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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唱民歌，最愛《銀色月光下》

蔡琴以一曲《在那遙遠的地方》開場，然後
又一口氣演唱了《敖包相會》、《康定情歌》、《走
西口》、《銀色月光下》等民謠民歌。身兼本次演
唱會藝術總監的蔡琴表示，這次自己是特意添
加了之前沒有在演唱會中唱過的民歌，“民歌
會讓人永遠記得，也是中國重要的、永遠的文
化名片”。

口才了得的她還回顧了自己與民歌的淵
源：“當年我還沒出道時，參加了一場歌唱比
賽，獎品是一把吉他，而我就是衝著這把吉他
去的。我選唱的是自己最喜歡的一首民歌，結
果評委只讓我唱了4句，就把我請了下台。現
在，30年過去了，你們要聽我唱這首歌，還得花
錢買票呢——這首歌就是《銀色月光下》。”

自黑外貌，回憶看好張宇走紅

蔡琴不僅能唱，也很能說。她在台上揮灑
自如，頻頻爆出金句，一些圈中舊事也是信手
拈來，整晚絕無冷場。

比如她對自己的樣貌連連調侃，自黑之余
又信心十足：“山頂的朋友，你們雖然距離我很
遠，但是，你們這樣看我是最好看的，因爲我最
適合遠看（全場大笑）。不過呢，我是那種越看
越好看的，而且真人比上鏡好看一百倍。”

她還說到與張宇的一段往事：“那時他還
沒紅，我和他在後台一起等著准備演出，我看
到他很緊張，不停地在彈鋼琴練習一首曲子。
我問：‘這首歌很好聽啊，是什麽歌？‘他說：‘蔡
姐，這是我自己寫的。’我又說：‘你別那麽緊
張。’他說：‘你不知道，蔡姐，這首歌我還從來
沒公開唱過，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喜歡。’很榮
幸，我做了這首歌的第一位聽衆，我告訴他，放
心，這首歌一定會紅，你也一定會紅。這首歌就
是《用心良苦》。”

對于自己的名曲《恰似你的溫柔》，蔡琴是
這麽說的：“這首歌我已經唱了八萬五千多次
了。真正的力量不是力氣大、聲音大，而是溫
柔。”而在演唱《被遺忘的時候》時，蔡琴不忘強
調：“你們要記得，這首歌從來就不叫《無間道》
（該曲是電影《無間道》的插曲）。”

樂觀的性格是被困苦的環境磨出來的
這位年近花甲的女子擁有著自己獨特的

舞台魅力，喜歡講脫口秀，也喜歡拿自己的身
材去調侃歌迷們。但這位“女人味十足”的天後
級歌手，自己卻完全不這麽認爲，“我一點不覺
得我有女人味，相反我的性格很男孩子。”

蔡琴的一生特別是感情生活更是坎坷。去
年蔡琴在廣州演唱會上演唱與前夫相關的《點
亮霓虹燈》時落淚。蔡琴透露，“離婚讓我難過、
脆弱，但是這些都會過去。我還有好多好多夢
想，年紀越來越大，但我的心還向天上看著，我
相信夢想都會實現的。這首歌唱得我熱淚盈
眶，因爲唱得不只是一首歌，而是我的人生，我
被歌詞感動，很幸運在紅塵中有你們這些知己
相伴。”

現在的蔡琴不僅可以在上萬歌迷面前演
唱與前夫楊德昌相關的音樂作品，也可以面對
媒體，過離婚後的日子。“我離婚20年了，當我
現在擁有了自己的事業，才發現不做別人的太
太是有多棒！我自己是一個女王，我不需要國
王，需要的是騎士，專門來保護女王的騎士。而
我前夫是國王，他需要皇後，不需要女王。”

曾經面對失敗婚姻一蹶不振，到能夠樂觀
地面對一切，“樂觀的性格是被困苦的環境磨
出來的。環境裏面的困難，就是因爲有很多你

不會的，我會像學生一樣去學習，如果會了，就
不覺得是困難了，越磨越樂觀。”

要做女王“情願失去女人的正常
生活”

當年與蔡琴爭鋒的同輩歌手，現在卻幾乎
全部消失在舞台之上。談到自己多年來的堅
持，蔡琴歸功于自己“太愛唱歌”。蔡琴幾乎是
全年無休超負荷運轉，有時甚至同時進行兩三
個巡演。講到工作強度，蔡琴又提起了自己的

“女王”論，“這就像帶一個軍隊一樣，我的這個
團隊我就是統帥、女王，我要做事業，我們把它
做成很專業的事情。但這不是說我天生就想當
女王。這個世界有很多女王型的女人，都不是
她們刻意的，她要求工作必須專業才會變成這
個樣子。”

如此高負荷的工作量，蔡琴無疑失去了很
多屬于自己的時間與生活，而真的成爲了“大
家的蔡琴”。對此蔡琴卻甘之如饴，“如果我不
小心失去了一個女人正常的生活，變成一個女
將軍的樣子，那我情願失去一些，因爲我更願
意讓人家看到我在台上的表演，專業的表演。
我要讓觀衆看到專業的演出。”

要做女王
會失去正常生活

蔡琴

“我算是有喜劇天分的演員”
記者：徐峥找你演戲，你是不看

劇本就答應的，還是會猶豫一下?
趙薇： 猶豫了挺長時間，到快

開機之前才說好吧，那來試一試。因
爲我在裏面的戲份也不是非常多，
應該說是功能性的一個角色。但是
我個人非常想跟徐峥合作的，想當
初他還是票房最高的導演，開玩笑。
而且徐峥的喜劇一直挺有自己的風
格，我在喜劇方面也沒有放棄想嘗
試的想法，所以我覺得一起拍一個
喜劇，既開心也能夠嘗試一下喜劇。

記者：你想演喜劇，但是看了
《親愛的》之後，很多人對你演喜劇
那一部分的認同感好像沒那麽強
了，覺得你演正劇更好。

趙薇：對，演了一部苦情的戲，
大家覺得你還是去哭吧。我確實很
高興能夠這兩種方向都可以去嘗
試。有陳可辛導演這樣的，覺得我可
以演這麽苦情的東西，但是也有徐
峥這樣，認爲你就可以這麽搞笑。所
以作爲演員自身來說，我是非常高
興有雙向的被認可的可能性的。

記者：有人說喜劇要比正劇要
難演，你有這種感受嗎?

趙薇： 喜劇難演在于兩點，一
點是真正的喜劇劇本不好做。第二
好演員很多，但是有喜劇天分和細
胞的絕不是100%的概率。有一些演
員正劇演得特別好，但他(她)就是

沒有喜劇天分，喜劇真的就是存
在于一小部分演員身上。因爲正
劇比較多，所以很多演員可能有
喜劇天分，但也沒有那麽多途徑
去開發，所以喜劇演員相對來說
量是比較少的。但如果觀衆特別
愛看喜劇，不斷的大家都瘋狂拍
喜劇，我相信湧現10個、20個好
的喜劇演員一點不是什麽事。

記者：你覺得你算是比較有
喜劇天分的演員嗎?

趙薇： 我算是有，但是如果
要全面地展示出來，那還是需要
一個很好的載體的。就像《港
囧》，對于徐峥就是一個很好的
載體，能夠把他作爲演員方方面
面的素質和才能都展示給觀衆。
他又要表現對妻子的一個樣子，
對夢中情人又是一個樣子，對包
貝爾演的煩人的小舅子又是一
個態度，對這一家人又是一個態
度，所以這個角色是比較有可看
性的。

“演員要求多是很讓人討
厭的事”

記者：你當了導演之後，再跟陳
可辛、徐峥、杜琪峰，包括美國的導
演合作，眼光會不會跟以前不一樣?

趙薇：我是比較尊重分工的一
個人，做導演很多事情就必須我要
去解決的。但是做演員，我一般決不
會在現場提超出範疇的，因爲那是
別人創作的東西。剛做完導演，跟別
的導演合作，人家說你會不會只導
了一部戲了以後挺難合作的，要求
特別多，覺得自己懂了很多?我畢竟
演了這麽久的戲，如果那樣是很讓
人討厭的一件事情。我本身就是一
個演員出身，那我再回到演員，我還
是依然做好本職的工作就可以了。

記者：我的意思是說，你再跟其
他導演合作，有沒有從他們身上學
到一些以前可能看不到的東西?

趙薇： 多多少少有一些，但是
這個東西不是可以學得到的。每個
導演都有別人不具備的特點，以至
于他們能拍出風格不同的電影。徐
峥導演有他自己特別擅長的東西，
比如他在做劇本，在前期構思的時
候，非常的缜密，想的很多，會計算
觀衆在觀影時候的心理感受。他是
有這個天分的人，你想學也不一定
學得了。杜琪峰導演我也覺得特別
好，他的鏡頭語言豐富至極，想法也
層出不窮。所以說，最終都是沒有脫
離你在做這個行業——電影。只要
你在做電影，多少都會有一些幫助

的，具體的我也說不上來。
記者：做完導演，再回來演戲，

你覺得這兩個職業哪個更操勞?
趙薇： 任何工作你想做得好，

就沒有不累的。所以不存在哪個更
輕松，只要想做得好都是個苦差事。
我太苦了。我後面籌備我下一部導
的電影了，我也更忙了。

記者：又要導戲了，在接戲上會
不會有減少?

趙薇： 我肯定接不了戲了，你
要累死我?我終于可以暫時不演戲
了。我去年一年接了很多戲，是源于
我前兩年沒有當演員，對表演産生
了失戀的感覺，或者是饑渴感，所以
一下子接猛了，證明我這種性格還
是比較莽撞的，要不旱死，要不餓
死，要不撐死。一下子接這麽多，現
在給我拍吐了快，所以我就暫時不
演戲了這一兩年。

“我不會用世俗的標簽定義
成功”

記者：除了演員、導演，大家現
在對你的身份認定還有“成功女
性”，你接受這種成功的價值觀嗎?

趙薇： 還好吧。我拍的第一部
電影叫《致青春》，就是一部反成功
學的電影。我不是特別贊成時下成
功的標准，或者成功的所謂模式。我
覺得成功就跟中國電影一樣，應該
給人有很多種選擇，你不能告訴別
人只有一種選擇才叫成功，你沒有
做到那個標准就是個失敗者。

《致青春》我拍的就是反成功
學，我對我自己的看法也是這樣。不
管別人怎麽定義我，我會問我自己
快不快樂?高不高興?或者是平不平
靜?一旦我這些東西失去了，我就認
爲我是個失敗者。所以我不會用一
些世俗的標簽，就真的能得到快樂。
覺得我是成功的。

記者：你以前說過，你比較有好
勝心，有些事情沒有得到大家認可
就會做給大家看。現在就按這個標
准來看，各個方面都做得不錯……

趙薇：我不覺得一件事情做好
了，以後大家都覺得你永遠會做好。
生命不熄鬥爭不止，只要你還在不
停地做事，肯定會有做的失敗的案
例，和所謂不成功的事情，這是肯
定，以後也還是會要發生的。人生如
果這麽快就恒定了話，那也就接近
死亡了我覺得。

記者：下一個階段是有一個比
較明確的目標，還是說走著看?

趙薇： 我現在還沒有想好。現
在事有點多。

我是成功的我是成功的
不是世俗的不是世俗的

趙薇

趙薇因導《致青春》，兩年沒當演員，對表演甚是饑渴，

所以之後猛接了《親愛的》、《虎媽貓爸》、《橫衝直撞好萊

塢》、《港囧》、《三人行》多部戲，快要給她拍吐了。再往後，她

計劃一兩年不接戲，籌拍第二部導演作。據此前消息，這是

一部公路懸疑電影，老搭檔李樯編劇，女一號在談國內某皇

級前輩女演員，袁泉已被定下女二號，演矯情文藝女，“薇女

郎”楊子珊也會出演，但戲份不多。

趙薇在徐峥的《港囧》裏，她演了一個內衣制造商的女

兒，俗氣又可愛，被學美術出身的徐峥入贅。但徐峥卻一直

惦記著他曾經的初戀，杜鵑飾演的文藝女神。人到中年，一

個偷偷摸摸找初戀，一個勾搭上了老外。而他們各自本來可

以不爲人知的私生活，被傻白小舅子包貝爾攪地一地雞毛。

趙薇知道，她的這個角色只是一個功能性的人物，戲份不

多。但猶豫過後還是決定出演，因爲徐峥，因爲是喜劇。自認

有喜劇天分的她，想在這個領域走得更遠。

除了是名演員、名導演，這兩年外界還給了趙薇一個新

定義——成功女性，因爲時不時冒出她跟商界大佬馬雲合

作了，炒股賺了多少億、賠了多少億，不少諸如此類的報道。

趙薇說，這些世俗的定義並不是自己認同的，其實《致青春》

拍的就是反成功學。在她看來，成不成功，跟是不是快樂，是

不是平靜有關。如果按這個標准，她認爲自己是成功的。

“琴暖羊城”2015蔡琴金曲演唱會近日在廣州體育館舉行。雖然
這已是蔡琴的第7次廣州個唱，但當晚依舊全場爆滿，足見“絲絨歌
後”的超高人氣。與往年相比，蔡琴這次除了演唱自己的經典之作，還
獻唱了不少經典民歌。出道已超過30年的她還頻頻與觀衆互動，不
僅自爆往事，還分享了自己多年來的人生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