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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梵希上衣和京胡
1月7日晚上十点，本该落幕的沈阳中街刘老根大舞台，突然人声鼎沸。
“看到观众的笑脸，我就控制不住。演员就是服务观众的，我们的生命是观

众的。”赵本山剪短的寸发满是白霜，背有点佝偻，看得出是努力打着精神，跟
观众说笑。

他出人意料的出现，让猝不及防的观众失控大喊：“本山大叔！我们挺你！”
但这阵突然的骚动，吓哭了不谙世事的小孩，听到哭声，他呵呵一笑：“瞅我害
怕呢，让我给整哭了。”

本山传媒市场总监唐铁军说，这次赵本山是突然决定上场的。“他来到舞
台之后，我们问他演不演，
他说演，就上了台。”连本
山传媒专门负责宣传的艺
术总监刘双平也出乎意
料，对记者说：“你运气实
在太好。”

在台上，赵本山给观
众独奏了一段京胡《夜深
沉》，他说那是他认为最美
的曲子。曲调悠远而空灵，
却与他那件时尚的纪梵
希上衣有些格格不入。

一周前，同样是在这
个舞台上，赵本山的出
现，一下成为各媒体追捧
的头条。

他最细枝末节的动
态，都能成为最敏感的话
题。

这种变化，甚至影响
到了他的老家。前几日，赵
本山67岁的堂叔赵德发打
电话给赵本山的经纪人，
想问问村里的路什么时候
能修，这是赵本山早就答
应的事儿。然而他的经纪
人只是简单说了句：“以后
不要提修道的事儿了。”就
挂断了电话。

“小三儿（赵本山排行
老三）是不是遇到事儿
了？”赵德发隐约觉得不对
劲，想问，却没有任何途
径，他们都没有赵本山的
号码。

身处大山深处的赵德
发不知道，蜂拥而至的记
者正纷纷捕捉关于赵本山
的一点一滴，然而一向对
媒体亲和的本山传媒此时
却集体噤声。不管是办公

室，还是经纪人刘辉，都直接将记者引向了艺术总监刘双平。
然而，刘双平的电话永远是无法接通的状态，发出去的长消息，很久才会

收到一条回信：“近日采访媒体较多，允一家而得罪其他，盼理解。”
曾接受媒体采访的铁岭市艺术团团长赵秀，见到记者后连连摆手。“你问

这个话题，我没法说，好的不好的，说了都不行。”赵秀说，之前的一次采访，他
都是说赵本山的好，但是报道出来，却并不如意。之后赵秀跟本山传媒进行了
沟通，“不说话也是那边的意思。”

“我们的意思是让这件事风平浪静地过去吧，他很累了，我们磨破嘴皮子
也没什么用。”赵秀说。

有媒体在铁岭市马侍郎桥村看到正在《乡村爱情故事8》片场的赵本山，不
少记者都直奔过去碰碰运气，但戏已杀青皆无功而返，那里的村民说，赵本山
拍戏的时候会提前围上围挡，就算来了，也没法上前。

也许是来的陌生人多了，这个背靠大山的村子似乎也敏感起来。曾把自家
屋子借给《乡村爱情故事8》剧组的金女士看到记者，赶紧支吾着走开。就在一
个月前，她还乐意让陌生人到家里拍照，每张收50元钱。

《爹妈满院》在临开播前一晚，突然被广电总局叫停，赵本山家中藏20吨黄
金，与黑道有来往的传闻铺天盖地，随后就是被“广电总局封杀”的传言。

“四面楚歌”，有媒体这样形容赵本山的境地。围绕他的各类事件，却在真
真假假中翻转。从会上网的村民们口中得知赵本山近况的赵德发，深深叹了口
气，“小三儿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从小会来事儿

发达后回村给每户发钱

莲花乡石嘴沟子村坐落在开原市东北的小山沟，需要走几道崎岖的山路
才能到达。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如今却成为一个传说，有人说这里有
灵气，走出了无数大学生、飞行员、党校老师，但真正赋予这个小山村神话色彩
的，还是赵本山。

赵德发却觉得没沾上小三儿的光，几天前的一场雪，把唯一的山路冻住
了。去年6月，赵本山回到村子上坟，赵德发与村里几位老者赶紧跟上前，寒暄
着想让赵本山帮忙修一下村里的路。赵本山一口答应下来，并对身边的人嘱
咐：“这事交给你办了。”然后跟往常一样，笑着问问村里收成怎么样，几位老人
还在不在，然后给了每人一两千块钱。

赵德发说，每年赵本山回来，不管认不认识，瞅见村里的人他都会给钱，这
成了一种习惯。“最初他回来的时候还不是很有钱，但也给，每户二三百吧，后
来每年都增加，现在一户给一两千块。”从小跟赵本山一起长大的村民刘自林
说，有的长辈年纪大了，赵本山下来坟头就奔去看望，临走再留下几千块钱。

“小三儿是个感恩的人。”赵德发卷着烟回忆，赵本山在家排行老三，村里
的人都唤他“小三儿”。在他六七岁的时候，母亲和爷爷相继去世，父亲撇下他
自己去了北大荒。赵本山一下子没了家，村里的乡亲们就主动让赵本山到家里
吃饭。

“小三儿要脸，再难也从不跟别人要东西。”赵德发说。
在莲花小学上学时，同学们中午都从家里带午饭，赵本山就躲到没人的地

方，等大家吃完再回来，有同学问起来就说自己回家吃饭去了。下午上课时肚
子“咕噜”响，赵本山就喝一肚子凉水来掩盖，为的是不让别人知道他没吃饭。

也许自尊心太强，赵本山吃“百家饭”多少会有些不自在。赵本山的老婶记
得，小时候来吃饭，赵本山都会主动帮着干活，“他那么小，怎么会让他帮忙。”
于是赵本山就在一旁讲笑话，哄大人开心。“嘴甜，会来事儿。”幼时的察言观
色，没想到会成为赵本山日后成功的重要因素。

“对他好的人，小三儿都记得住。”刘自林回忆，前几年赵本山每次回来都
去看望刘自林家的老爷子，常常唠起他年轻时馋酒，刘老爷子拿出自家的白酒
邀他喝。从小照顾赵本山，给他做衣服的干妈，也常被赵本山挂在嘴边，每次回
去看望，都留下一两万块钱。

而这种“知恩图报”的品性，也在赵本山的事业发展中发挥了作用。跟赵本
山打过交道的孙平（化名）说，曾经提携、帮助过赵本山的人，如今都和他维持
着不错的关系，对方有困难，他会义无反顾地帮忙。

本报记者 陈玮 整理

1月16日，人民日报发文称：我们
的审美标准降低到令人寒碜的程度，
作品必须人人一看就懂，人人一看就
笑才能挑大梁。不少网友默契地说：

“这是影射的赵本山吧。”
2014年，从电视剧禁播，到舆论公

开抨击，赵本山一年受挫不少。但正是
因为他曾经如日中天的辉煌，大众才
看到他跌得惨烈。记者梳理了赵本山
几十年的辉煌成就与2014这一年的受
挫，在对比中看到赵本山人生的起伏
跌宕。

曾经风光无限

1982年，辽宁省举办第一届农村
小戏调演，在梁秀亮与崔凯合作的拉
场戏《摔三弦》剧中扮演盲人张志，一
举成名。

1991年，拍摄电视剧《过了这一
村》，担任男主角，获“飞天”二等奖。
1997年，主演电视连续剧《一乡之长》，
获辽宁长篇电视剧一等奖、最佳男主
角奖。

1993年，赵本山成立本山艺术开
发总公司。

1999年，拍摄的电影《男妇女主
任》荣获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奖、优秀故
事片奖，获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并被
辽宁省委宣传部命名为“德艺双馨”艺
术家。

2000年7月，任电影《幸福时光》男
主角。2002年在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
剧制作中心联合拍摄的电视剧《刘老
根》中，担任导演及男主角。9月以赵本
山名字命名的“赵本山杯”小品大赛会
同中国铁岭首届国际民间艺术节在铁
岭举行。

2001年的《卖拐》和2002年的《卖
车》创造了赵本山在春晚舞台上最辉
煌的收视率，双双接近45%，这也是自
21世纪以来央视春晚收视率最高的节
目。

2002年，赵本山在当时租来的沈
阳大舞台，做起了二人转演出，开始持
续获得较高收益。2003年6月6日，本山
传媒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2004年，赵本山买下沈阳大舞台，
更名为“刘老根大舞台”并开始连锁经
营，这是赵本山建立他商业帝国的第
一步。七年的时间，将二人转市场从铁
岭开到北京，甚至开到了深圳，打造得
登峰造极。

2006年，指导拍摄《乡村爱情》，如
今已经拍摄第8季。

2009年，与黑龙江电视台联手打
造大型娱乐剧《本山快乐营》

2011年2月，在“2011年CCTV春节
联欢晚会我最喜爱的优秀节目评选”
中，赵家班表演的小品《同桌的你》获
得了小品类节目一等奖，赵本山已十
三度加冕小品王。

2013年，拍摄《东北往事》和《乡村
爱情7》。正式宣布退出春晚舞台。

2014年的挫折

9月22日，赵本山参演，本山传媒
出品的电视剧《爹妈满院》在播出前一
晚被叫停，原因是题材不适合“五个一
工程”政策，被撤回修改。

10月，赵本山连续缺席中央、辽宁
省、铁岭市三个级别的文艺座谈会。

12月，由明星担任导师的真人秀
栏目《造梦者》，导师赵本山被替换为
洪晃。

12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官方
微信公众号发文《各类谣言传满地
本山能否挺过去?》，称赵本山脱离主
流文化，已进入囚笼。

此外，在2013年末，《本山快乐营》
也在黑龙江卫视停播，不仅如此，《本
山选谁上春晚》也换成了《组团上春
晚》，而预计在2015年2月播出的《乡村
爱情故事8》，也被搁浅。

从辉煌到落寞

赵本山，人在江湖
1月7日晚上，沈阳

中街刘老根大舞台，赵
本山突然出现在公众
面前，拉了两段二胡，
唱了一段《乡村爱情故
事》主题曲，一下子点
燃了气氛。

与这段短暂而突
然的火热相对的，是本
山传媒对采访的一致
噤声。

从吃百家饭的孤
儿，到纵横演艺界的商
人，从唯市场论断，到
跟着政治走，赵本山不
断变换着面孔，也在变
换着生活。

1月上旬，本报记
者来到沈阳、铁岭、开
原等赵本山的“大本
营”，试图还原一个真
实而多面的赵本山。

前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在一篇文章中表
示，他和一些人谈谈笑笑的，就把很多大事办了，不
动声色。孙平说，赵本山说话好听，很容易跟大家打
成一片，朋友特别多。“比如电视剧《刘老根》里出现
的号码很牛的车，都是赵本山朋友提供的。”

扯下粗金链子就送人

但他的仗义慢慢分了人

刘自林说，赵本山小时候不爱学习，就对文艺感
兴趣。凭着自己琢磨出来的本事，赵本山从公社文艺
宣传队，一路走到开原市，再到铁岭，最后被姜昆赏
识，走进中央电视台。

“他是个实在人，很仗义。”刘自林说，“经常课上
到一半人没了，一问打架去了。”刘自林说，他脾气
急，越戗他火越大，也爱帮人出头。有一次村里来了
一个收鹅的伙计，非说刘自林家养的肥鹅是偷的，跟
老爷子吵吵起来。”小三儿听见了就从家里跑出来，
见讲理不成，上去就削他，最后没办法承认冤枉我
们，灰溜溜地走了。”

孙平说，赵本山的仗义是出了名的，连毕福剑都
在公开场合称赞他“仗义”。有时一连几天的活动，都
是人情场，发达了也常替人“平事”。

“很容易跟赵本山交上朋友。”孙平说，赵本山性
子非常豪爽、直率。2008年前后有一次大家一起打麻
将，赵本山戴着一条粗金项链，桌上有人开玩笑，说
想要赵本山的项链，赵本山二话没说，就把项链扯下
来塞到他手里。

可在赵德发看来，赵本山的“仗义”慢慢就分了
人。

赵德发前几年去沈阳本山传媒基地看望赵本
山，前几次去了赵本山都笑着起身招待，非常热情。

“这四五年再去，保安就直接说董事长不在，有一次
我偷偷跟着服务员上去，发现小三儿就在二楼办公
室呆着呢。”赵德发说，现在根本找不到赵本山，一般
都是通过经纪人，但是大多时候经纪人都不传话。

本报记者 陈玮

1月7日，赵
本山突然亮相沈
阳中街刘老根大
舞台。 本报记
者 陈玮 摄

“也有架子了。”
有一次，一位辽宁下辖县的处级干部想跟赵本山合

影，赵本山一动不动，继续忙自己的事情，弄得那位处级干
部很尴尬。“开始分人了。”赵德发抽了口烟，欲言又止。

“散伙了，

出去没人瞧得起你们”

感恩、仗义和“会来事儿”，让赵本山走得顺风顺水。然
而对待手底下的徒弟，赵本山又是另外一个面孔。

严冬的工作日，沈阳中街刘老根大舞台仍然人山人
海。1月7日下午三点左右，12排之前的中间座位已经销售
一空。

赵本山于1993年成立本山艺术开发总公司，2005年将
辽宁省民间艺术团升格为本山传媒，将二人转艺术推向市
场。

据《理财周报》公开报道，2004年，赵本山买下沈阳大
舞台，更名为“刘老根大舞台”，并开始连锁经营。到了2009

年，仅用7年时间，“刘老根大舞台”从铁岭开到北京，甚至
开到深圳，当时二人转的总票房能达到1 . 5亿元。

在铁岭大戏院的节目单上，赵本山的徒弟经常承担着
压轴节目的表演。

贫苦出身的徒弟，在赵本山一部接一部的电视剧中，
频繁露脸，身价倍增。

在沈阳中街刘老根大舞台的广场上，停放着奔驰、路
虎等名车，其中不少是当天表演的徒弟驾驶来的，有些当
红徒弟的家人，也在自己家乡开起了二人转艺术学校。

造星的同时，赵本山却又在“压着”徒弟们。本山传媒
的弟子们仍然拿着年薪，没有赵本山的允许，任何人不得
私自接商演。

传言小沈阳一年能创造1亿的产值，但在本山传媒每
年只拿500万工资。在一次采访中，丫蛋不经意说出“收入
多数归师傅”。而赵本山在公开场合说，徒弟的走红是借助
他的平台，言下之意，似乎应该接受平台的制约。

赵德发说，在去本山传媒基地时，要先通报董事长才
能进入。“等他们知道我是他们董事长的老叔，一个个都很
热情，还要扶着我，一口一个老叔叫着。”赵德发说。

在沈阳中街大舞台，记者请保安传达一下想见总经理
的意愿，同样因为“级别达不到”被拒绝。

“他对徒弟要求很严格，徒弟们拍得不好，赵本山就板
着脸要求一遍一遍地重来。”金女士说。而赵德发记得，跟
赵本山唠嗑的时候，身旁的徒弟跟赵本山目光一对视，就
立马走开。晚上拍完戏回到本山传媒基地，还见到赵本山
劈头盖脸对着徒弟发火。

赵本山笑言：“在本山传媒大家瞅着我都害怕。”高压
之下，一众徒弟对赵本山言听计从，赵本山徒弟张小光曾
说：“以前跑夜场，也不受尊重，到师傅门下，才有了稳定的
生活，这都是师傅给的。”

对于一众只靠二人转起家，没有任何根底的徒弟们，
赵本山明白他们的脆弱，正如他曾对徒弟唐鉴军说，“一定
要管好手下这帮师兄师弟，你们走到今天不容易，不能散！
如果散伙了，出去没人瞧得起你们。”

以前听市场的

现在听“上面的”

沈阳中街刘老根大舞台依旧华丽而大气，演员依然奋
力耍宝卖艺，而在舞台的大屏幕上，赫然打出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全文。最近排练的剧目，一段类似于“为民
做主”的独白，正经得与荒诞的喜剧有些不太搭调。

在前一阵接受媒体采访中，赵本山公开表态：你不靠
近政治，不相信你的党，那还搞什么艺术？你不听党的话你
还搞什么艺术？赵本山的商业心术，从跟着市场一下子变
成了跟着党走。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说是刻意讨好，有人说是狗急
跳墙，还有人说是行为艺术。

山东省曲艺协会会长孙立生则说，赵本山一直跟着环
境在变换自己的“面孔”，然而这次未必成功。“他不是一个
个体，只是社会诞生的一个符号。”

“他认为他所表演的娱乐是大家喜欢的，所以越来越
膨胀，一直跟着市场走。”孙立生说，但是他想错了，不是他
的娱乐逗笑了观众，而是他最浅薄的段子，恰好适应了这
个社会“娱乐至死”的需要。

孙立生被认为是全国第一位对赵本山开炮的人，在
2008年赵本山如日中天时，他提出赵本山小品低俗化，博
客一度被十几万人围攻，不得不关闭。而现在，却有很多人
开始在网上赞同孙立生的观点。

“这就是环境。”正如赵本山面对众人指责二人转低
俗，曾底气十足地说：“好不好，市场说了算。”去年的文艺
座谈会之后，二人转市场依旧火爆，但是赵本山再也不提
市场了，自觉学习讲话，跟着主流的步伐。而大众也都换了
位置，对着赵本山开炮。

在四面楚歌之时，赵本山曾透露出一丝无奈。“艺术家
应该要懂政治，这是首先。比如我们现在的首长说本山我
们来聊聊艺术，那我能不去吗？你得听上面的。”

“小三儿要脸。”这句话赵德发说了很多遍。
有媒体报道，赵本山散步时，都要有几十人陪着。“他

小时候缺少的就是尊严，越缺少什么，就越想得到什么。”
他的徒弟说，其实师傅内心很孤独。

“可是似乎走得有些远了。”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曲艺
工作者说，前几年，一位曾提拔他的人士举办了一场演出，
赵本山没赶上最后一班飞机，直接坐着私人飞机赶来了，
前呼后拥很多人。这一趟就花了12万。然而与华丽的出场
相反的，他在台上表演了一段鼻孔吹奏。“那是个非常正式
的场合，这样的表演多少有些不合时宜。”该人士说，这就
像是赵本山本人的写照，有了排场，却丢了里子。

赵德发说，赵本山对家乡的感情很深，六七十平的办
公室里，放置着他到处买来的犁、纺车和其他铁具。他拍摄
的所有电视剧场景，都是背靠着大山，像极了他出生的石
嘴沟子村。赵德发记得，赵本山在上海病危那年，回乡后拉
着赵德发的手说，“我真害怕一下子过去了，再也回不到家
乡了。”

那里，才是他最真实的地方。

赵本山的朋友圈

前天，他又一位“好友”落马了
本报记者 陈玮

2014年的清明节，赵本山晚了两三天才回家上坟，只有
两辆车，跟着几个徒弟。

村子里的人很意外，赵德发说，以往赵本山回来上坟，
都是浩浩荡荡跟着很多辆车，有时甚至还有消防车，在山坡
上排成一列。开原市的市民说，每当清明前后看见有大车
队，就知道赵本山回乡了。

在跟车队伍中，村民还经常看到时任开原市委书记魏
俊星的身影，据当地人讲，他与赵本山关系一直不错。魏俊
星曾在一次公开发言中称其为“亲爱的本山”，并表示赵本
山极重情义。

1月16日，官至辽宁省政府副秘书长的魏俊星因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被查。

赵本山的朋友圈却绝不仅限于开原市。在公开的合影
中，就有章子怡、林志玲、那英、张艺谋、冯小刚、宋祖英等大
腕，赵本山与他们都有过合作。宋祖英这样的大牌明星能到
开原这样的县级市演出，少不了赵本山的关系。在2009年一
个娱乐大典上，赵本山公开调侃那英“不务正业”，足见感情
深厚。

但在赵本山眼中，演艺界大腕并不是朋友圈中最大牌
的。据公开报道，2009年5月刘老根大舞台“进京”，前门旗舰
店开业，成龙都只能坐在三排开外，前面的都是赵本山请来
的政商人士。

沈阳世园会形象大使、沈阳世遗会形象大使、沈阳市税
务大使、沈阳市旅游形象大使……赵本山这么多的头衔都
离不开政界的关系。

据媒体报道，刘老根大舞台大厅里有一面墙，悬挂着十
五位各级领导人和赵本山或赵家班演员的合影，按照现任
中央领导、往届中央领导、地方领导的顺序排列。在大舞台

节目开始之前的宣传片中，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
前总理霍克与赵本山握手致意，甚至兴高采烈地跳起来。

赵德发说，2013年曾有当地政府人员来丈量房屋，说要
给赵本山建一个博物馆或故居。“开原市好几个局的领导丈
量完了，就坐在炕上卷烟抽，说第二年春天就动工。但是现
在却没了信儿。”

会上网的村民们说，似乎从2013年开始，赵本山的境况
就有些变化了，当年赵本山没在央视春晚上露面，对此有着
各种传言。在沈阳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是，因为央视某辽宁
籍台长调离了，而这位台长与赵本山关系不错。根据此前的
媒体报道，因为这位台长的关系，央视春晚对赵本山小品的
态度是“名额给你留了，必须上”。

在此之前，赵本山一个朋友就出了事。2009年5月，辽宁
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公开审理蚁力神案件，检察机
关指控王奉友等被告人涉嫌合同诈骗等多项罪名。而此前
那句“谁用谁知道”的广告语让蚁力神早已家喻户晓，说出
这句广告词的，正是当时事业如日中天的赵本山。除了广
告，赵本山多部电视剧中都有王奉友和蚁力神的影子，与赵
本山打过交道的孙平说，在辽宁没有人不知道，赵本山与王
奉友关系非同一般。

如今王奉友已经锒铛入狱，而网上也传出了不少有关
开原市原市委书记的负面消息，似乎赵本山的朋友圈正在
一步步走向深渊，而赵本山本人的日子也不好过。

在政商演朋友云集的同时，赵本山自然还有年轻时共
患难的老同事和伙伴们，他们的日子似乎过得很顺当。去年6

月，赵本山在他的家乡辽宁铁岭正式成立了“中国·铁岭本山
民族乐团”，这个民族乐团的成员，都是赵本山原工作单位铁岭
民间艺术团的老同事。如今他们有了自己的排练场地，正在为
新年音乐会做准备，所有开销都由赵本山出资。不知如果他们
不是赵本山的好朋友，会不会还有这样的好日子。

1月8日，马
侍郎桥村一户人
家的院门和楼房
上 ，还 挂 着 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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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的道具牌子，
但这部电视剧虽
已杀青，播出却成
了未知数。 本报
记者 陈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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