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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没人想到， 国产剧的一次惊艳

之笔，是一群 00 后小朋友演绎的《红楼

梦》。 这部经典巨著，经 87 版电视剧演

绎后，已成一代人心中的神作，之后几次

翻拍，皆好评寥寥。

然而，小戏骨版《红楼梦刘姥姥进

大观园》播出后不久，手机视频客户端

点击量过亿，剧中梨花带雨的黛玉、温润

练达的宝钗、 泼辣飞扬的王熙凤……精

致的扮装，眼波流转。 有人说，看着看着

忘记是小孩子演的了， 还有人因此翻出

《红楼梦》重温。 网络上，该剧评分高达

9.3 分，凭借对经典作品的神还原，虏获

了大批粉丝。

近日，记者对话总导演潘礼平。交谈

中， 潘礼平对这些涌向孩子们的名气颇

为警惕，“年少成名不一定有益，希望他

们有平常心，还是那份赤子之心。 ”

给同龄人正确导向

记者：你曾公开表示，不会翻拍《红

楼梦》？

潘礼平：我是说过这话，总体来讲，

感觉《红楼梦》基调还是有些消极，黛玉

葬花也好，后面红楼一梦也好，萧瑟。 还

有情爱的戏，不是很合适（儿童）。

但团队同事们很想拍，他们找的角

度是刘姥姥进大观园这条线， 我看了剧

本觉得挺好的。它很有现实教育意义，一

个是要看得见有穷人， 红楼的小姐公子

们有闲情逸致，煮螃蟹、对对联，生活无

忧。现实生活中条件好的人越来越多，有

些人是看不见有穷人的、 或者看见了熟

视无睹，这样就很危险。

第二是看得起穷人，《红楼梦》里

有对刘姥姥好的，

到最后落魄时反

而得到了穷人的

帮助。 选这个角

度， 对儿童有意

义。

记者：所以在

拍这部戏时，儿童

的接受程度是你

考虑的一个重要

因素？

潘礼平： 对，

我讲小戏骨是必

须要 “讲政治”

的，意思是里面演

员是小孩，受众里也会有很多是小孩。这

不像成人版的《红楼梦》，小孩的受众占

比不大。让小孩子来演，他的同龄人就会

比较感兴趣， 那么你必须考虑到小孩的

接受程度，要给他们正确的导向。

“他们内心也有大人的一面”

记者：小演员们需要通读一遍《红

楼梦》吗？

潘礼平：没有，他们要把《红楼梦》

好好读一遍，那肯定要几年的时间，而且

也读不懂。 《红楼梦》文学水平很高，但

它也接地气，讲生活里的故事，里面的人

际关系、生活场景、人物故事，我们导演

组很详细地把需要拍的部分拆分、拆碎，

讲到小孩们都能听懂、能理解。多个执行

导演， 分头去给不同角色的孩子开小灶

讲戏。

记者：刘姥姥进大观园后，王熙凤和

刘姥姥之间有一场经典的对戏， 演戏的

小孩大都 10 岁左右，他们会理解这其中

人情世故的微妙关系吗？

潘礼平：能理解。 现在的小孩，说句

实话，我们懂的，这个年龄的孩子也懂。

和他们讲剧情、讲人际关系，他们其实都

理解。外界以为他们比较幼稚，那只是你

看到的表面。 服化道（服饰、化妆和道

具）一做，他样子变成了大人，我武断一

点儿说，他们内心也有大人的一面。另一

方面不可否认，有些小孩很大程度上，是

有天分的，没法儿解释，有些东西教是教

不出来的。

年少成名不一定有益

记者：有人质疑，小戏骨版《红楼

梦》是一种以儿童成熟化表演为噱头的

娱乐形式，你怎么看？

潘礼平：说是噱头也好，不是也好，

做小戏骨就是为大家打开另一扇窗户，

带来另一种欣赏性的美感。 至于说它是

成熟化也好，怎么也罢，都是在玩概念。

它带给大家到底是什么心理感受， 观众

最清楚。

记者： 你之前拍小戏骨版 《白蛇

传》、《刘三姐》到现在《红楼梦》，让儿

童演一些成人角色，对小演员来说，是一

种刻意拔苗助长吗？

潘礼平：是个争议。 但我觉得，这不

是说让儿童去做成人的事，他是在演戏，

在搞一种艺术形式， 对他而言是努力专

业的表演。

另外，这些戏都是优秀经典，里面的

人物，里面的故事，对儿童的影响都是正

面的。 他们通过演戏，心智更成熟、意志

更坚强了。里面当然也会有反面角色，但

他也知道，这是个坏人，心里面去批判不

好的做法。

记者： 你认为小戏骨团队是在打造

童星吗？

潘礼平：我们不是打造童星，实际上

是打击童星。 我知道最近大家都很喜欢

他们，微博网络上是称赞，还有了粉丝，

都在捧。 小孩子，肯定飘飘然。 越是这种

时候，越要给他们一些教育。昨天我还在

小演员的群里写了一段话， 让他们不要

忘了做小戏骨的目的是干什么。

我和他们讲， 你们长大以后有的不

一定走演艺道路，可以当科学家什么的，

做什么都好， 但要有价值。 走演戏这条

路，也不要停留在当明星上，而是从小戏

骨变成大戏骨、老戏骨。

热闹了，诱惑多了，心就乱了。 年少

成名不一定对他们以后有益。 要做有价

值的事，有价值的人，不要去搞什么追名

逐利的东西。如果确实爱表演，那就在表

演方面用心，哪怕只有一个动作、一个表

情，别人都不会遗忘。

据《新京报》

00后版《红楼梦》圈粉，导演潘礼平受访

推小戏骨不是造童星

日前， 以 “非遗再生： 保守与开放” 为主题的

2017�苗疆“七姊妹” 系列活动，在“黔视界 · 2017�

非遗文化艺术周 ”亮相。

被称为苗绣保护的苗疆“七姊妹” ，除了向秀平

来自湖南湘西外，其余全是贵州人：安红、欧阳珍珍、

雷艳、王小梅、蔡群和张晓慧，以及特邀姊妹曾丽、王

燕达、吴小花。 她们的河湾苗学研究院、苗疆故事民族

服饰博物馆、苗妹非遗博物馆等，享誉国内外。

近年来，苗绣在市场审美的推动下，再次焕发出

艺术的魅力，市场价格也水涨船高，但不容忽视的是，

过度的商业开发，也让苗绣面临粗制滥造的冲击。 此

次，苗疆“七姊妹” 探讨在新一轮的商业大潮中，作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苗绣，在保守与开放之间如何

平衡。

本报记者 杜立

苗疆“七姊妹”

亮相“黔视界”

《超凡魔术师》将于本周五晚 22：00 在江苏卫视

首播，眼花缭乱的神奇魔术即将魔幻登场，首期节目

将迎来范冰冰、陈智玲、魏坤琳、曾舜晞、惠若琪五位

“魔唤师” 。 近日，范冰冰聊及《超凡魔术师》时表示：

“如果有魔术师愿意教我，我很愿意学习。 ”

魔术的高难度性和高操作性让它看似神秘得难

以接近，但在《超凡魔术师》中，近距离的互动让魔术

所有的神秘都近在眼前， 而最让范冰冰印象深刻的

是，前几天刚刚完成录制的“时空穿越” 主题。 她表

示，每一个选手都把“时空穿越” 的主题融进了他们

的魔术小故事里，有情节有情感，这让魔术充满了温

度和感情，他们的魔术表演十分值得一看。

作为“魔唤师” 中的范冰冰，自称为“魔术傻白

甜” ,在整个录制过程中颇为“忙碌” ，不仅针对魔术

表演一直积极发言提问，同时还会要求场内观众在魔

术师表演时保持安静来保证魔术师能够平稳发挥，非

常贴心。 本报记者 胡亚妮

《超凡魔术师》

本周五首播

相关链接

心理哲学《自性论》作者创建

的“刘清秀文化珠宝” 品牌，现已

升级形象，并开展大规模电商实体

店直销活动，万件钻石、翡翠超值

钜献： 原价 1000元， 电商价 333

元；原价 2000 元，电商价 666 元，

以此类推。 高端翡翠价格面议。

感激于消费者的万千虔诚，

“刘清秀” 珠宝正价钻石 8 折、正

价翡翠 6 折， 凭本报进店买满

3333 送 333、 满 6666 送 666，以

此类推！

地址：贵阳市区大十字智诚百货大

楼一楼

电话： 18108516201

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世纪金源购

物 中 心 C 座 一 楼 、

沃美影城门口(重装升级中敬请期待)

电话： 18108516301

地址： 贵阳市云岩区大营坡转盘、

贵开路口、银佳菜市场入口

电话： 0851-86765797

自“刘清秀珠宝” 大营坡旗舰店

开业以来，笔者深深的被店中焕发的

文化气息所吸引。 店堂紫红的主色

调，配置明黄色的透光字和紫蓝色的

点缀，那种高贵与典雅所蕴涵的妩媚

和潮气在诉说着永恒的诚信和正义。

也许仅从其装潢艺术即能考量

这个哲学家珠宝品牌的文化主旨，而

文化是长远的、道德的，因此颇具一

种责任担当的情感性。 刘清秀先生历

经三十年实践研究完成了 《自性

论———事物之终极本质与人之终极价

值的寻求》， 这部 48 万字的学术专

著，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全国发行。

而由他创建的“刘清秀文化珠宝” 品

牌，每件翡翠的水、种、色，每颗钻石的

颜色、净度、切工，都经过他本人的精

心甄别和仔细鉴赏， 而赋予了深刻的

文化内涵和无量的理念价值。

正是这样彻底的责任感知，让众

多消费者叹服动容！那精湛的工艺、诚

恳的服务，与刘先生艰辛著述《自性

论》一样严谨认真、精益求精。 因此刘

清秀先生的珠宝事业与学术研究，这

样的比翼双飞简直就是人生使命与社

会义务的无间契合。 我们不说哲学家

“刘清秀文化珠宝” 如何物美价廉，也

不说其心理哲学专著《自性论》如何

赢得关注， 能将责任和义务高度交融

于其品牌商品的创造和运作当中，也

是其文化意识能够独领风骚于珠宝市

场的一种原因。

刘清秀先生三十年千辛万苦著

述《自性论》，其学术价值已奉献于社

会甚至未来。 因此在当今的网络电商

时代，“刘清秀文化珠宝” 更具信任度

的优势。 其也行将开放网站和公众号

销售， 高中或中专毕业者即可报名面

试加入工作， 电子商务或网络优化推

广人才更可面谈交流。 文 /晓舟

哲学家刘清秀文化珠宝大营坡旗舰店盛情开业

《红楼梦刘姥姥进大观园》剧照

苗疆“七姊妹”合影

范冰冰与魔术师叶望风亲密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