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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龙电影 A 计划”本期的主题为“探索动作电影的奥秘”，并且邀请到了在动作电影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知
名电影人为学员授课。重量级的导师集结，为所有学员带来一场如何拍摄动作电影的饕餮盛宴。

A Plan Gives Us Luck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李海燕女士（左三）、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副主任李倩女士（右二）、北京成龙慈善基
金会理事孙嵘女士（左二）、著名导演、编剧、监制、武术指导徐小明（右一）等嘉宾出席开营仪式

开营仪式上，
“成龙电影 A 计划”的发起人成龙大哥，因为身在新片片场，他表示非常遗憾不能来
到现场，所以特别拍摄了 VCR 为本期的学员送去鼓励和祝福，成龙表示希望在五天的学习中，学
员们能全面了解如何创作和拍摄动作电影，并为所有学员加油！
成龙电影A计划新晋电影人实战特训营第三期在全球最大的动作电影人训练基地——成家班国际训练基地开启为期5天的集中培训

A 计划

让我们幸运的相遇

成龙电影A计划新晋电影人实战特训营第三期重装集结
2018 年 5 月 21 日，成龙电影 A 计划新晋电影人实战特训

大哥的公益理念，推动电影产业的良性发展”。中国文联电

营第三期正式开营，继前两期编剧和特效主题特训营后，

影艺术中心副主任李倩女士则表示：“希望学员发挥才华和

新一期特训营聚焦动作电影。100 名学员重装集结，在全

创意，在中国电影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征程中奉献你们的力

球最大的动作电影人训练基地——成家班国际训练基地开

量”。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理事孙嵘女士为大家介绍了成龙

启为期 5 天的集中培训。

电影 A 计划电影扶植专项基金及本次活动的意义：“这里是

在开营仪式上，主办方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李海燕女
士为所有人致欢迎词：“今年是我们 A 计划的第三年，成功
探索出了授人以渔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A 计划将带着成龙

实战的地方，是沉浸式的教学，对大家日后动作电影拍摄认
知有非常多的好处。同时希望 A 计划能够整合业内资源，让
我们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大咖导师授课 成龙亲自送祝福
“成龙电影 A 计划”本期的主题为“探索动作电影的奥秘”，并且邀请到了在动作电影领域有着丰富经
验的知名电影人为学员授课。包括：成家班导师团队；资深动作指导何钧；资深动作指导、现场特效指导
罗礼贤；著名导演、演员、武术指导钱嘉乐；美国著名导演、制片人斯科特 • 沃夫；上海体育学院教师王
三；著名导演、演员吴京；香港电影摄影指导谢忠道；著名导演、编剧、监制、武术指导徐小明。
如此重量级的导师集结，将为所有学员带来一场如何拍摄动作电影的饕餮盛宴。
开营仪式上，“成龙电影 A 计划”的发起人成龙大哥，因为身在新片片场，他表示非常遗憾不能来到现场，
所以特别拍摄了 VCR 为本期的学员送去鼓励和祝福，成龙表示希望在五天的学习中，学员们能全面了解
如何创作和拍摄动作电影，并为所有学员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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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家班老师授课

罗礼贤老师授课

王三老师授课

吴京授课

钱嘉乐授课

斯科特·沃夫授课

谢忠道授课

徐小明博士授课

大牌课程讲授 干货满满助力电影行业

开营的第一天，徐小明博士从“武侠”的概念讲起，追本溯源，
分享了他从 8 岁入行开始丰富的动作电影经验，同时配合珍贵和

在五天的训练营中，各位大咖导师从动作电影的创作、拍摄与动作设计，
与动作团队的合作，各种特技拍摄器材的使用，特技演员的培养现状等
多角度进行动作电影的解读，为所有学员带来干货满满的培训课程。

经典的视频资料，分享了中国传统武术在动作电影中“百花盛开”
式的发展。

开营的第一天，徐小明博士从“武侠”的概念讲起，追本溯源，分享了
他从 8 岁入行开始丰富的动作电影经验，同时配合珍贵和经典的视频资料，
分享了中国传统武术在动作电影中“百花盛开”式的发展。
斯科特 • 沃夫，利用其亲自指导的两部代表作《极品飞车》《勇者行动》
为案例，详细介绍了各种动作电影的拍摄方式和技巧。仅仅是第一天的
课程，大家就表示瞬间理解什么叫“听君一堂课 胜读十年书”，对后续
的培训内容也更加期待。

大公益理念 以实际行动为中国电影造血
随着“成龙电影 A 计划”特训营的影响不断扩大，本期的报名人数也
达到六百余人，创历史新高。“成龙电影 A 计划”一直坚持着免费授

晚上，成家班的前辈童川、黄明升、杨升为大家带来关于动作电影及特

课的公益属性，希望通过设立专项课程讲座，高效率、高质量、全方

技电影人的沙龙活动，同时让大家见识到成家班训练基地内各种先进的

位地选拔并指导优秀的青年电影人，为中国电影产业源源不断地储备

动作电影人、特技电影人的训练设，更与正在训练的成家班成员进行了

并输出优秀的新生力量，为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输送具备更多实

深度的交流。

战经验的电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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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成龙电影A计划”特训营的影响不断扩大，本期的报名人数
也达到六百余人，创历史新高

随着“成龙电影 A 计划”特训营的影响不断扩大，本期的报名人数也达
到六百余人，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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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天的训练营中，各位大咖导师从动作电影的创作、拍摄与动作设计，与动作团队的合作，各种特技拍摄器材的使用，特技演员的培养
现状等多角度进行动作电影的解读，为所有学员带来干货满满的培训课程

了他们对动作电影的理解，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徐导提出的戏

@ 王潇

剧精神才是电影的灵魂！以及沃夫导演在电影制作中的感受
“一言难尽，尽力而为”。希望自己通过本次培训活动能够

很开心能参与这次活动，可以与钱嘉乐 谢忠道 前辈近距离

提升动作电影的制作能力！感恩成龙大哥及 A 计划的扶持！

接触，深刻感受到特技表演的艰辛。特别是谢忠道导演分享

@ 徐赫兟
课堂上老师们分享了很多宝贵的工作经验，这些经验很大地
提升了我的经验宽度并和理论知识产生了化学反应，让我仿

的《杀破狼 2》里的一镜到底的调度，震撼全场，迎来了阵
阵掌声。也激励我此后拍摄电影的匠心，感谢成龙大哥，感
谢 A 计划。

@ 李优

佛深处在一个个拍摄现场，让我认清了动作电影的本质！

感受：A计划，让我们幸运的相遇
@ 隆强

们下一代电影人的重视和平等对待。这些就是大哥交的朋友。
令我非常羡慕。像大哥学习做人，像大哥学习拍戏，这大概
就是我在这次活动中学习的全部了。

感谢成龙电影 A 计划，感谢各位导师结合自己的影片分享自

@ 苏小小

己的拍摄经验，通过各位指导老师对课程的讲解，学习到了

非常感恩这次成龙大哥 A 计划的学习机会。今年马上要拍摄
一部儿童功夫片，这两天的学习学到很多动作片的拍摄技巧。

小时候放学回家总是路过一个录像厅，每个黄昏时都传来武

perfect timing for me. 这种沉浸式的教学让学员们迅速获得

打和枪战的声音，几多次我都透过那个厚厚的帘子偷瞄几眼，

知识。这次在盘龙谷一定跟着成家班和各位大咖老师们好好
修炼“功夫”

@ 李骥

@ 刘宗伟

很多干货！

虽然只有短短 5 天，但是意义非凡。A 计划给了我们这些年
轻的导演一个接触动作电影核心领域的宝贵机会，不仅仅从
前辈导师这里获得了很多行业经验，还交到了很多志同道合
的朋友，是一次难得的资源整合，我们很多人都直接在这 5
天的接触里确定了之后的合作伙伴。其实身为一名之前没有
拍摄过，并且准备拍摄动作片的青年导演，各位同学也都可

@LT 刘存在

以称之为老师，不论从谁的身上都可以学到不少知识。这绝

现在不用偷偷摸摸的了，里头的人走出来都成了我们的老师，

很感谢这次来成龙大哥的 A 计划，这两天听了几位老师的分

会，衷心感谢成龙大哥，感谢 A 计划，祝愿 A 计划越办越好，

讲的都是我们想知道的那些细节…这么幸运的时候，总是觉

享也是受益匪浅。无论是过往的拍摄经历、还是现场的电影

为中国电影加油！＾０＾

得头顶的天上，几位神仙在云里看着监视器偷偷的笑 。

拉片！真的干货满满，感觉这次来的大有所值！

@ 刘乐

@ 童达

大哥主办的 A 计划新晋电影人活动其实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对是一次毕生难忘的旅途，希望来年还可以与 A 计划有个约

@ 阿俊
首先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 A 计划实战特训营，经过这两天的

我作为后辈，也是受益者之一，感到非常幸运。大哥的朋友，

当我得知入选成龙电影 A 计划时，真得很惊讶！自己正在筹

通过今天钱嘉乐老师的经验分享对动作拍摄有了深刻的认

学习，各位导师从不同的角度解析动作片的发展过程，拍摄

就是这次的导师们，对我们学员也是非常友爱，不厌其烦的

备一部儿童功夫电影，但对动作电影的了解只停留在影片和

识，分享的经验非常实用，且他提到 " 用最安全的方法拍摄

方法，及对各个工作岗位角色的解读，给我带来很大的帮助，

回答问题，即使普通话不好，他们也会憋红了脸使劲找一个

书本，所以很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第一天两位导师徐小明

最危险的动作 "，也是对动作电影拍摄的一个告诫，受益匪

在生活方面从住宿和餐饮都一一安排妥当，让学员没有这些

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个细节虽然微小，但能看出导师们对我

导演、沃夫导演从不同角度、不同感受、不同文化背景分享

浅！谢谢成龙大哥，谢谢 A 计划，谢谢所有工作人员！

后顾之忧安安心心学习，再次感谢成龙大哥感谢 A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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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和云南省政协合作开展“贫困家庭重症儿童救治”项目的第七个年头，今后还会
有很多个七年，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将一如既往地关注云南省先天性心脏病儿童，致力于降低患儿数量。虽然
力量微薄，能力有限。但所有的艰辛无畏，只为不虚此行，慈善之步永不停歇。将每一份善心播撒在彩云之南，
不断生根发芽，点燃爱的希望，为每一个孩子带来希望和新生。

Let Love Kindle Hope

爱心点燃希望 慈善情满勐焕

节日关怀重返昆明同仁医院

夏至未至，南国已是艳阳高照、骄阳如火。六一儿童节来临

区别于之前的爱心回访活动，此次，中国电影基金会少年儿

5 月 30 日下午，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工作团队和中国电影基金

之际，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携手中国电影基金会少年儿童电

童电影发展专项基金的工作人员加入到了北京成龙慈善基金

会一行人首先飞抵昆明，顾不得旅途的劳累，从机场直奔昆明同

影发展专项基金工作团队，在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

会的行列中。作为本次活动的参与方，通过影像的方式记录

仁医院，看望之前救助并接受先心病手术治疗的孩子们。

李海燕女士的带领下，远赴千里之外的彩云之南，与云南省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在云南地区常年开展的“贫困家庭重症

政协办公厅和昆明同仁医院的工作人员一起，到芒市开展先

儿童救治”公益项目，呼吁人们关注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与精

天性心脏病救治项目手术的孩子爱心回访系列活动，并为那

准扶贫政策，发扬大爱精神，为社会和谐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轩岗乡丙茂村小学的小朋友送上了充满爱心的儿童节礼物。

志愿者们将事先准备好的装有图书、衣服、鞋子和文具的书包，
作为六一儿童节礼物一一送到孩子们的手中，祝愿他们在医院接
受先心病手术治疗期间度过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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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再次向云南省政协捐赠 100 万元人民币，继续用于“贫困家庭重
症儿童救治”公益项目。六一儿童节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此行还为孩子们带
来了图书、衣物、文体用品和粮油等慰问物资，希望孩子们能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丙茂小学擎下爱的种子

先后上台致辞和发言。
受救助儿童代表李改茹小朋友的深情发言，代表了

匆匆结束了昆明之行，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与中国

众多被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救助过的先天性心脏病

电影基金会少年儿童电影发展专项基金工作团队于

患儿的心声，她说到：“感谢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

31 日上午赶赴云南芒市，为即将在芒市丙茂村举办

云南省政协和昆明同仁医院，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

的爱心捐赠活动开展准备工作。夏日的芒市纤云不

生命，挽救了我，我要向你们学习，关心帮助有困

染，万里澄碧。云朵彷如山谷开放的雪莲，点缀着

难的人，长大后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北京成龙

清朗的天空。碧波荡漾的湖面与巍峨延绵的高山相

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李海燕女士在致辞中表示：
“作

辉映，一场美轮美奂的雨后彩虹不期而遇，预示着

为基金会的发起人，成龙先生对慈善事业有三个梦

明日又是一个好天气。

想：希望世界和平、希望世界大同、希望中国没有

在云南芒市，因为贫困，很多家庭无力对患有先天
性心脏病的孩子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得到了当地
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自 2011 年以来，北京
成龙慈善基金会就在云南省内开展大范围的救治工

穷人。秉承着‘让成龙先生的梦和大家的爱通过我
们得已实现’的目标，我们一直走在公益事业的路
上，从未间断。”
活动现场，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再次向云南省政

作，7 年来，累计救治患儿千余人，挽救了众多家庭

协捐赠 100 万元人民币，继续用于“贫困家庭重

和孩子，让他们不再受到病魔的拖累，重新燃起生

症儿童救治”公益项目。六一儿童节是属于孩子

活的希望。

们的节日，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此行还为孩子们

6 月 1 日一早，在云南省政协办公厅蔡春波主任的
陪同下，经过近 1 小时的山路行进，一行人终于抵
达了目的地——轩岗乡丙茂小学。

9 时 30 分，在丙茂小学操场，北京成龙慈善基金
会爱“心”捐赠暨丙茂小学“六一”儿童节活动在
热烈的气氛中正式拉开帷幕。为了庆祝六一儿童节，
学校师生和村民们穿上了节日的盛装，以表达对北
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及所有志愿者最诚挚的欢迎。北

在丙茂小学操场，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爱“心”捐赠暨丙茂小学“六一”儿童节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正式拉开帷幕，为了庆祝六一儿童
节，学校师生和村民们穿上了节日的盛装，以表达对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及所有志愿者最诚挚的欢迎

带来了图书、衣物、文体用品和粮油等慰问物资，
希望孩子们能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捐赠仪式上，丙茂小学的师生们精心准备了丰富多
彩的节目。由来自傣族、德昂族等少数民族小朋友
和受助儿童母亲组成的歌舞队载歌载舞，为来宾们
献上一场充满浓郁云南少数民族风情的精彩演出。
活动最后，在全体大合唱《感恩的心》感人肺腑的
旋律中落下帷幕。

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李海燕、中国电影基金

虽然成龙大哥因为档期原因没能到达现场，北京成

会少年儿童电影发展专项基金主任胡梦鑫、云南省

龙慈善基金会代表成龙大哥将他的关怀带给了每一

政协办公厅副主席郭文龙、芒市政协主席鲁志坚、

位受救助的孩子。没有什么比真诚更有力量，只要

昆明同仁医院院长段志聪、受救助儿童代表李改茹

孩子们能痊愈，一切辛劳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捐赠仪式上，丙茂小学的师生们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由来自傣族、德昂族等少数民族小朋友和受助儿童母亲组成的歌舞队载歌载
舞，为来宾们献上一场充满浓郁云南少数民族风情的精彩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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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
此行还为孩子们带来
了图书、衣物、文体
用品和粮油等慰问物
资，希望孩子们能过
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活动现场，北京成龙
慈善基金会再次向云
南省政协捐赠 100 万
元人民币，继续用于
“贫困家庭重症儿童
救治”公益项目
受救助儿童代表李改茹小朋友的深情发言，代表了众
多被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救助过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的心声

不忘初心，善行之路有始有终
活动结束，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一行分别走访慰问了十余户当地接受过救助的
先心病儿童贫困家庭并为他们带去了慰问物资，中国电影基金会少年儿童电影发展专项基金摄制组用
手中的 DV 真实记录下了每一个感人的瞬间。

2018 年是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和云南省政协合作开展“贫困家庭重症儿童救治”项目的第七个年头，
今后还会有很多个七年，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将一如既往地关注云南省先天性心脏病儿童，致力于降
低患儿数量。虽然力量微薄，能力有限。但所有的艰辛无畏，只为不虚此行，慈善之步永不停歇。将
每一份善心播撒在彩云之南，不断生根发芽，点燃爱的希望，为每一个孩子带来希望和新生。

2018 年是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和云南省政协合作开展“贫困家庭重症儿童救治”项目的第七
个年头，今后还会有很多个七年，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将一如既往地关注云南省先天性心脏病
儿童，致力于降低患儿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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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织金县的苗族蜡染刺绣被喻为“指尖上的芭蕾”，属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旨在
通过设立“让妈妈回家”项目基金，让蜡染刺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舞台上焕发更绚丽的光彩，并最终
让“留守儿童”的妈妈实现居家灵活就业，陪伴孩子健康成长，让那里的儿童不再留守、老人不再空巢。

Let Mother Home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李海燕实地考察留守儿童关爱和蜡染刺绣项目

让妈妈回家 让孩子不再留守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赴贵州织金考察留守儿童关爱和蜡染刺绣培训项目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让妈妈回家”织金绣娘培训慈善项目
旨在以良性循环的方式帮助当地更多妇女就业，提高当地妇
女的就业率，从而推动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并解决留
守儿童的问题

近些年，随着年轻人外出务工，家里只剩下了老人和儿童，留守家乡的孩
子们渴望爱，盼望和父母一起生活

在织金县有关领导的陪同下，李海燕一行调研了茶店乡海马
绣娘合作社、官寨乡妥倮村蔡群蜡染刺绣有限公司、妥倮苗
族蜡染刺绣创业园、大平乡群建小学等地

贵州省织金县的苗族蜡染刺绣被喻为“指尖上的芭蕾”，属于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让更多手艺人回乡发扬和传承民间文化，让蜡染刺绣这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舞台上焕发更绚丽的光彩意义重大

的孩子们渴望爱，盼望和父母一起生活。

明，当地政府负责联系相关企业为她们

妈妈如果回来了，孩子们脸上的笑容肯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织金县拟实施“让

安排订单，为留守儿童的妈妈们增加居

定就多了起来。蜡染刺绣的非遗保护与

妈妈回家”的蜡染刺绣培训项目，决定

家就业渠道。而得到就业机会的妈妈们

精准扶贫相结合，不仅会带来良好的经

把苗绣和扶贫结合起来，帮助愿意返乡

还将通过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以良性

济效益，更重要的是亲子团聚和孩子们

居家就业的打工妈妈，在本地实现就业，

循环的方式帮助当地更多妇女就业，提

的健康成长。

最终让“留守儿童”的妈妈们实现居家

高当地妇女的就业率，从而推动当地非

灵活就业，这样一来，既能照顾家庭，

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并解决留守儿童的

陪伴孩子健康成长，也能增加家庭收入，

问题。李海燕副秘书长表示，若前期项

让那里的儿童不再留守、老人不再空巢。

目做好了，以后“让妈妈回家”项目还

2018 年 6 月 11 日至 14 日，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

了缺乏关爱和保护的问题；二是让更多手艺人回乡发扬和传

李海燕、财务主任王秦生一行远赴贵州省织金县，实地考察

承民间文化，带动更多的人就业，也让蜡染刺绣这一非物质

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让妈妈回家”织

留守儿童关爱（让留守儿童母亲回家）和民族手工艺发展项

文化遗产在世界舞台上焕发更绚丽的光彩，一定会竭尽全力

金绣娘培训慈善项目，初期拟在全县

目。在织金县有关领导的陪同下，李海燕一行调研了茶店乡

为织金的留守儿童及其母亲给予最大的帮助。

120 个深度贫困村筛选 120 名妇女。通

海马绣娘合作社、官寨乡妥倮村蔡群蜡染刺绣有限公司、妥
倮苗族蜡染刺绣创业园、大平乡群建小学等地，当地有关负
责人向考察组介绍了苗家的盛情待客之道、苗族文化以及织
金县的苗族蜡染刺绣产业发展状况。李海燕副秘书长在调研
之后表示，这个项目很有意义，一是可以帮助留守儿童解决

贵州省织金县的苗族蜡染刺绣被喻为“指尖上的芭蕾”，属
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近些年随着年轻人外出务工，这
项传统技艺逐渐受到冷落，并且家里只剩下了老人和儿童，
照顾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已经让老人们力不从心了，留守家乡

过有培训资质的学校对符合条件的妈妈
们进行培训，由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联
合当地政府和培训机构共同对绣娘们进
行验收并出具蜡染刺绣培训验收合格证

将系统化地为织金女性提供发展、传统
美德等公益培训，针对当下困扰家庭的
养老问题、婚姻问题以及子女的教育问
题与邻里相处关系等问题，结合传统民
族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现状，对其展开观
念疏导、认识提升，引导更多的家庭回
归邻里和睦的氛围，全面提升社会和家
庭的幸福感。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明天的希望。
关心爱护留守儿童，帮助他们健康快
乐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
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付出。北京成
龙慈善基金会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始终坚持回馈社会、回馈人民，为公
益事业特别是青少年成长发展不懈努
力。希望“让妈妈回家”项目基金的
设立能够感染和号召更多的爱心人士，
积极行动起来，为留守儿童的明天、
为和谐社会建设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