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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表情包钥
对网上的东西不在行
日常生活中袁张学友也会看电

视追剧袁比如叶延禧攻略曳他看过好
几次袁野大家追的我都会追遥 冶至于
网络上的流行用语和表情包袁他则
表示自己在网络方面比较弱一些袁
野所以我去内地生活的话会很不知
所措袁可能连街都不敢出去袁像不
带钱买东西袁 我就没有办法做到遥
所以这方面香港比较落后袁但给我
的安全感也会比较高一点遥 冶而提
到如何在忙碌的日常中让自己野充
电冶袁 张学友说是 野分清楚自己冶
要要要野不要一天到晚都像在舞台上
那样顶着光辉袁接受万人呐喊遥 因
为那时情绪是紧绷的袁很难放松去
充电遥下台之后我就是家里的张学
友袁就是妈妈身边的张学友袁从一
个皮孩子变回一个乖孩子遥 冶

2016 年 10
月袁 张学友的
野学友窑经典冶
世界巡回演唱
会 从 北 京 起
跑袁 至今已举
办了 191 场 遥
近日袁 他在香
港 举 办 记 者
会袁 宣布这场
巡演将于 2019
年 1月在香港
红磡体育馆举
行 野再见篇冶袁
以连开 15 场
的形式为这场
全球之旅画下
完美句点 袁门
票自 10 月 12
日 起 公 开 发
售遥

在记者会
之 后 的 访 问
中袁 张学友分
享起当下在舞
台上的表演状
态袁野我觉得现
在比 7年前的
状态还要好冶遥
当被问及最近
频 上 热 搜 的
野逃犯克星冶等
话题袁 他也一
一 作 出 了 回
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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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经常遗忘的时
候袁叶二十二曳选择了记得袁10
月 8日袁纪录片叶二十二曳官
方微博发布捐款说明袁 影片
资助人张歆艺尧 导演郭柯以
及出品方尧摄制单位袁决定共
同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
基 金 会 捐 资 10086003.95
元袁用于设立野慰安妇研究与
援助冶专项基金遥

去年 8 月袁叶二十二曳从
上映首日的 1%排片跃升为
次日的 4.9%袁票房数字由片
方预计的 10万元袁最终定格
于亿元以上袁 成为中国纪录
电影票房冠军遥 促使该片实
现几乎不可能达到的成绩的
原因袁在于导演郭柯的坚持尧
资助人张歆艺的帮助尧 诸多
明星的转发呼吁袁 也在于观
众对该片的关注袁 这一切因
素叠加在一起袁 使得 叶二十
二曳达成了野记录历史尧留下
证据尧唤醒记忆尧传递善意冶
的愿望袁 它所承载的历史价
值与社会价值袁 使得它拥有
了沉甸甸的分量遥

在叶二十二曳公映期间袁
导演郭柯以及片方就曾表
示袁要将票房收益捐赠出来袁
现在他们践行了承诺袁 郭柯
更是将自己的 400万个人收
益全部捐出遥 这一举动打动
了很多人袁 这份感动不仅源
自他们的言出必行袁 更是源
于看到了他们做事的务实与
认真态度遥

从 2014 年影片的拍摄
到公映袁再到现在捐赠票房袁
这漫长的几年里袁叶二十二曳
相关人士对影片创作的真诚袁 在制作与发
行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信念袁 以及每个环节
中所显示的严谨精神袁 都能够赢得人们的
尊重遥比如在片尾将 32099位支持这部影片
的捐款人名单全部打出袁 就是最好的例证
之一遥

叶二十二曳的拍摄手法是平静的袁只在
片尾的时候才出现音乐遥 在宣发阶段袁主创
也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克制态度袁 强调影片
不会贩卖苦难与泪水遥 拒绝煽情袁使得更多
观众能够体会到创作者的用意遥

包括这次捐款说明内容的书写袁 没有
出现任何一个与煽情有关的词遥 整份说明
用非常简洁的文字袁介绍了资金来源尧捐款
方尧受赠方袁以及精确到小数点的捐款额遥
在捐款总数字下袁 又细分列出了不同的捐
款者袁哪怕任何一位网友的捐款袁在这份说
明中都有体现遥 这样的做法袁秉承了公益捐
赠最为珍贵的透明原则袁令人信服遥

捐赠票房袁并不会为影片叶二十二曳画
上一个句号袁 这部电影给从业者与公益事
业袁都留下了良好的示例遥 在创作与发行层
面上袁叶二十二曳与观众的互动袁使得它不再
是一部单纯的电影作品遥 众多人的亲身参
与袁众多观众的全程关注袁为影片灌注了更
多的公共性袁通过叶二十二曳袁可以清楚地观
察到电影内容中人性与情感在现实社会的
发展与蔓延袁也可以敏感地感受到袁当下的
人与历史痛点仍然具有粘连遥 商业环境下
电影的生产与消费机制袁 让绝大多数影片
的公共性出现匮乏甚至彻底消失袁但叶二十
二曳可以证明袁观众是愿意与影片站在一起
去体验并思考的遥

而在公益层面袁叶二十二曳 最值得被记
住的地方是主动与自觉遥 一些被曝光的公
益项目袁在募捐时是堂而皇之的袁在公布时
是遮遮掩掩的袁在被监督时是气急败坏的袁
缺乏主动与自觉袁 导致公益项目被公众普
遍质疑遥 作为一场由电影人主导的公益捐
赠袁叶二十二曳为如何做公益袁提供了一个好
榜样遥 韩浩月

巡演辛苦钥
我比七年前状态好
在过去两年里袁张学友几乎每周都要举办

一场大型演唱会袁飞来飞去尧登台表演是他的
生活常态遥不过袁虽然日程繁忙袁但张学友坦言
自己并未感觉十分辛苦袁野可能前十几场不太
熟悉袁会紧张尧用力过度袁就比较累袁但是因为
一直有练习袁所以体力逐渐适应了遥冶张学友感
叹袁巡演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袁野这是我目前
为止记忆最深刻的一轮袁我投放了很多精力在
里面遥 通过这次巡演袁我也探索到了很多关于
表演的方法袁这是我二十年前无法做到的遥 以
前我会想袁过了四五十岁可能渊状态冤就会往下
走袁但现在我觉得自己比七年前状态好了遥 我
已经接近花甲之年了袁但我不想停下来袁还要
继续往前走下去遥 冶

逃犯克星钥
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
据统计袁自今年 4月第一起逃犯在张学友演唱

会上被抓事件至今袁已经累计有数十名逃犯在演唱
会期间落网袁张学友也因此被网友誉以野逃犯克星冶
之名遥 当提起野歌神冶变野捕神冶时袁野我听到的第一反
应是院为什么呢钥 我后来查证了一下袁其实是我们国
家真的太先进了袁大数据也好尧技术也好袁都是很先
进的遥 所以无论你是在我演唱会也好袁去便利店买
东西也好袁还是去做一些不被抓的事比较好袁因为
现在被抓的几率蛮高的遥 希望大家去做该做的事
情遥 冶张学友还称任何人都可以看演唱会袁但每个人
都要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任遥

不上综艺钥
不是清高是野胆小冶
如今音乐类综艺节目风头依

旧不减袁许多歌坛大咖纷纷出马变
身野导师冶袁但张学友却一直没在此
类节目中现身遥 他称袁其实自己也
很喜欢看综艺节目袁但因为是比赛
出身袁 很怕会错过一些好的选手袁
野我没有这个把握遥 在家里看电视
很容易评判袁但是如果在那边教给
人家怎样唱袁给他们意见袁我都不
确定是否有这个能力遥 与其说我清
高袁不如说我没有胆子去做这个东
西遥 冶而提及以后的计划袁张学友表
示袁自己仍然希望做出一些不一样
的舞台表演遥

欠表演奖钥
放电影上的精力不如舞台
有人说袁相较于歌坛的野四大天王冶地位袁金像奖等表演奖项

还欠他一个肯定遥听闻此言袁张学友表示院野谢谢大家遥因为他们喜
欢听我唱歌袁也希望我在其他领域可以得到一定的认同遥 我如果
放同等的力量在电影上面袁我觉得我应该是有机会的遥 但我放在
电影上的时间尧精力只占舞台表演的一半或者更少遥 有一句话是
对的袁时间放在哪里是会被看到的遥 我完全不嫉妒袁完全没有觉得
不公平遥 我真的很喜欢在舞台上唱歌袁能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再专
一点袁做得更好一点袁我自己觉得足够了遥 没有觉得遗憾袁要有一
颗感恩的心遥 冶

阴杨畅

宣布全球巡演 2019年 1月香港收官袁回应野逃犯克星冶野不上综艺冶野被当表
情包冶等热搜话题

歌神变“捕神”
张学友劝大家别做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