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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速递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 报 讯 今 天 ，201 4 年 1 1 月 25

日，一代文学巨匠巴金诞辰1 1 0周年。

2005年1 0月，青年报记者参与了送别

巴金的报道。9年多过去了，这位老者

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印记非但没有暗

淡模糊，反而日久弥新。在这些印记

中有温暖，有倔强，当然也有深邃的

忏悔和强大的理想主义。巴金这些精

神遗产至今并且还将继续影响着这

个世界。为了纪念巴金诞辰，有关方

面举行了“ 纪念巴金先生1 1 0周年诞

辰系列纪念活动”，其中包括巴金诞

辰纪念展、巴金学术研讨会等。

重情之人：一张飞机票都留着
巴金是个恋旧的人，即使是开会

的便条、租房的票据、飞机票这些过

气之物，他都不舍得丢弃。这些旧物

虽然从没有离开过武康路1 1 3号的

巴金故居，但由于堆积得实在太多，

整理起来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所

以多年来这些旧物难见天日。近年，

巴金故居的工作人员对小楼里所藏

的资料进行清理，才让人们得以看到

了一些弥足珍贵的史料。

比如此次展览就展出了一张1 954

年7月1 1日飞往莫斯科的机票。这天巴

金应契诃夫纪念会邀请，去参加契诃

夫逝世50周年的纪念会。在启程之前，

巴金写了一封信留给妻子萧珊。信中

说，“ 这次我一个人走，连翻译也不好

带⋯⋯一个人去的确是个苦差事，而

且得靠我这几句洋泾浜俄文。”在感叹

一个人的旅途之苦的同时，对妻子的

依依不舍之情渗透了信纸。巴金回国

后，将机票和信件同时保存。此次是两

份资料第一次与公众见面。

这个纪念展，没有什么“ 重量

级”的展品，巴金穿过的由夫人染色

的棉衣，用过的文具，购书单，以及租

房票据，都是平常人家最普通不过的

旧物。这些展品表现出“ 文学巨匠”

高大身影背后的另一面，这些生活细

节弥漫着令人难忘的温情。

理想之人：理想主义贯穿人生
巴金自然是恋旧的，是重情的，

和现在的很多老人一样。但巴金之所

以为巴金，至今并且还将不断地被人

们提起、纪念，就是因为作为一位文

学巨匠，他为世人留下的精神遗产，

是很多同道所难以企及的。这是一份

什么样的遗产呢？参加研讨会的巴金

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

思和对青年报记者说，巴金留下的精

神遗产，说到底就是一种可贵的理想

主义精神。对于巴金而言，理想并不

仅仅属于青年时代，他对理想的追求

几乎贯穿了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即

便是在晚年从74岁到82岁写《 随想

录》时期，他的理想主义也从未暗淡，

也因此他才不断地强调要忏悔，要反

思，要讲真话。

巴金研究专家李辉在他于思南

读书会所作的一场名为“ 一个人和一

个时代”的讲座中说，巴金通过《 随想

录》来忏悔，更主张个人思考，反复强

调讲真话。“ 1 980年前后，讲真话是非

常了不起的事情。有人说，怎么可能句

句真话？还有人批评说，讲真话水平太

低，是小学生水平。所以讲真话是最低

标准也是最高标准。那时，萧乾、季羡

林他们回应巴金说，‘ 我们尽量讲真

话，坚决不讲假话。’”

诞辰110周年
巴金日久弥新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洪金宝收徒了！而且还

是收为义子！昨天，电影《 黄飞鸿之

英雄有梦》来上海走站，影片监制洪

金宝在活动结束前，突然宣布收该片

主演彭于晏为徒，后者现场行拜师大

礼，并穿上了洪家班的练功服。“ 我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年轻人像他一样

能吃苦，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黄飞鸿

那股执着的力量。我对他要求高是因

为我看好他，他任劳任怨，拍打戏从

早打到晚，长得又帅，以后会比我厉

害！”洪金宝感慨地说。

昨天的发布会原本在正常进行，

而洪金宝现身后，略微不同寻常的

是，洪家班的弟子也都上了台。随即，

他们透露，在电影中扮演彭于晏义父

“ 雷公”的洪金宝，将在现实中真的

收他为义子和徒弟。见面会立即变成

了“ 拜师大会”。彭于晏在“ 奉茶”、

“ 三叩首”之后正式称呼洪金宝“ 师

父”，并再次叩首拜谢，还向各位师兄

行礼。随后，洪金宝送予这位新徒弟

“ 洪家班练功服”，并不忘教导：“ 一

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觉得身上的责任

更重了，也希望你能够传承功夫。”

青年报见习记者 王璐

本报讯 24日下午，央视春晚倒

计时86天之际，春晚节目组官方微博

“ 央视综艺”公布了201 5年中央电视

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家和万

事兴。在官微中称，讲中国故事，展中

国精神，共度中国年———这将是剧组

全体成员的努力方向。开门办，节俭

办，创新办———这将是剧组全体成员

的努力方向。央视春晚将继续沿用四

个节目群的结构方式，分为“ 吉祥过

大年”、“ 团圆话家常”、“ 家和万事

兴”、“ 中华全家福”四个板块。

在央视春晚倒数1 00天之际，哈

文曾转发央视综艺官方微博的问题

“ 春晚是什么”将其戏称为“ 春节联

欢晚饭”，已经隐约透露出羊年春晚

的关键词就是“ 家”。回看哈文执导

的两届春晚，家的概念始终贯穿其

中，“ 讲老百姓高兴的事情” 始终是

哈文在春晚中表达的诉求，浓浓中国

味儿，浓浓的年味儿是哈文掌勺下的

春晚烹饪出的特色。在201 2年首次执

导央视春晚时，哈文用“ 回家过大

年”的主题词表达春晚30年讲“ 家里

的事儿”的概念，当年不论是冯巩演

的《 爱的代价》还是开心麻花的《 珍

惜眼前的幸福》 讲的都是家庭的故

事。到201 3年连任执导蛇年春晚之

时，哈文又以“ 新春中国”为主题词，

春晚分成了“ 新春”“ 新喜”“ 新意”

“ 新篇”四大节目群，透露出浓浓的

年味儿，将观众喜欢看的语言类由7

个增加到9个。当时哈文在采访中说，

要表现家、国高兴的事，希望整个春

晚气质让老百姓看得欢乐。两年的春

晚都实践着哈文的“ 接地气，说人

话”的风格。

此外，今年春晚，哈文领导下的

春晚节目组接地气地运用上了新媒

体。除了在1 1 月2日，建立春晚官方

微博“ 央视综艺”推广春晚的相关事

宜之外，还通过该官微发起活动号召

观众推荐心仪的表演嘉宾上春晚，试

图挽回春晚在低年龄层中流失的观

众，和观众的互动得到了进一步加

强。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央视羊年春

晚资源招标会上，央视春晚节目组首

次推出“ 新媒体独家合作”.在羊年

春晚将前所未有地引入新媒体多屏

互动，通过跨屏的方式增加与观众

的互动，营造荧屏内外全民联欢的

共庆氛围。24日公布主题词时，春晚

节目组还发布了主题词的动画，通

过一帧帧温馨的画面，突出“ 家和

万事兴”的概念。还在微信朋友圈

发起了“ 201 5年央视春晚邀您一起

按下手印一起参加全民家和万事兴

的活动”。

哈文的春晚创新路上一直亮点

不断，甚至有“ 哈文新政”的说法。春

晚不上广告，选用选秀选手，邀请社

会公知人士商讨春晚，邀请世界级表

演嘉宾，创意杂技，到今年的运用新

媒体推广春晚以及方便观众吐槽。观

众好奇羊年春晚到底如何呈现”节俭

+创意”概念之余，也是在好奇和期

待33岁的春晚在三度掌勺的哈文手

下能否旧貌换新颜。

青年报见习记者 王璐

本报讯 1 1 月23日晚，东方卫视

第二季《 中国梦之声》全国八强正式

出炉。最终，赖仪雯、Emi ly、朱兴东、

伊尔盼、郑兴琦、马海生、郑湫泓、唐

宝顺利晋级全国八强。在当天“ 一路

有你”的主题夜中，朱兴东深情弹唱

的《 一路上有你》收获了不少观众与

网友的好评。

记者获悉，朱兴东已经收到当天

到场助阵的“ 梦想大使”羽泉抛出的

橄榄枝，有望签约其公司。此外，热门

人气选手马海生在比赛中讨巧地选了

电影《 小时代》的主题曲———《 我好

想你》，主动示好郭敬明。但是讨巧之

举并未得到郭敬明投桃报李的一票。

郭敬明依旧把票投给了其他选手。

羊年春晚主题词：家和万事兴

洪金宝收“ 黄飞鸿”为徒

中国梦之声八强选手出炉

一招一式，有模有样。
青年报记者 马骏 摄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上海近日最大的户外装

置艺术展正在喜马拉雅美术馆外广

场举行。著名先锋艺术家胡项城用数

千扇被遗弃的老式雕花门窗组合成

一个迷宫，观者置身其中，但却时常

出路难寻。胡项城以此唤起人们对于

古建筑保护的关注。

胡项城的这个迷宫几乎占据了

喜马拉雅美术馆广场的大部分空地。

胡项城告诉青年报记者，他从旧木材

市场买到了这些老式雕花门窗，这些

门窗是古代乃至近代的中国民居的标

配，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它们被拆卸，

被抛弃。雕花门窗拼接构成了胡项城

这个迷宫的走道。迷宫极其复杂———

入口有多个，出口却难以寻觅。

倘若站在高处眺望迷宫，会发现

那走道构成的竟是一个“ 拆”字。胡

项城的用意十分明显：人们迷失于

“ 拆”中。胡项城告诉记者，在城市发

展过程中，那些古建筑不断为城市建

设让路，时至今日，是应该反思一下

是否拆得过多了，人们失去记忆的后

果又会怎么样。

胡项城是中国最早的前卫艺术家

之一。他1 976年毕业于上戏舞美系留校

任教。在1 0年的教学生涯中，胡项城培

养出了日后大名鼎鼎的艺术家蔡国强

等人。1 986年，胡项城赴日留学，研究当

代艺术，早早就拥有了国际艺术眼光。是

他在1 990年代不断向上海美术馆建言，

才使上海双年展最终得以创立。

胡项城装置艺术展呼唤古建保护

纪念巴金最好的方式是读他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