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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票房成绩超出我的想象”

记者：首先向您表示祝贺。影片《扫毒2》7月5
日上映，到 7 月 8 日已经突破 5 亿元人民币，您发挥
了您的超常影响力。

刘德华：这个票房成绩真的超出我的想象，没想
到这么快。这是我 2017 年受伤痊愈后拍摄的第一个
作品，目前的上映情况给了我蛮大的鼓励。

记者：您参与了这部电影很多台前幕后的工作，除
了主演，还做了监制，为主题歌填词，并且跟古天乐合
唱。作为监制，您具体为影片做了哪些事情？

刘德华：我做监制是因为想多参与影片更多的不
同方面。监制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控制预算，一种是
把注意力放在创作上，我两边都参与了。预算方面我
会考虑怎样把钱放在重要的地方，如果这个戏演员重
要，我要花多一点钱去找演员；如果这个戏我觉得在
动作上需要多花钱，就花在动作上。有时候我们也花
在时间上。在创作这方面，我能做的是从演员、剧
本、导演，最后到成品，怎样把它们融合到最理想、
最接近我们要求的状态。

记者：一般来说，监制都是资深人士为比较年轻
或者经验不足的导演保驾护航。这部电影的编剧、导
演邱礼涛跟您是同龄人，你们是如何达成合作的？

刘德华：我跟邱礼涛上世纪80年代末就相识。后
来他一直在拍戏，尝试过很多类型的低成本影片。他
也是一个摇滚歌手，很有热情。但是一直没有人给他
足够的钱去拍一部他希望拍的电影，所以我们就给他
一个机会。他第一次掌控制作规模比较大的作品是

《拆弹专家》，我做主演，大家觉得他掌控得非常好，
我就跟他一起被邀请做《扫毒2》的监制和导演。

“拍禁毒电影起提醒作用”

记者：过去您曾经出演过多部禁毒题材电影，比
如 《天与地》《门徒》 等，这次为什么又来出演一部
同类题材影片？

刘德华：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市场上应该不停地都
有这样的作品来提醒观众，就好像需要通过影片《失
孤》来提醒大家，必须记得现在还有拐卖儿童的事情
在这个世界上发生。毒品还在荼毒很多青年人，而且
吸毒人员越来越年轻，新型的毒品不断出现，以前可

能很传统，现在有些毒品看上去很“潮”，有些人甚
至以为吸毒是生活中常做的事，像喝酒一样，根本不
知道自己会上瘾。所以这次我看到反毒这个题材，就
觉得需要做，而且要把影片在市场上做“火”。刘青
云、梁家辉、古天乐在 《扫毒 1》 里把兄弟情演绎得
很好，《扫毒2》增加了亲情、爱情，刚开始只有古天
乐出演，我也加入，又请了苗侨伟来演警察，给影片
增加一些味道。

记者：《扫毒2》中您出演的余顺天这个角色，人
生经历曲折，角色比较多面，您着重表现了他的哪些
性格特征？以前警匪片只有警察和匪徒两方，现在余
顺天是第三方，这样的角色设置对影片有什么影响？

刘德华：3个男性角色中，古天乐饰演的毒贩地
藏，执著于友情、兄弟，苗侨伟饰演的警察林振峰执
著于法律，我在其中就是一个普通人，面对世界有无
力感，青年时代是个混混，也不能说是好人，而且他
采用的反毒的方法是不正确的。他又是一个低调、犹
豫的人，一直在考虑自己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在有理
无理之间徘徊。这个人物的加入，使得影片比较丰
厚，更有张力。如果按照以往简单的方法，这部影片
其实可以没有我，只有古天乐和苗侨伟的角色就可以
拍完了，或者换成我演警察古天乐演坏人也就行了。

记者：影片结局惨烈，余顺天、地藏同归于尽，
林嘉欣饰演的余顺天太太本来已经跟余顺天签了离婚
协议，结果也殒命。这种结局您觉得是善战胜了恶
吗？

刘德华：毒品因毒犯而泛滥，令很多无辜的人受
害，毒贩的结局必然是覆灭的。另一方面，电影总是
需要一些剧情。这一段戏，其实余顺天之前很想挽回
和太太的婚姻，想放过地藏，只要自己能跟太太在一
起。没想到就在这一刻，老婆身死。从那一刻开始，
这个角色就死了。他当众没哭没发泄，其实已经准备
为反毒付出生命。古天乐饰演的角色也希望跟自己过
去最投入感情的兄弟有个了结。这里有个很大的误
会。最后的一段戏其实是蛮浪漫的。有时候爱情不一
定完美，但友情一定完美。

记者：这部电影有非常大的投入，建了 1︰1 的
地铁站拍摄飙车戏和枪战戏等。因为您受过伤，最后
这些戏的拍摄有没有困难？

刘德华：我 2017 年受伤之后到如今恢复得不
错。影片前期准备了一年，我进行各种体能锻炼。所
有那些在 1︰1 地铁站拍摄的飞车戏，之前都跟特
效、跟动作设计准备好，体能方面我是可以承受的。

“希望未来能自己拍电影”

记者：香港警匪片这个类型特别成功，您也多次
出演警匪片，包括《无间道》《暗战》《盲道》等，您
认为香港警匪片这么多年来能一直吸引海内外观众的
原因是什么？

刘德华：我觉得还是因为情怀。香港这个地域生
产出来的警匪片，始终有一种很特定的东西，好像东
北话，大家听到就觉得很爽。不过我还是希望香港电
影在其他不同类型上也要更尽力一点。比如一些道地
的香港的文艺题材影片，我觉得还是要有。我们不要
求电影票房非要多少个亿，有一些电影只要能够回
本，就应该去做。所以我前一段时间拍了一部《香港
地》，最近在拍一部《热血合唱团》。

记者：过去您通过“亚洲新星导”计划扶持青年
电影人才，推出过宁浩及其 《疯狂的石头》，也投资
并且零片酬出演过 《桃姐》，您现在还有哪些有益电
影界的打算？

刘德华：这些都会继续，还想帮助一些内地的新
导演拍一些比较文艺的作品。我也跟林建岳、杨受成
还有古天乐、杜琪峰等谈过，希望大家一起在未来3
年培养一些新演员、新导演。我其实很想把演员培养
成导演。比如我在这一行做了这么多年，可以把步伐
慢下来，把我们的经验投入到一部电影里。

记者：您未来一定是要做导演的吧？
刘德华：我希望这样。其实以前想过，比如拍

《追龙 1》 的时候，我很想自己导，但想来想去还是
怕，最后找了关智耀去拍。不过目前我暂时还没有很
明确很具体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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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暑期，各种夏令营、培训班就蜂拥而起。
其中有一种国学班，挺受家长欢迎，虽然收费不
菲，但一推出就火爆得很，成为暑期培训市场的香
饽饽。

先不说这国学名目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受争议，
就说当前市场上这些打着国学旗号的培训班，到底
能不能普及国学、能不能让孩子增加国学知识？是
值得商榷的。

现在市面上常见的国学班，往往包含以下内
容：穿汉服、拜孔子，背诵《三字经》《弟子规》之
类的古籍；吃素食、练太极，学习孝道茶道中医之
道。这样的课程学下来，对于孩子吸收传统文化有
帮助吗？有。但关键和前提在于怎么教。

国学很庞杂，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能囊
括其中。对于中小学生这个群体来说，教他们什
么、怎么教，是需要仔细甄别的、是需要结合现代
教育规律来教的。

适合青少年学习的国学内容首先要能引发他们
的兴趣，《三字经》《弟子规》《声律启蒙》这种所谓
国学标配，显然不在此列。这三本书 （尤其 《三字
经》） 是高度浓缩过的书，是古人把他们认为重要
的东西——简直是希望样样占全——编成韵文。它
们一方面在浓缩过程中把很多内容、背景舍弃，一
方面为了押韵，表达上有时要迁就。所以，对于这
些书来说，不讲解的话根本不能理解，只能是机械
背诵；讲解的话，一千多字的 《三字经》 拆开来能
讲一个月，很多历史知识需要初高中水平的学生才
能理解。

如果内容不搞懂，这些古代美文，在今天念起
来就会因为理解障碍而失去了美感，还不如背诵李
白、苏轼、白居易的诗词。就算搞懂了，其中一些
远离现代生活的内容，他们也未必能接受和认同
吗，倒不如好好读读 《论语》 中充满生活化、场景
化的篇章，《韩非子》里的寓言故事，更容易让学生
理解、代入。

再者，市面上形形色色的国学培训机构中的老
师，到底有多少是有扎实的国学根底并善于讲解的
人呢？有资料显示，很多培训机构有完善的流程和
课件，老师照本宣科即可，一旦有学生的发问离开
大纲就如坠十里云烟。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普及和传授传统文化
任重道远。无论是培训机构的从业者，还是学校
的老师或者家长，光靠一腔热情是不够的，想着
投机取巧更是不行，还要更深入地思考研究，找
到一条真正适合
这个时代青少年
的、有效的国学
教育之路。

暑期国学班，
要提高教育水平
□ 宋 乡

本报电 （记者郑娜） 由文化和旅游部、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届全国杂技展演，将于
7月17日至28日在南宁市举办。

经专家遴选，40个杂技、魔术节目和6部杂技剧
入选此次展演，将演出 19 场。本届展演的参演剧

（节） 目均为2015年以来的原创作品，题材丰富，形
式多样。杂技剧中，既有革命题材剧目 《红色记忆》

《渡江侦察记》，也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剧目
《百鸟衣》《小桥流水人家》《梦回中山国》《岩石上的
太阳》。杂技、魔术节目则涵盖爬杆、抖杠、空竹、

球技、柔术多个类型，体现了高、难、险、奇、趣的
特点。

全国杂技展演的前身是创办于 1984 年的“全国
杂技比赛”。从第十届起，“全国杂技比赛”取消评
奖，改为展演活动。为更加全面、充分地展示杂技艺
术创作成果，本届展演首次纳入杂技剧，这既与当前
全国杂技剧创作蓬勃发展的局面相呼应，也使得展演
内容更加丰富和立体。对于参演杂技、魔术节目，展
演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艺术性、技巧性、观赏性的
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创新性和独特性。

展演期间，组委会将邀请杂技领域的专家、艺
术家现场观看演出，并组织开展“一场一评”和

“一剧一评”。剧 （节） 目主创人员、表演人员与专
家面对面，共同探讨参演作品的优点和不足，交流
创作上的心得和体会，并重点围绕杂技、魔术节目
的创新创造以及杂技剧如何讲述故事、塑造人物等
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本届展演的演出票价以
50 元、80 元惠民票价为主，最高不超过 180 元。展
演期间，还将组织开展专场惠民演出和系列文旅融
合活动。

46部作品将亮相第十届全国杂技展演

本报电 （文 纳） 7 月 9 日晚，由广西文化产业集团、
广西演艺集团出品，广西木偶剧团创作演出的儿童音乐剧

《月亮上的妈妈》，在京参加第九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演出。
《月亮上的妈妈》为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资助项目，由

广西大学“八桂学者”胡红一担任编剧、导演。该剧以关注
关爱现实生活中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乡村”为表
现主题，通过运用现实、童话和梦境相互交织的艺术手法，将
中华传统故事里广大小朋友耳熟能详的“嫦娥奔月”故事，跟现
实生活中和“打工妈妈”和“天上月亮”进行巧妙嫁接，载歌载舞
地讲述了三位可亲可敬可爱的留守老人，为了纾解留守儿童
李想“思念妈妈”的痛楚，进行一番斗智斗趣斗乐斗爱的奇
幻故事。

作品以幽默童趣的舞台艺术表现手法，把揪心的社会问
题，转化为抚慰暖心的艺术体验，举重若轻地反映了天真、
善良、敏感、坚强的留守儿童本性，歌颂了相濡以沫、彼此
关爱的乡村美好品格，生动地展现了人性之美、质朴之真和
亲情之爱。

此外，《月亮上的妈妈》 还巧妙利用木偶、剪纸等“非
遗”艺术营造“戏中戏”讲故事，现场乐队及合唱队浑然一
体地植入广西特有的彩调、渔鼓、零零落等民族音乐元素，
为观众奉献了一场极富中国西南民族艺术特色的视听盛宴。
据悉，儿童音乐剧 《月亮上的妈妈》 接下来将赴广州、中
山、北海、崇左等地开展30场全国巡演。

近日，“国风豫韵 出彩河南”豫剧表演艺术家李
树建艺术实践公益演唱会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演唱
会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
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

演唱会通过短片形式介绍了李树建的从艺经历。
李树建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戏剧家协
会主席、河南豫剧院院长。他 12岁学艺，演了 45年
的戏，当了 32年的院团长，演遍全国 31个省、自治

区、市，出访了 29 个国家和地区，其艺术人生亲历
和见证了中国豫剧发展的黄金时期。

李树建在演唱会上表演了“忠孝节”三部曲《程
婴救孤》《清风亭上》《苏武牧羊》的精彩片段。由李
派弟子和戏迷代表表演的豫剧《大登殿》则通过网络
互动的形式，多地同时、万人同唱，展示了豫剧主动
拥抱互联网的思维和李派戏曲艺术的魅力。

演唱会上，豫剧表演艺术家汪荃珍、王惠、贾文
龙、李金枝悉数登台演唱豫剧经典作品，当今中国
豫剧舞台第一闺门旦虎美玲作为老艺术家代表演唱
了常派经典 《破洪州》。演唱会还特邀十个民营院团
的代表同台表演了豫剧 《抬花轿》 选段。商丘四平
调、太康道情、浙江调腔以及陕西碗碗腔的演员们
带来的大联唱，彰显了不同地域稀有剧种的独特魅

力。演出当晚，92 岁话剧表演艺术家蓝天野、91 岁
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元寿、98 岁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
凤先生、91 岁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善朴亲临现场观
看。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豫剧如今成为中国第一大地
方戏剧种。全国现有豫剧专业院团163个，民营院团
2100多个，从业人数达10万之众。“这场演唱会不是
我个人的，而是整个豫剧界在当代发展创新艺术实践
的演唱会。近年来，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河南省各
级领导对戏曲的重视和扶持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帮
助、支持，豫剧才有今天的发展局面，我们一定要站
在常香玉等老一辈豫剧大师的肩膀上，把豫剧更好地
传承和弘扬下去，永远做一个本事比名气大的普通演
员。”李树建深情地说。

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举办演唱会

“永远做一个本事比名气大的演员”
□ 本报记者 郑 娜

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举办演唱会

“永远做一个本事比名气大的演员”
□ 本报记者 郑 娜

《月亮上的妈妈》

用幽默与温情
关照乡村留守儿童

对话刘德华：对话刘德华：

▲剧中的儿童、老人与母鸡▲剧中的儿童、老人与母鸡

▲李树建（中）表演《苏武牧羊》“归汉”一折▲李树建（中）表演《苏武牧羊》“归汉”一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