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血合唱团》仿佛一部
“港版《放牛班的春天》”：“海
归”指挥家严梓朗（刘德华饰）
回到香港，带领一群问题学生
组建合唱团，师生双方最终都
通过音乐治愈了自己。

一向以“劳模”著称的刘德
华，这次同样很努力。这是刘
德华首次演绎音乐老师和指挥
家，他在戏外下了不少苦功：

“作为一个没有智慧经验的
人，我需要时间去学习。”除了
专门向香港儿童合唱团的指挥
家学习指挥技巧之外，还跟专
业的指挥家研究出更适合在镜
头前呈现的指挥方法。片中多
次出现刘德华指挥的特写，节
奏、姿势、动作与音乐的匹配
度等细节都有板有眼。

值得点赞的还有刘德华
“30 年如一日”的优秀身材管
理。电影里，刘德华始终以全
黑打扮登场，时而一件黑衬

衫，时而黑色polo衫配同色系
毛衣、还有黑西装黑夹克黑大
衣等多种外套……刘德华身材
精干，不见一丝赘肉，足以让
不少同龄男性汗颜。

至于演技，严梓朗这个角
色仍然在刘德华的舒适圈内，
不能说很棒，但起码刚好。在
刘德华眼里，严梓朗是现代成
年人的缩影：“他很执著，对身
边很多事情都不太满意，对自
己的要求很高，不想面对失
败。”早期，他以“魔鬼教师”形
象登场，实际上怀着一个不可
告人的秘密；中期，他被“问题
学生”们打动，开始走出自我
封闭，脸上逐渐有了笑容；后
期，他极力对抗外界压力，阻
止合唱团解散，同时终于学会
正视以往的过错，与自我达成
和解。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
刘德华的表现可圈可点，撑起
了这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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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由万玛才旦编
剧、导演，索朗旺姆、金巴、杨秀措
领衔主演的电影《气球》来到十城
路演的第二站——广州。导演万
玛才旦亲临影城，和观众展开深
度对谈互动。影片将于 11 月 20
日全国公映。

万玛才旦表示与广州“很有缘
分”，不仅近年来多次到广州进行
电影新作路演，他本人创作的多部
小说集也在广州花城出版社出
版。作为花城文学奖的得主，他还
曾到广州出席颁奖典礼。万玛才
旦表示，这次能带《气球》来广州，
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备感亲切。

万玛才旦和观众们分享了本
片的拍摄细节。他透露，全片的
创作灵感“气球”缘自多年前他在
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期间，一次偶
然看到一只红色的气球在空中飘
动，当时便觉得这个意象特别适
合用电影去呈现。

电影《气球》由《塔洛》《撞死
了一只羊》原班人马制作，讲述了
灵魂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影片曾
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多伦多
国际电影节、釜山国际电影节、上
海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国内外权威
电影节，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
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等多项
提名及奖项。女主角索朗旺姆更
凭借本片荣获第2届海南国际电
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虽然被外界看做是文艺片导
演，但万玛才旦表示，自己一直在
试图与普通观众靠近。“我在写剧
本和拍摄时，心里惦记着观众，希
望呈现出来的东西能让更多人看
到且感同身受。”万玛才旦还表
示，考虑在未来拓宽创作题材，而
不仅仅局限于他熟悉的藏地。

（李丽 卫弥萱）

《气球》路演与羊城观众见面

导演万玛才旦：
来广州很亲切

《热血合唱团》被指像“加长版公益广告”，票房和口碑均不理想

可惜了 的刘德华！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热血合唱团》是
刘德华今年首部在内
地上映的电影，他不仅
担纲主演，还是该片监
制。不过，这部电影的
票房和口碑都不算亮
眼：11 月 13 日上映，4
天取得2483.6 万元票
房。单日票房不仅落
后于上映了三周的大
片《金刚川》，还一度被
动画片《汪汪队立大功
之超能救援》和11月9
日已上映的《地狱男
爵：血皇后崛起》反超；
豆瓣评分更是只有4.8
分，其中四星以上的评
分仅有15.6%。

依然努力

首演音乐老师，华仔依旧很努力

那么问题来了：除了一贯
的“老好人”性格使然之外，刘
德华为什么会主演并监制《热
血合唱团》这部电影？

刘德华从上世纪 90 年代
初期开始成立公司投资电影，
虽然一度遭遇经济危机，但他
的确拥有不错的选片眼光，作
为制片人和监制的履历颇为亮

眼：他在1997年投资并监制的
《香港制造》凭借 50 万港元成
本赢尽口碑；2000年监制并主
演的《阿虎》为他带来第六届香
港电影金紫荆奖最佳男主角；
他在 2005 年启动扶持新导演
的“亚洲新星导计划”则发掘了
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

香港电影圈的帮扶传统，
或许也是刘德华监制《热血合
唱团》的原因。只拍商业片的
王晶也会投资《天水围的夜与
雾》，与“文艺”毫不沾边的成龙
也投资和监制了梅艳芳的《胭
脂扣》，他们或监制或投资那些
在不为市场看好的题材，某种
程度上也是对电影界的回馈。

《热血合唱团》更像是香港
电影圈一次以老带新的实习机
会：一边是卢冠廷、雷颂德、吴

岱融、郑丹瑞、谢君豪、关礼杰、
尹扬明、李丽珍、孙佳君等熟面
孔，他们分别扮演老师、家长、
校长、主席等“成人世界”的角
色；一边则是谢博文、伍韵诗、
林凯铃等新生代演员，出演热
血合唱团的成员，其中不少都
是初涉影坛的新人，有些人甚
至要一边上学一边拍戏，对他
们而言，《热血合唱团》的确是
一次难得的体验。正如一位网
友的评论点出了刘德华在香港
影坛的价值：“刘德华在华语电
影低潮的时候致力于培养新导
演、好导演，现在香港电影低
迷，他又回来反哺香港电影，培
养新人，香港电影真应该给他
颁个终身成就奖。”

《热血合唱团》由关信辉执
导、张佩琼编剧，两人曾合作
过教育题材影片《可爱的你》，
该片登顶了 2015 年中国香港
本土电影票房榜，平实动人的
风格博得了诸多好评，在豆瓣
取得7.9分。

但此次两人再次联手打造
的《热血合唱团》却未能复制前
作的成功。《可爱的你》根据真
实事件改编，故事本身自带力
量。《热血合唱团》则是一个虚
构的故事，导演和编剧试图通
过“问题学生组成合唱团逆袭”
这一经典的故事蓝本来探讨青
春成长中校园、家庭以及社会
的种种问题，却因为内容的套
路和苍白而失去应有的力量。

不难看出主创们的情怀：
罗文的《狮子山下》和林子祥的
《谁能明白我》两首经典的粤语

励志歌曲在片中反复出现，强
化着“无惧困难、永不放弃”的
香港精神；以卢校长（卢冠廷
饰）为首的善良成年人，始终向
孩子们传达出“我们没有放弃
你”的信号，终于让“问题学生”
们重回正轨，重新找回幸福。

只是，片中每一个问题的
出现与解决都显得过分粗糙。
最初，学生们只是为了不留级
而被迫参加合唱团，毫无“团
魂”，且没有合唱基础。孩子们
是怎么团结在一起、并在短时
间内掌握合唱技巧？电影基本
没有呈现。此外，每个“问题学
生”分别遭遇到家暴、缺爱、父
母不和等家庭问题，只消严梓
朗的几句话，问题便迎刃而
解。电影就像一部加长版公益
广告，看不出故事的起承转合，
只有生硬的开头和结尾。

情怀显而易见，成品却颇为粗糙

刘德华当监制，更像回馈电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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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海报

刘德华展示音乐技能

老师与学生互相治愈

万玛才旦（左）、制片人王磊
与广州观众合影

刘德
华身材管
理堪称满
分

榜上
有名

我们天天有初次见面的人，耳目口
鼻大同小异，初见的人是缘分最浅的
人。可是恋人不同，据说，恋人是一双
特定的人，两人体内有某种秘密装置，
一旦相逢，有强烈的感应。现代网络给
了个说法叫“来电”，网络使语言简化，
在只有纸笔的时代，作家有形形色色的
描述。

纪伯伦说：“那是一道光芒，把心的
各个角落都照明了。那是在第一根心
弦上发出的第一声心响。”村上春树说：

“她身上有什么东西强烈地叩击着他的
心，第一眼看到他时就觉得胸口闷得透
不过气。”还有人形容，“一见到她如同
被子弹击中”。恋人初见有受到袭击的
感觉，最早的说法就是丘比特的一箭。

看看那些名家怎样写初见吧。在
屠格涅夫笔下，初见的经验是害臊，又
很快乐，浑身充满了莫名其妙的幸福
感。他写小伙子坐在墙头上，看见一个
女孩从墙边走过来，小伙子忘乎所以，
咕咚一声跳下来，落在女孩面前，甜蜜

的痛苦充满全身。我这个旁观者吓了
一跳，不知小姑娘吓着了没有，她的反
应如何？落荒而逃，还是停下来问受伤
了没有？老屠居然没有交代。

在曹雪芹笔下，贾宝玉初见林黛
玉，觉得仿佛在哪儿见过，留下特别深
刻的印象，后面的许多发展就自然而
然了。素昧平生但似曾相识，这也是
很多人都有过的经验。宗教家拿来证
明前生，心理学家说哪有前生，你早已
在心中为未来的那个人描形象，这个
形象的原型可能是父母，可能是兄弟
姐妹，可能是某一幅画像，可能是某一
个演员，一旦遇见相近相符的人，你就
一见倾心了。

在歌德笔下，少年维持和绿蒂初
见，绿蒂正在喂她的金丝鸟，小鸟用嘴
唇含着饲料让鸟啄食，然后把鸟交给维
特把玩，那金丝鸟就来啄维特的嘴唇。
绿蒂用那样尖锐的角轮流接触两人那
样敏感的部位，充满挑逗的意味，初见
简直就是初吻了！让维特保持平常心

也难。在蔼夫达利阿谛思笔下，两小无
猜的男孩女孩一同上课学文法，男生坐
在左边，女生坐在右边，老师带着他们
一同大声诵读课文，我爱、我爱你，你
爱、你爱我，听起来有唱有和，如斯响
应。这个小班级以后不知产生多少小
情侣，有天，这些小男生小女生会告诉
人家，他们的初见在这个文法课堂。

我们都熟悉好莱坞的电影，其实欧
洲也有许多好片子。有一部中文译名

“长相思”，就是以初见为题材。城市里
的一个大学生到乡村度假，由当地的火
车站长热心接待，站长有女初长成，绮
年玉貌，而当地没有一个“郎才”，以致
这个旅行的青年掉进天造地设的恋爱
乐园。男的呆，女的活，女的盘旋进退，
男的手足无措，男的似被动而实主动，
女的似主动而实被动。女主角娇憨精
明，无端羞涩，忽然大胆，男主角对她立
下不能实践的誓言。

“初见”之后，继之以初恋，初恋无
常，风流云散，那时初见就成了一个伤

口。纳兰性德感叹“人生若只如初见”
有多好！王曦和金十三假设“若是不相
见，若是不相恋”！主编刊物的先生女
士们，常常接到一些少年男女的稿件，
用“寄不出的信”做题目，写自白式的抒
情文。他或她，对着已失去联络或不便
再有联络的另一方，说一些温柔缠绵的
话，惆怅往日，惋惜未来，轻颦浅愁，展
示情感生活的“初段”。

一个人能把自己的影子趁少年时
印在另一个异性的心上，也是一大幸
福，因为你将一生被他相忆不忘。你漫
不经心所说的几句话，可能被他当做一
种哲学来体会猜忖，从中悟出人生的道
理来，到中年、晚年还受它支配。一天
相聚，去思终身。在这方面，论者常常
强调女性对男性的影响，年轻的作家池
莉女士说，好多男人的实际的一生是从
有了女人开始的。年长的作家冰心老
人说，世上如果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
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
十分之七的美。

岛·印象系列之一
(国画)

柳宗元与韩愈，史称韩柳；柳宗元
与刘禹锡，人称柳刘。韩柳合称，源于
文章；刘柳合称，源自情谊。韩柳韩
柳，可无可有，写不写文章，有甚要
紧？刘柳刘柳，当有未有，人生可以缺
文章，不可缺友。

刘禹锡与柳宗元，都生于公元772
年。贞元九年（793 年），刘禹锡与柳宗
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鸿词科。

刘禹锡与柳宗元的感情是真的。
他俩不是利益攸关，而是志同道合。
同在职场，并不以互相投票作利益之
盟，而是以政治理想作道义之友。安
史乱后，唐朝走下坡路，唐顺宗也想来
个大唐中兴，他信任王叔文，搞了一次
永贞革新。这次改革的改革派多有识
之士，刘禹锡与柳宗元是其中两大
将。永贞革新是改革派与太监们的一
场决斗。

唐朝太监专权是蛮厉害的，唐朝
弊政多半出自太监。这次永贞革新，
来得猛，败得惨，前后只有146天。参
与改革的八大猛将，一个个都被贬谪，
有意思的是，不论职别高低，权力大
小，同时被贬为司马：韦执谊被贬为崖
州司马，韩泰被贬为虔州司马，陈谏被
贬为台州司马，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
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韩晔被贬
为饶州司马，凌准被贬为连州司马，程
异被贬为郴州司马。这次改革，也被
称为“八司马事件”。

巴山楚水凄凉地，其实呢，地是不
凄凉的，是心凄凉。刘禹锡所贬朗州，
是湖南常德，这里是鱼米之乡，气蒸云
梦泽，波撼常德城，不凄凉。

刘禹锡后来被召回长安，写了一
首诗，不知道算不算唐朝文字狱，诗
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
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
栽。”桃花也是咏不得，当朝者读之，心
中大不快：刘禹锡你甚意思？是说若
你刘禹锡在，官场没我们什么事？那
我们就给你什么事看看。刘禹锡在长
安屁股没坐热，这些家伙又想着打压，
动议将刘禹锡贬去播州。

播州者，贵州遵义，群山沟壑，山
路崎岖，古时乃不毛之地，苦哉苦哉。
柳宗元听说老友贬去了这地方，放声
大哭。贬朗州是贬，贬播州是贬，贬朗
州时，两人互道珍重，喝酒壮行：莫愁
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贬播
州了，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啊。旁
人问柳公，不必如此伤感，柳公说：“禹
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
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
方，便为永诀。吾与禹锡为执友，胡忍

见其若是。”
一个大男子，哭得那么伤心，让人

泪目。柳宗元感人心者，不止于此。
其时，柳公也贬了永州后，再贬柳州。
柳州虽仍是化外，到底开化得多，是个
好地方，人称是，生在苏州，穿在杭州，
吃在广州，死在柳州。美人只合湖湘
老，好人只合柳州死，到底有副好棺
木。柳宗元不是哭一番以示同情，他
是边哭边疏，放下身段，向当权者求
情：“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
把我跟禹锡换一下吧，贬我去播州，把
禹锡贬来柳州。

同事之间，朋友之间，深情有没有
如柳宗元者？请回答；厚意如柳宗元
者，请回答，有没有？官场之同事，上酒
楼猜拳划令的，多，蛮多，多得很；文坛
之朋友，上青楼征歌选色的，多，蛮多，
多得很。苦地方我去，好地方你来，官
场与文坛，这般哥们还有没有？柳宗元
不是摆姿势，他是动真心，他考虑的是，
刘禹锡母亲老了，母亲不能跟他同行，
老友若此去，便是母子永诀。要死我去
死，得让朋友母子团圆，共享天伦。

朝廷上有个叫裴度的，也为柳宗
元悲情感动，含着泪去朝廷说情。最
后，朝廷改了处分，将刘禹锡从播州改
贬广东连州。

柳宗元曾作诗《重别梦得》：二十年
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皇恩若许
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所表之情
是，待到六十花甲，咱俩乡下安家。不
是男女抒情，而是朋友叙事。难得，真
是难得。刘禹锡自然也是深情如老酒：
弱冠同怀长者忧，临岐回想尽悠悠。耦
耕若便遗身老，黄发相看万事休。

六十花甲，刘柳不曾乡下安家。
果然是死在柳州。柳公没能等到退
休，更没能等到重回长安，他死在贬
所，仅 47 岁。其时也，刘禹锡九十岁
老母去世，他护送灵柩路过衡阳，把老
母稍作安置，赶去料理柳宗元后事，泪
如滂沱大雨，抚灵痛哭：“呜呼子厚。
卿真死矣。终我此生，无相见矣。何
人不达？使君终否。何人不老？使君
夭死。皇天后土，胡宁忍此。知悲无
益，奈恨无已。子之不闻，余心不理。
含酸执笔，辄复中止。誓使周六，同于
己子。魂兮来思，知我深旨。”文中周
六，是柳宗元孩子，刘禹锡对天发誓，
一定将他当自己孩子。周六此后，一
直由刘禹锡养大。

不只替柳宗元抚养孩子，刘禹锡
到处搜寻柳宗元遗诗遗著，历二十余
年，将柳宗元著述收集起来，整理出
版，这就是《柳河东全集》。

在你不留意时，风就来了。它悄悄
靠近你，在身边徘徊，或牵起你的衣
袖。其实，在乡下风是无处不在的，村
边的树点点头，就是风在那里玩耍；屋
顶上的炊烟扭扭腰，就是风在那里飞
舞。或者只要你招招手，风就屁颠屁颠
地跟着你过来了。

风是你在村庄里最亲密的玩伴。那
时的你推着铁环在风里飞奔，拽着风筝在
风里欢呼；那时的狗尾草在风的怀里打
滚，蟋蟀在阳台上迎风歌唱。少年如风，
风如少年。你们手挽着手一起走过小河
浅滩，一起走过阡陌田埂，一起在田野上
摘野菜、捉泥鳅、互相追逐，或者灌老鼠
洞。那时父亲刚刚病逝，母亲也借故离开
了，只有风不离不弃陪伴在你身旁，给你
安慰，为你擦干泪痕。有风相伴的那些日
子，你暂时忘记了孤独，忘记了苦难。

对于风你是十分佩服的，风是那么
力大无穷，它可以撼动大树；风又是那
么体态轻盈，即使在瓦面上走过了无痕
迹，扬不起一丝尘埃。风简直是无所不
能的。你对风甚至有些依赖。那天傍
晚你在屋后晒场上放风筝，不料风筝挣
断线后脱缰飘走。你急了，望着天上断
线的风筝直追而去，走过山岗，走过河
流，走过树林，走啊走，忘记走了多久、
走了多远，当你停下来时发现自己身在
一个陌生的地方，迷路了。天也渐渐暗

下来，望着四周黑幽幽的山林，你是那
么害怕、绝望无助。你大声叫喊，可回
应你的只有风吹过树林的沙沙声。

你强力让自己镇静下来，顺着风吹
的方向往前走，风往哪里吹你就往哪里
走，一直走，一刻也不敢停下来……当
你跌跌撞撞回到村子时，已是午夜时分
了。村子里火把闪动、人声嘈杂，他们正
在寻找你。当你的弱小疲惫的身影出现
在村头时，正在屋角哭喊的无助的奶奶
一把抱住你：“傻伢，你去哪了，你去哪了
……”大家都在小声议论：“这孩子命真
硬，走那么远还能自己回来。”只有你明
白，那是风将你捎回来的。自此，你认定
风是你一生的方向和依靠。

平日里，风在村子里四处游荡，从
这条巷道到那条巷道，从村头到村尾，
这家瞅瞅那家瞧瞧。风熟悉村子每一
个角落。风也熟悉村子每一个人的脾
性，村前的张大爷就好喝两口，隔壁的
李叔编竹笸箩手艺高超无人能比，还有
大宝新娶的媳妇肚子大了，三婶的女儿
今年考上了大学，等等，这些风都知道，
并且在村子及时传递，只一上午工夫村
子里所有人都知道了。村子里的人都
喜欢风，都离不开风。

村子怎能离开风呢？春天里需要
风来播雨帮助种子发芽，夏天里需要风
来帮助稻子扬花，秋天里需要风吹黄庄

稼，就是冬天里也需要风来赶走灰霾。
与风相处久了，你也熟悉风的秉性和

爱好。你知道了乡下的风的很多秘密，比
如风是有颜色的，有时是满眼绿色，有时
是漫天金黄；比如风是有声音的，有时是
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有时是惠风和畅丽日
晴天；比如风是有味道的，风会把晾晒在
屋檐下的腊肉的醇香吹遍村子每个角落，
让路过的人频频回头留恋地张望。

在村庄里你常常与风结伴而行，在
风里学会了独立、学会了思考。那个风
一样的少年渐渐长大，窥探着外面的世
界。离开村子时候，你与风依依惜别，
风一直把你送出村子很远，很远。

城里也有风，但透过柏油路的风常
常夹杂着大量汽车的尾气和喧嚣，常常
让你透不过气来。

再回去的时候已是深秋了。得到消
息的风已早早在村口迎接了，风没有问你
离开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音讯、没有问你
在外面的日子过得怎么样。而你内心却
泛起了一丝羞涩，久不回乡成了客啊。风
没有注意到你的窘态，风依旧热情如故，
像当年一样与你热情拥抱，甚至亲了亲你
的脸庞。然后牵着你的衣袖，为你细心吹
开落在路面的枯叶，牵引着你一路向前，
走过巷道，转过屋角，推开了虚掩的门，走
进院子，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屋传出来：“谁
啊？”一时，你的眼泪汹涌而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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