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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年前，导演张黎身陷一个宏大项目的
泥沼：以 100 集的篇幅拍摄二战时的亚洲战
区。“找了很多人，网络写手、军迷、二战发烧
友都试过”，但到了 2013 年，剧本还没写出
来，那意味着肯定赶不上两年后的“七十周
年”了。 这时，资深文化官员、影视界的“金牌
策划”张和平建议他拍张学良。 张和平和张
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很熟， 而张闾蘅掌握着

“少帅”题材的家属授权。
剧本是江奇涛写的。 此前两人合作的

《人间正道是沧桑》 曾获庙堂和民间的一片
喝彩。“读完本子， 我发现这个人还是可做
的。 他符合创作规律：始终处于困境，最后一
困就是 50年。 ”张黎要把《少帅》拍成一个另
类生命的生长史。

在唐德刚版《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少帅
自己说：“从 21 岁到 36 岁， 这就是我的生
命。 ”仅以这 15 年计算，张学良亲历的历史
事件已构成一条急剧压缩的时空隧道：第一
次直奉大战、第二次直奉大战、奉军入关、皇
姑屯事件、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九一八事
变、西安事变……

1928年 6月 3日， 张学良生日当天，其
父张作霖去世。27岁的少帅成为国中实权人
物争夺的对象。 最终蒋介石更胜一筹。 台湾
历史学者张德瑞在著作《山河动》中记述，张
群、吴铁城作为蒋介石的代表赴东北与少帅
谈判时携有巨款，如不够可随时从中国银行
提款。 为拉拢张学良，蒋的心腹张群曾花 21
个通宵陪张学良打麻将，并在麻将桌上有意

“放水”，博其欢颜。28岁，张学良出任中华民
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晚年，张学良告诉历史学家唐德刚，那时到

“中央” 开会， 自己尽做打油诗：“少活三十
年，座位下三排；没前我不怕，屁味实难闻！ ”
按照蒋介石的规矩， 座次根据年龄安排，六
十几岁的坐头一排，张学良坐最后。

张学良是孙中山《建国方略》和《建国大
纲》的推崇者。 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著的
《张学良年谱》 曾统计过张学良治下东北现
代化建设的 10 个中国第一，“张学良驾驶飞
机从沈阳到营口送邮件， 开中国民航之始”
是其中之一。

此外的“第一”还包括：东北农业公司和
东北军兴安屯垦区，开中国使用农业机械之
先河； 东北自建自营铁路历程居全国之冠；
东北无线电总台首开中国与欧美各国国际
通信网络；张学良兴办现代教育的私人捐款
居全国首位；张学良支持刘长春参加第十届
奥运会；奉天体育场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体
育场……

麻将桌旁分权力，“这比京戏好看”
� � 按照《张学良年谱》的记载，19 岁前，张
学良的“信史”只有寥寥几件：母亲赵春桂临
盆时，响马张作霖正跟对手海沙子以同时拔
枪互射的方式决斗。 张作霖获胜后，听到长
子出生的消息， 所以张学良最初的小名叫

“双喜”。 算命先生说双喜与父亲是“今生父
子，前世冤家”，张学良和姐姐张首芳、弟弟
张学铭一直与其父隔离开，与其母赵桂芳生
活在一起。 8 岁，张学良经父亲做主与于凤
至结下娃娃亲。 12 岁，赵桂芳去世，张学良
回到父亲身边，16 岁与于凤至完婚，随后进
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19岁从讲武堂毕业。

在这一系列“信史”开始前，《少帅》演了
足足两集。 开场是母亲过世，姐弟三人投奔
父亲。 夹风带雪，三个少年偷偷打量张家大
院的一切，极像林黛玉进贾府。 学铭带了一
只狗，五妈妈的狗欺生，把学铭的狗咬死了。
学良指使堂弟把五妈妈的狗毒死，扒下狗皮
放到皮货店里去卖。 那一年，张作霖当上了

北洋陆军二十七师中将师长。 新官上任，张
作霖杀了违反军纪的小舅子立威。少年张学
良看着父亲在麻将桌旁分配权力。老奉系错
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被江奇涛和张黎简化为
张作霖和他身边的“八大金刚”———兽医出
身的张作霖、 泥瓦匠出身的张作相、“扛小
活”出身的汤玉麟、衙役出身的冯德麟、马贩
子出身的孙烈臣……这些人在清末起于草
莽，民初进入庙堂。身份转换中，权力的分配
是重中之重，“张小个子”游刃有余，窗外偷
窥的儿子兴奋地告诉发小：这比京戏好看！

窗内，张作霖企图通过权力分配完成人
生的升级换代，他出身草莽，却想在东北建
立起文官统治，为此他力排众议，起用东三
省的大才子王永江出任高级顾问和警察厅
厅长。 王永江查封汤玉麟开办的赌场时，与
张作霖的把兄弟汤玉麟发生冲突，张作霖站
在王永江一边。 当然，即便文官的架子搭起
来，掌握实权的仍然是军人，直至张作霖死

后，这种状况并无太大改变。 学者卲建国在
《北伐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 一书中写道：
“东三省政府自张作霖时代以来，就是‘军绅
政府’，即政府的基础是军人和绅士的联合，
但实际上东三省的‘行政机构从上到下全部
是军人领导绅士’，这使在省议会、商会、农
会等部门里集结的‘绅士’阶层对军人的专
横极为不满。 ”

对于转型期的复杂，编剧江奇涛有深刻
的洞察，剧中有句台词：“多年之后，少帅才
明白，世界之新旧也不完全在一道坎上。 ”但
在当年，少帅显然认为，新旧之间应该判若
黑白。他不满父亲在他 8岁时为他定下的婚
事，不想子承父业，企图在奉天基督教青年
会干事的帮助下去美国学医。

“他对父权是有一点点反抗的，他逃不
脱所有男孩青春期的叛逆，但是他的青春期
非常短暂，还没有过完就要直面人生了。 ”张
黎说。

“战争的胜负，只能说是上帝的眷顾”
� � 血流成河的第一第二次直奉战争，在
《少帅》里各占一集。 张黎知道，按照正统史
学，军阀混战是不义之战，不便过多展开。

第二次直奉大战，奉军大获全胜，张学
良手下的团长告诉他：我逮到的俘虏，不要
说拿枪，光拿嘴巴子就能把我的兵吃掉！ 在
山海关，张学良和张作相坐着士兵手摇的小
火车看大战之后的战场，死尸枕藉。 他捂起
少帅的眼睛：你不要看！ 21岁的张学良从此
知道，“战争的胜负，只能说是上帝的眷顾”，
而内战几乎毫无意义。 几年后，北伐军打到
河南， 张学良退走时给敌军指挥官留信：我
们剩下好多粮食，我知道粮食不能让敌人得
去，要放把火烧的，但是老百姓没粮食吃，你
们拿去赈济老百姓； 黄河铁桥按说我应该
炸，我毁了你们一时修不上的，但我没炸，那
桥梁是国家的。

通过第一、第二次直奉战争，新一代奉
军崛起， 一派大多出身于日本陆军学校，代
表人物是杨宇霆；另一派出身于本土的保定
陆军大学校，代表人物是郭松龄。

剧中，郭松龄有一个戏剧化的出场。 张作

霖极重视长子的教育，希望他可以当文官，为
此延请了一位又一位先生。 但张学良是一匹
野马， 私塾先生罩不住。 先生布置的题目是
《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张学良写：说这话的
人是坐井观天。先生被气走。张作霖只得把张
学良带到司令部，哪位下属闲着，就充任儿子
的临时老师。“陆大研究生”毕业的郭松龄到
奉天谋职， 张作霖委派给他的一个任务就是
给张学良当半天的临时老师。 这是小说家言。
张学良和郭松龄的真正交往始自东三省讲武
学堂。 郭松龄是讲武堂的战术教官，而张学良
则是次次考试名列第一的学生。

郭松龄善于治军。“民初奉系军队教育
败坏，至于极点，因此战斗力低落，经过郭松
龄的整军，凡是训练成绩不良，或是不懂教
育的军官，无论其阶级是团长或旅长，一律
撤职，东北军自此便逐渐强大。”学者张德瑞
在研究国民政府军队战斗力的著作《山河
动》中写道。 对于张作霖，郭松龄是可用之
才； 对于张学良， 郭茂宸是老师也是兄长。
《张学良口述历史》记述，张作霖曾骂儿子：
“你除了老婆不跟郭茂宸去睡之外， 吃一个

水果，你都要给他一块。 ”
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师生二人组在第一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屡建奇功，却得不到与之
相匹配的分封。 郭松龄心怀不满。 在奉军应
入关打仗还是退守关外建设东北的问题上，
郭松龄跟张作霖亦有分歧。 1925 年 11 月，
郭松龄与冯玉祥暗地结盟，举兵反奉，并发
表通电请张作霖下野，张学良接任。 张学良
旋即接到奉天发来的电报，起首是“汉卿先
生阁下”： 军队公举你做东三省总司令和奉
天省长，请速来接事。 落款张作霖、王永江。

这是张学良人生中最艰难的选择题之
一，他选择了父亲。但郭松龄的兵锋所向，张
氏父子一度毫无招架之力。张作霖做了下野
的准备， 在给东三省法团负责人开会时，他
说：政治好像演戏，郭鬼子嫌我唱得不好听，
让他们上台唱几出， 我们到台下去听听，左
右是一家人， 何苦兵戎相见———这样的手
段，在马帮老炮中间尚可转圜，在新与旧的
主义之争中，却再无施展可能。最终，奉军在
关东军的帮助下，打溃郭松龄。 郭松龄和妻
子韩淑秀曝尸三日。

“战争的胜负，只能说是上帝的眷顾”

《少帅》张学良和他的时代

于凤至错爱一生让人心碎
于凤至(1897 年 6 月 7 日-1990 年 3 月

20 日)，字翔舟，富商于文斗之女，生于 1897
年，少帅张学良的原配妻子。

在张学良的坎坷人生之中，一直扮演着
举足轻重的角色。 1990年 3月 17日午夜 12
时半，在美国洛杉矶市好莱坞山顶上一座雅
致的豪宅里，因心脏病离世，享年 93岁。

从 1940 年赴美就医算起， 她在美国整
整度过了 50 年。 这 50 年里，她不仅一个人
照料三个子女，而且还凭着坚强的意志战病
魔、投资地产和股市，由罩在丈夫光环下的
民国时期东北第一夫人转变成一位杰出的
事业家，为子女、也可以说是为张学良积累
下一份让人难以置信的家业。

“救汉卿，我要奋斗到最后一息”的信念
牢牢地支撑着她，她90余年的人生历程，让我

们懂得了什么叫生死相许、什么叫忠贞不渝。
在张家大院的小一辈女人中，张学良的

妻子于凤至，最受张作霖重视。 这不仅仅是
由于儿媳妇的品貌出众，还因为他十分珍视
同于凤至的父亲于文斗的旧谊。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作霖得知于文斗的
女儿于凤至“福禄深厚，乃是凤命”。 张作霖
是一个颇自负的男人。他深信“将门虎子”与
“凤命千金”是难得的姻缘，婚后一定大富大
贵、大吉大利。

后来张作霖做了奉天督军， 权势两得，
让张学良娶了于文斗的女儿做了他的儿媳。

张学良最初并不满意这门亲事，因而持
反对态度。 学良跟随父亲住进省城奉天后，
开始学英文，在这一过程中结交了许多英美
朋友，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充满了他的

脑海，所以对婚姻方面的“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十分反感。

张作霖面对儿子的不感兴趣则出以折
中的态度，他对张学良说：“你的正室原配非
听我的不可。 你如果不同意旧式婚姻，你和
于家女儿成亲后，就叫你媳妇跟着你妈(指
继室卢夫人)好了。 你在外面再找女人，我可
以不管。 ”

张学良 16 岁同于凤至结婚。 于凤至大
张学良 3 岁，所以婚后张学良一直对于凤至
以大姐呼之。

在帅府院内，于凤至当属小字辈，可她
的彬彬有礼，博学多才，好善乐施和善解人
意，却为自己矗立起一座受人仰慕的碑。

张学良在同于凤至婚后的漫长岁月里，
也越来越被她的友爱、体谅和痴情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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