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邢岷山希望通过电视
剧推广昆曲。

随着剧情推进，《八角
亭谜雾》引起了网友的热烈
讨论，“八角亭真的好多迷
雾”“八角亭谜雾有哪些细
思极恐的细节”“八角亭谜
雾谁是凶手”等话题不断，
网 友 纷 纷 评 论 ：“ 细 节 戳
心！剧情是越来越烧脑了，
每个人物之间似乎都有若
有若无的联系，各种迷雾相
交织，究竟谁能破解呢？”

《八角亭谜雾》播出过
半时，也有不少博主发长
文 ，分 析 自 己 眼 中 的“ 凶
手”。这些猜测，也让邢岷
山饰演的“丁桡烈”成为众
矢之的。有网友信誓旦旦
地表示：“杀害朱胜辉的凶
手 不 是 玄 梁 ，而 是 丁 桡
烈。他也是 19 年前害死玄
珍的人，剧中八个细节早
已暗示。”

对此，邢岷山解释道：
“观众看完前面的剧情后，
肯定会有自己的推测，对人
物有自己的一个认知和判
断，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想象
和意愿为这个人物贴上某
个标签，比如有网友说丁桡
烈是凶手、伪君子，甚至还
有说是人渣的。但我觉得，
人性是复杂的，不是一两句
话能够说得清楚的。”

这也说明了邢岷山演
技精湛，一个眼神、一个动
作，就能让观众联想很多。

“想要把自己的角色诠释
好，成为一名合格的演员，
需要终身学习，终身积累，

终身探索，不断调整自己，
不断摸索前行。”在他看来，
一个好的演员不仅要有演
技，还要有“心”。“演员应该
更多地去关注社会、关注人
性，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才
会是生动的。”

邢岷山还从自身经验
出发，强调演员要“艺多不
压身”，“我觉得演员应该是
个‘杂家’，要接受各种各样
的事物，多去了解、去看，同
时要多接触社会、接触生
活，演戏的时候会有很多积
淀。不要去关注自己帅不
帅，美不美，这些都是流于
表面的东西，把心放在角
色上，这才是演员应该做
的事。”

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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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亭谜雾》里推广昆曲
邢岷山：演员应是“杂家”，把心放在角色上

个人简介

邢岷山，
1978 年 考 入
浙江昆剧团学
习昆剧表演，
修习并公演了
《十五贯》《长
生殿》等几十
出昆曲传统、
新 编 剧 目 。
1990 年，出演
个人首部电视
剧《 武 生 泰
斗》，开始演艺
生涯。先后出
演了《白眉大
侠》《游 龙 惊
凤》《策马啸西
风》《赵丹》《重
案六组4》《琅
琊榜之风起长
林》《远征！远
征！》《带着爸
爸去留学》《五
行世家》《爱在
风起云涌时》
《八角亭谜雾》
等数十部影视
剧，塑造了众
多经典角色。

今年“迷
雾剧场”开篇
新剧《八角亭
谜雾》已完结，
由著名演员邢
岷山饰演的
“丁桡烈”，因
为人物的设定
和过硬的演技
受到关注。10
月20日，邢岷
山接受封面新
闻记者独家专
访，分享了他
对角色的解读
和创作。

《八角亭谜雾》是由王小
帅、花箐执导，杨翌舒、王小帅
编剧，段奕宏、郝蕾、祖峰、吴
越、邢岷山、白宇帆、米拉等主
演的家庭悬疑网剧。

剧中，邢岷山饰演的“丁
桡烈”，是当地昆剧团团长。
邢岷山有着深厚的昆曲表演
经验，“我 1978 年进入浙江昆
剧团学习昆曲，1987 年到北京
电影学院就读表演系，这中
间有将近 10 年的昆曲表演
经历。这个戏里正好有昆曲
的表演段落，我也能够通过
这个戏展示一下昆曲的表演
特长。”

过往的演出经验，也给他
很多“便利”，“我对剧团、戏曲
都是很熟悉的，在饰演戏曲人
物方面，是有把握的。而且我
也是这部戏的戏曲顾问，除了
表演，对剧本、服装、化妆、道
具等方方面面的细节，也都会
去关注，尽量把它做到准确。”
不过，与自己主工的文武老生
行当不同，“丁桡烈”是男旦，

而且是昆曲行当中最重要的
闺门旦。“我们戏曲总说‘隔行
如隔山’，跨了行当以后表演
难度确实非常大，对我来说也
是不小的挑战。”

邢岷山介绍，“剧中有很
多篇幅是以昆曲《牡丹亭》来
辅助剧情展开的，里面的许多
折子戏都很吃功，唱腔、身段
难度很大，对我一个唱老生的
来说更难，之前我做了很多功
课，包括向我岳母沈世华（昆
曲名角、国家级非遗昆曲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请教，尽量做
到最好。”

邢岷山至今仍保持每年
一两次的昆曲演出，他也希望
可以通过这部剧，让更多年轻
观众了解传统国粹艺术。“迷
雾剧场很受现在的年轻人喜
欢，《八角亭谜雾》播完以后，
很多网友反馈说昆曲好听，身
段、唱腔都那么美。我希望更
多的观众喜欢上我们传统的
艺术，喜欢昆曲，这也是我的
初衷，把昆曲推广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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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岷山、吴越饰演夫妻。

邢岷山饰丁桡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