挺喜欢被这样称呼。

收获颇多

杨晋军为这个公众号
拍短片已经有两年多了，公
众号粉丝量已经达到150多

万。自然而然，他偶尔会在
不同场合下被粉丝认出来。

有一次乘火车回老
家， 有位乘客正低头看杨
晋军拍的短片， 没想到一
抬头，演员就坐对面。杨晋
军被认出后， 立刻在车厢
里引起不小的轰动。 还有
乘客跑到他面前， 说出他
曾扮演过的人物。

谈起片酬， 杨晋军说
每部短片剪接后1分多钟，
两三个小时就能拍完，能
挣几百块。 但是他不看重
这个。“人家给，咱就要。人
家没说，咱也不提这回事。
关键是我爱演戏， 既能丰
富我的生活， 也能带来特
别大的快乐， 不给钱也要
干。”杨晋军说。

除了开心快乐， 拍戏
还给杨晋军带来两大收
获。“以前， 我儿子总说我
和他有代沟。 这几年拍短
片，赶潮流，接触的也全是
年轻人， 我和儿子的沟通
没有障碍了。不仅如此，儿
子还动不动为我竖大拇
指，爷俩都挺自豪。”杨晋
军说，“另外， 失联了几十
年的老战友看到有我的短
片后，重新建立起联系。如
今，通过我，战友微信群里
已经达到93人了。”

要传播正能量

“虽然我特别喜欢拍
戏，常演小人物，但是非正
能量的角色， 我一定会拒
绝出演。”杨晋军说。

前几年， 有人邀请杨
晋军拍了一部时长1小时
的微电影，他在剧中饰演
一个拆迁钉子户 。 一开
始， 杨晋军没有同意演，
他觉得当个钉子户不太
光彩。后来，人家专门把
剧本拿给杨晋军看，他才
了解到戏中的这个钉子
户，是因为乡情和亲情才
不得已这么做，剧情挺感
人。他高兴地参演，并取
得了成功。

记者问杨晋军， 在酿
皮小贩和业余演员之间，
他更喜欢哪一个？ 杨晋军
说他还是选卖酿皮， 因为
这是他的生计。 不过他打
算到60岁就不干了， 至于
拍戏，只要身体允许，拍到
什么时候都愿意。

杨晋军还梦想着，通
过参演小短片， 扩大演艺
知名度， 没准哪天会被大
导演相中，参演大作品，成
为一个大器晚成的老明
星，岂不美哉？！说到此处，
杨晋军不好意思地笑了。

文·摄影/本报记者 杨 佳

“我今天到香港了！”4
月5日，52岁的内蒙古汉子
张克良通过微信告诉记
者。 兴安盟扎赉特旗的张
克良日均骑行约80公里，
总行程4000多公里， 历经
52天顺利抵达香港。4月17
日， 记者采访了从香港回
到兴安盟扎赉特旗的张克
良。

实现儿时的梦想

52岁了， 还一人骑行
那么远？这一切，源于张克
良儿时的梦想。

张克良在十五六岁
时， 就有了骑自行车游遍
大江南北的梦想， 做一个
浪漫的孤胆英雄。 但那时
岁数小， 也没有钱。 成人
后，为了过上好日子，张克

良忙于工作，梦想被搁浅。
一直到儿子大学毕业，家
里没了太大负担， 他想着
是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候
了，“爱人和孩子也非常支
持我”。

为了这次旅程， 张克
良坚持跑步3年多，还参加
过两场马拉松比赛。 今年
的2月13日，所有准备工作
都已妥当， 张克良骑上新
买的山地车， 带着几件换
洗衣服和修车工具， 还有
4000余份宣传单， 踏上了
梦想的旅程。

沿途宣传家乡美

为什么会有骑车到香
港的想法？张克良说，今年
是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也是
香港回归20周年， 他想以

此为契机， 一路骑车去香
港， 一路宣传家乡。“家乡
这么多年变化很大， 我希
望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扎赉
特旗， 看看这里的美好风
光。”张克良说。

记者从张克良的照片
上可以看到， 他穿着橘色
短款的蒙古袍， 腰间扎着
蓝腰带， 随身携带的一块
牌子上写着“向XX人民问
好， 内蒙古扎赉特旗欢迎
您来。” 张克良告诉记者，
他每走到一个城市， 都会
停下来发宣传单， 向大家
展示家乡美。

途经九省一市

张克良从2月13日出
发到4月5日到达香港，他
整整用了52天， 行程4000

多公里。从内蒙古出发，他
经过黑龙江、吉林、辽宁、
河北、北京、河南、湖北、湖
南、广东，最后抵达香港。
一路上，张克良每天7时左
右出发，傍晚找旅店住下，

中午随便吃点
饭。 他平均每天
骑行大约 80公
里。 由于张克良
经常运动， 身体
素质非常好。“我
是吃过苦的人，
这点难不算什
么。”张克良说。

有苦有乐有
感动

一路上风雨
兼程 ，4000多公
里的路程中，扎

破3次车胎，都是张克良自
己补上的。“最后悔的是出
来没有带棉鞋， 本来以为
越往南走越热， 结果还没
到沈阳，就遇上下雪，把脚
都冻了。”张克良说。

最惊险的一次是在去
深圳的路上，行李散了，绳
子卡在了车轮里。 他下车
重新整理行李时， 突然一
辆小轿车贴身从他身边飞
速开过，惊出一身冷汗来。
最有趣的一次是在河南，他
正骑车往前走，后边突然追
上来两条狗，吓得他一头栽
倒在路边的排水沟里。“最
不适应就是饮食，我吃饭很
挑剔， 如果餐馆卫生不好，
我宁愿饿着肚子继续往前
走。”张克良说。

困难有， 但让人感动
的事也不少。一路上，很多
好心人留张克良吃饭、住
宿。经过石家庄时，还有一
位骑友送他自行车零件。
“最开心的是交了许多志
同道合的朋友。” 张克良
说。

骑行4000多公里 张克良52天跑香港
文/本报记者 马丽侠 实习生 王 艳

拍拍戏戏中中的的杨杨晋晋军军（（右右二二））

杨杨晋晋军军给给顾顾客客打打包包酿酿皮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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