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两年，明星陈坤逐渐
将工作重心从拍戏转移到工
作室的主打活动项目“行走的
力量”，今年是“行走的力量”
第六个年头，陈坤把行走的路
线放在了川藏。

这次，陈坤带领20名志
愿者围绕雅拉雪山行走了8
天，平均海拔4200米。手机没
有信号，行走途中志愿者彼
此间不能讲话，一走就是6个
小时，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
个枯燥单调的行为，志愿者
能否适应？陈坤发起“行走的
力量”的初衷是什么，是什么
原因让他坚持这么多年？志
愿者有什么收获？成都商报
记者连日来直击本次行走过
程，并对陈坤进行深度专访，
为您揭秘幕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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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徒步6小时
手机没有信号 彼此不能讲话

17 日是行走大部队正式行走
的第一天，从C1营地出发至C2营
地，徒步6小时，平均海拔4300米。
因为是行走的第一天，爬坡比较多，
很多人的身体产生了不适。除了手
机没有信号，本次行走的全体队员
要遵守一个规则：止语，也就是彼此
之间不能讲话，一直走到终点。为什
么要止语呢？陈坤这样向成都商报
记者解释：“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
每天都在急着和外界沟通，却唯独
忘了跟自己对话。”

人迹罕至的地方，景色很美，没
有信号与外界交流，开始行走时，
100多人的行走队伍浩浩荡荡朝目
标挺进。

来自四川的快男白举纲曾参加
了2015年的行走。他说自己刚开始
行走的时候，是一种打了鸡血的状
态，总想走在队伍的前面，杂念很
多，在几天的止语行走后，在外界环
境的带动下，他慢慢地开始静下来，
只注意自己的呼吸和心跳。这个时
候，他能听到很远的鸟的声音，水的
声音，同时心里的问题也好，思考也
好，全部开始变得澄澈起来。

18日是正式行走的第2天，前方
大部队从C2营地出发至C3营地，
徒步 6 小时，平均海拔 4200 米。但
是，遇见的困难也不小，途中遇河，
暴雨持续近两个小时。暴雨来临时，
陈坤有点紧张，他一边招呼大家跟
紧队伍，然后指挥大家搭桥过河，陈
坤脱掉鞋子在冰冷的河水中扶着志
愿者过河，令人动容。

在为期8天7夜的行走中，行走
大部队行走在平均海拔4200米，最
高海拔4750米的特殊环境中。每日
平均徒步5-6小时，这对不少人来
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所幸大部分
人坚持到了最后。

2名志愿者来自成都
家人曾劝她们放弃行走

据陈坤方面向成都商报记者透
露，今年76万余人参与报名行走的
力量，最后选出了20名志愿者。20
名志愿者中，有两名来自成都的志
愿者都是女孩。小申今年 19 岁，四
川大学大二学生，行走途中，小申会

弯腰捡路边的垃圾，记者问她为什
么会这么做？小申笑着回答：“这么
漂亮的风景，有垃圾多可惜啊。”行
走快要开始的时候，她的父母特别
不放心，“他们怕我有高原反应，说
要不就算了。”小申最后说服了父
母，她也是20名志愿者中年龄最小
的一个。

丢丢是一个开朗乐观的女孩，
上高原音乐课时她坐在陈坤旁边，
不时和陈坤开玩笑。当摄像机的镜
头对准陈坤时，陈坤用手抓了抓好
几天没洗的头发，笑着说：“他们一
直吵，把我的发型都吵变了。”

陈坤几乎每天在观察志愿者的
举动，有一天一个女孩对陈坤说：

“其实吧，我觉得这些明星啊，有财
富的人啊没什么意思，我觉得他们
没什么需要的，我觉得不想要。”这
个女孩特别直接，然后陈坤问这位
女孩，“你当过明星吗？你当过老板
吗？”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
陈坤解释，说这个话呢其实每个人
都可以说，但是知道和做过是两码
事。就像我们说，心胸大了世界就小
了，心胸大了烦恼就小了。我们每个
人都知道这句话，但没一个人心大
过，没有人做到过。谈一句话每个人
都好像知道，所以我特别直接地说：
妹妹你没当过明星，没当过老板。等
你当过后你也舍不得，反正我是舍
不得的。我就特别直接地回答她，我
当明星了，但是到现在我都没放下
过名和利，我只是比以前稍微放心
了一点。其实在我们生活中说某些
话都是站在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立场
上，有些没参与的事情就不会明白。
但我希望的是通过行走的力量，我
们讨论的话题是非常直接和尖锐
的，不然的话，十天的时间我们走完
了却不去思考我会觉得很可惜。

除了行走
还把音乐互动搬到高原

除了20 名志愿者，本次100 多
人组成的行走大军中还有媒体、后
勤工作人员，引外还有西藏登山学
校的学员，他们主要负责登山知识
的讲述和志愿者的人身安全。

实验音乐人小河是本次活动的
特邀嘉宾，过去五年间，董洁、范冰
冰、桂纶镁、周迅、胡歌等多位陈坤
好友都曾以不同形式加入到“行走
的力量”当中，董洁、胡歌、白举纲等
还曾以明星志愿者的身份亲自参与
行走。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
小河也表达了自己对“行走的力量”
的感受：“‘行走的力量’不是一碗鸡
汤，它是一种让你可以化内心感悟
为力量的心灵公益。”

8 月19 日，小河带领志愿者在
湖水边的森林里为大家带来一次特
别的“回响”音乐活动。小河带领大
家录制了一张特别的唱片：唱片中
包含志愿者行走时的脚步声，呼吸
声，呼呼的山风声，溪水流淌的声
音，以及大家合唱的四首歌。等行走
结束时，小河会把这张唱片会送给
每一个参与行走的人。

北京时间 8 月 21 日上午 9 时，
有科幻界诺奖之称的 2016 年科幻
文学界的诺贝尔奖“雨果奖”在美国
公布。中国科幻女作家郝景芳凭借

《北京折叠》获得最佳中短篇小说
奖。据了解，郝景芳的中篇小说《北
京折叠》收录在《孤独深处》中。

这也是继刘慈欣《三体》（第一
部）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
事奖之后，第二位中国科幻作家获
得雨果奖，这一次中国作家闯入的
是雨果奖中篇小说领域。

郝景芳说：“对我来说，获奖并
不是完全意料之外。实际上，刚才我
还在考虑自己去‘雨果奖落选者’派
对上的样子。获奖者派对，落选者派
对，我都不知道自己更期待哪一个
呢。在《北京折叠》这部小说中，我提

出了未来的一种可能性，面对着自
动化、技术进步、失业、经济停滞等
各方面的问题。同时，我也提出了一
种解决方案，有一些黑暗，显然并非
最好的结果，但也并非最坏的：人们
没有活活饿死，年轻人没有被大批
送上战场，就像现实中经常发生的
那样。我个人不希望我的小说成真，
我真诚地希望未来会更加光明。”

郝景芳获奖的喜讯传来，正在
上海举行读者见面会的刘慈欣表示
祝贺，他称郝景芳的中篇小说《北京
折叠》很有美感。

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的专访
中，刘慈欣对郝景芳的写作赞不绝
口，他说：“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和
她之前的作品风格不太一样。我很
喜欢她的作品，比如关于火星的一

些长篇小说，都很有美感。郝景芳的
很多小说，都拥有一种其他大部分
科幻作品所没有的特质，那就是在
主流的科幻题材与科学内核上洒上
一层诗意的阳光。这为她的小说增
强了可读性与文学吸引力”

据了解，这两位雨果奖得主，有
着非同一般的“交情”。早年郝景芳
曾拿着完稿的《流浪苍穹》去寻求指
点和出版时，却没有收到任何积极
的回应。这让她非常沮丧，甚至一度
陷入了自我怀疑中。直到几个星期
后，她收到了唯一一封邮件反馈，这
封信告诉她：你创造的世界是绝无
仅有的，你的小说中有一种别的科
幻作家所没有的色彩，就像消失很
久的金色夕阳又回来了……而这封
信正是刘慈欣写给郝景芳的。

郝景芳从小就喜欢写作。让人
倍感意外的是，意外成为雨果奖得
主的科幻女作家，然而郝景芳却从
来没有想过把写作当成职业。对她
而言，写作更多是自己的感触和兴
趣，想把生活经历中的想象用文字
记录下来。

生活里，她有一份自己的工作，
目前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现
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项目主
任，从事宏观经济研究，是她和这个
世界打交道的方式。除了正常的工
作、写作，目前郝景芳她还是一位初
为人母的全能辣妈。她抽出时间定
期在自己微信公众号“晴妈说”上更
新有关亲子心理学和脑科学知识，
网友也都称她“晴妈”。

成都商报记者陈谋 实习生朱光明

音乐剧场《寻找杜甫》
北京成功首演

8月20日、21日晚7点30分，国家大
剧院歌剧院座无虚席，由中央民族乐团和
成都民族乐团历时两年联合打造的大型
民族音乐剧场《寻找杜甫》在北京国家大
剧院歌剧院正式亮相。该剧首次采用大型
民族交响音乐塑造展示中国古代文化名
人的艺术形象，以民族音乐剧的形式表现
中国古代文化名人，这在中外舞台和整个
音乐界尚属首次。

大幕拉开，28 张杜甫石刻画像浮现
在观众眼前。随着音乐推进，以竹笛作为
主奏乐器的第一篇章《田园》上演，清脆悠
远的笛声将杜甫笔下的“锦江春色来天
地”的意境生动展现在当代人眼前……20
日、21日晚7点30分，国家大剧院歌剧院
内座无虚席，由中央民族乐团和成都民族
乐团历时两年打造的民族音乐剧《寻找杜
甫》赢得了观众阵阵掌声。

《寻找杜甫》的第一篇章后，就是《离乱》
篇章，前半部分以打击乐的协奏曲为主，人
为制造的效果声为辅，真实营造战乱的音响
场面。后半部分运用管子高亢悲凉、如诉如
泣的音色，表现战乱哀鸿遍野的景象。最后
是由《安得广厦千万间》《盛世乐舞》两部分
构成的弹拨组协奏曲《梦想》篇，塑造出一位
关注民生、心怀大同美好社会理想的伟大诗
人。活动结束之际，伴随着帷幕缓缓落下，事
先安排在28个格子里的演员也露出庐山真
面目，将整个活动推向高潮。

北京市民王海军观看演出后，他连连
赞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别致的舞
台布景，演员在格子中既是演员又是背
景。格子中的演员又和乐池里的演员相呼
应，变幻无穷，惊喜不断。”该剧导演易立
明说：“我们不在舞台上呈现一个具体的
诗人形象，而是带领当代观众通过音乐和
舞台去感受杜甫的内在精神气质。以当代
人的视觉，寻找杜甫和探寻杜甫，是这部
剧希望表达给观众的。”中国艺研院科研
处副处长、古典文学博士后杨明刚对该剧
的表现形式格外赞叹：“天然的亲切感，样
式新颖，不落窠臼，完全展现了民族乐器
的特点。”四川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原四川
音乐学院院长敖昌群对《寻找杜甫》也给
予充分肯定，他认为该剧：“立意深远、角
度独特、技艺精湛、色彩斑斓。”

据了解，《寻找杜甫》已被文化部列为
2016年国家院团作品展演首演剧目，这是
中央民族乐团和成都乐团继2014年联袂
演出大型民族交响音乐会《锦城丝管》后
再次合作的大型项目。

成都商报记者邱峻峰 实习生 朱光明

阿来自然三部曲完美收官
昨日，作家阿来此次带着他2016年最

新小说作品“山珍三部”来到了上海书展。
“要写几篇从青藏高原上出产的，被今天的
消费社会强烈需求的物产入手的小说。第
一篇，《三只虫草》。第二篇，《蘑菇圈》。第三
篇，《河上柏影》。”三部作品被称为＂自然
文学三部曲＂的作品，如今完美收官。

关于新书的内容，阿来讲到了故乡崖
柏的消失：“人们砍伐山里的崖柏，去做成
珠子手链，导致崖柏频临灭绝。难道戴串
珠子就能代表信仰吗？信仰当是不复杂
的，这三本书都是关于我们人膨胀的欲望
如何破坏了自然”。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公益电影进影院信息
8月24日、8月28日以下影院将放映

《夏有乔木雅望天堂》：成都太平洋电影城
（旗舰店 96 括号内数字为放映座位数，下
同）、成都王府井电影城（189）、成都太平洋
影城（川师店 70）、万达影城（锦华店 96）、
四川峨影1958电影城（256）、成都新城市影
城（141）、和平电影院（244）、成都金沙紫荆
电影城（120）、成都沙湾紫荆影城（89）、成都
万达影城（金牛店 122）、东方世纪影城
（216）、成都太平洋电影城（武侯店 75）、星
美学府影城（87）、成都新时代电影城（高塔
旗舰店 205）、影立方773IMAX影城（118）、
成都万达电影城（成华店 151）、成都紫荆电
影城（129）、蜀西紫荆影城（89）。了解详细信
息请关注官方微信“成都公益电影进影院”。

官德伟 摄

陈坤行走心理学：
成为自己心灵国土的国王
此次行走川藏的活动，陈坤14岁的儿子也加入其中

清华博士郝景芳凭《北京折叠》获雨果奖
是继刘慈欣后第二位获此奖项的中国作家

“守护心灵的国土”
行走中，陈坤放下明星架子，

放下掩饰。他和志愿者一样七八
天不洗澡不洗头，啃馒头吃咸菜。
陈坤表示，今年把行走地点定在
川藏地区，就是让大家在更好的
自然环境中“止语行走”，通过一
种特殊的心灵体验，学会安静下
来、内观自己。

在一次分享活动中，陈坤为
了拉近与志愿者之间的距离，激
动地讲起了自己的真实经历，他
说，自己小时候长得貌美如花，同
学都很讨厌他，那个时候自己心
理比较阴暗。到了 18 岁，陈坤开
始解决心理问题，试图改变自己
的内心，他花了10年时间来摆脱

“忧郁王子”的称号，试图让自己
成为乐观主义者。

陈坤说，他离开经纪公司后
开始传达自己是怎么改变的，

“我把自己的心思放在自己心灵
国土上面，对自己有坦白的勇
气，我有我自己的方法，通过慢
慢行走感悟，看到事情的本质，
看到内心的原点。”“我不希望所
有人被我道德绑架，都要成为一
个了不起的人，没关系的，通过
行走，只要行走带给你们一点点
喜悦，你们的国土肥沃了一点
点，这就是我的目标，我没有资
格绑架你们任何一个人，也绝不
是我想绑架你们，我想成为我自
己。”陈坤直言。

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时，
陈坤也提到行走的安全问题，他
表示：“其实在一个高海拔环境下
……害怕出在安全问题上，今年
我这两天的状态比较好，所以我
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体能比较好的
缘故，前几年可以说也很紧张
……今年我把整个项目可能出现
的问题，假设得可能比以前更充
分一些。”

每天 6 个小时的行走对于
陈坤来说十分轻松，他表示今
年的行走路线很好走，“今天是
第三天，呃……我觉得这个景
色特别美，路途也不是非常辛
苦，只是海拔稍微有点高，大部
分我们扎营的地方在 4200 米左
右。今年走川藏，相对来说安全
的稳定性更高一些，这次下撤
点有好几个，像以前我们每年
走的话，下就可能走八到十天，
下撤点就一个。

高原气候多变，行走几天下
来只遭遇一次暴雨，陈坤表示，其
实天气好坏要看运气，“今天我们
就遇到了下雨，总的来说还是很
好的。总的来说，这些都不算事
儿，因为每年都走嘛，走了六年
了，这个对我们来说还是蛮有经
验的。”

陈坤被志愿者称为“行走的
荷尔蒙”，问及有什么秘诀可以给
大家分享的，陈坤笑言：“其实我
觉得还是要锻炼吧，平时尽量去
做一些有氧运动，包括我现在年
纪也越来越大了，前段时间真的
就有小肚子了，啊呀我也老了，前
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想
运动，但是像是每年在要行走之
前会多做一些有氧运动。”

14岁儿子来捧场
陈坤没有特殊照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坤 14
岁的儿子优优也参加了本次行走，
优优的个头都快赶上陈坤了，他特
地从国外飞回来支持爸爸的活动，
提起儿子，陈坤并没有刻意回避，
他回答了记者关于儿子的三个问
题，“他从北京出发也没有出机场，
直接飞回成都，到成都的时候，他
要坐车到康定接受高海拔。对于一
个 14 岁小朋友来讲，但我觉得他
还是比较好的，来支持我……所以
我只想想，我相信他理解我对他的
要求吧。他做得还是挺好的，几天
走下来都是比较稳定的。”

陈坤和儿子同住一个帐篷，分
享活动中会和儿子坐在一起，不时
用慈爱的眼神看看儿子，但在行走
过程中，陈坤并没有对儿子有特殊
照顾，优优看起来有点内向，在一
次音乐分享活动中，陈坤对儿子
说：“来，表演一段Hip Hop”，优优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拒绝了陈坤的
要求。陈坤笑着对儿子说：“你完全
没有遗传我的表演天赋。”

当被问及是否关心儿子的想
法时，陈坤回答：“好久没有见到他
了，舍不得的很啊，就是开完会回
家都睡觉，我看看他，他还是多开
心。哎，真的好快啊。”

提及儿子会不会有叛逆期的表
现，陈坤直言：“这个对我来讲都不是
问题，本来我儿子的发展方向，我认
为他没有达到我所设想的那个程度，
其实还很高兴，比如任何问题我都会很
真实，我们都是经历过少年的叛逆的，
从父亲的角度看也不是一件坏事。”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摄影
张士博 实习生 邓美君

记/者/体/验

对/话/陈/坤

幕/后/揭/秘

一只蝴蝶落在陈坤手上

陈坤为儿子系鞋带

行走中的陈坤

郝景芳（前排左二）在颁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