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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速递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近日山西太原的一面

“ 文化墙”被一夜之间拆除，缘由是

该文化墙被指繁体字错用33处。“ 文

化墙”没文化，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引发吐槽一片。业内人士对青年报记

者表示，公共场所无小事，要竖一个

雕像，要刻一块碑，应谨慎而行，让广

泛的市民参与机制才是正路。

太原这面文化墙已被拆除。官方

的说法是“ 将在专家把关的基础上，

于原处补建”。之所以拆得这么快，

这面文化墙实在错得“ 惨不忍睹”。

李白《 秋浦歌》中的“ 白發（ 发）三

千丈”诗句，“ 髪”字错用为“ 發”

字 ，王 维《 春 中 田 园 作 》中 的“ 舊

（ 旧）人看新曆（ 历）”诗句，“ 曆”

字错用为“ 歴”，王维《 送元二使安

西》“ 客舍青青柳色新”中的“ 舍”

写成“ 捨”等之外，更多的是在简体

字转换成繁体字出了错。

传道授业的文化墙，竟然错得如

此体无完肤，难怪人们要惊呼“ 太丢

人”。不过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此文

化墙因为错字太多，所以格外惹眼，

而各地文化景点中碑文错几个字则

实在更为平常，以至于有点司空见

惯。今年5月31 日，台湾学者余光中

到河南杜甫故里参观，在参观杜甫诗

文石碑长廊时，余光中发现一块石碑

中的错字：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

片云天共远，永夜月“ 问” 孤。此

“ 问”应为“ 同”。而且这错字竟错了

有5年之久！

当然，更不应该的是北京孔庙的

碑文竟将“ 题名碑”写成了“ 提名

碑”。有人吐槽，孔庙作为元明清三

代皇帝祭奠孔子的场所，本应是最有

文化的地方，今人树碑介绍竟出现错

别字，这实在是辱没了文化。

按照国人几千年的传统，树碑立

传从来都是最郑重之事，不仅碑文要

撰写得大气，文字书写得也要漂亮。

至于错字那是万不可出现的。为何现

在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已见怪不怪

了呢？太原文化墙管理者的一句话颇

耐人寻味———“ 将在专家把关的基

础上，于原处补建”。先前的文化墙

难道没有经过“ 专家把关”？

在艺术评论人林荫看来，任何差

错放到公共场所中就会被放大，所以

在公共场所树碑立传应该尤为谨慎。

在欧美发达国家，都有一个第三方的

公共艺术委员会存在。这个委员会不

仅有主事者，还有专家和市民。

据记者了解，中国文化管理协会

公共艺术专业委员会已于1 2月6日在

北京成立。该委员会是全国第一个从

文化角度针对城市建设的国家级专

业委员会，也是第一个整合了城市雕

塑、艺术景观、城市家具等各个公共

艺术行业的专业委员会。公共艺术的

发展在中国尚属于初级阶段，各地应

积极建立地方公共艺术委员，在城市

文化建设过程中起到把关作用。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贺岁档的厮杀有多凶

残？从明星宣传的“ 拼劲”就可见一

斑———用某软件叫辆车，叫“ 袁晓

鸥”的司机迅速赶到，打开车门一看，

发现竟是佟大为！昨天，电影《 我的早

更女友》来沪宣传，周迅轻松候场的

时候，佟大为却连午饭都没吃，“ 冒

充”司机去接单，“ 接了三张单，车费

还全给人免了”，最终，下午近四点赶

到上海大学参加见面会时，才在大学

校门口吃了一碗8元钱的兰州拉面。

这部片是由《 我的野蛮女友》导

演郭在容执导的“ 亚洲女友三部曲”

的终极篇，今天将正式登陆全国各大

影院，加入贺岁档厮杀。此前，为了和

周迅另一部电影《 撒娇女人最好命》

错开竞争，它改档期到了1 2月1 2日，

谐音“ 要爱要爱”。不过，贺岁档片子

多，光在档期上想办法可不够，要想

杀出重围，还得出猛招，所以，才有了

佟大为司机的出炉。

佟大为开的是一辆特拉斯，用了两

部手机接单，据悉单子多到他都忙不过

来，不过，他按照自己“ 不足为外人道”的

标准，选择了三个单子，而从静安寺地区

接的一位女士，上车后“ 脸都笑僵了”。忙

忙碌碌，“ 白拉了三位客人”的佟大为，倒

也没真白忙活，获封“ 暖男司机”，也让很

多粉丝称“ 为宣传，也是蛮拼的”。

在电影中，他也是扮演了一位暖

男“ 备胎”，最终成功上位，追到“ 更

年期提前”的周迅。周迅昨天在接受

采访时，也对佟大为极为同情，称他

在戏中被自己折磨得很惨：“ 我很蠢，

不会演喝醉的戏，因为喝醉了对神

情、步伐、语气都有要求，所以我的方

法是真的喝醉。有一场戏，是我要喝

醉了拿酒瓶砸佟大为，他紧张得一直

问我，还记不记得哪个是假的酒瓶。”

最终，周迅也在现场给他颁发“ 十全

大补男”的奖状，笑倒一片。

当然，在强手如林的贺岁档，只

靠做暖男还不够。佟大为在其中除了

是任劳任怨的受气包，还负责自己原

本不擅长的卖萌搞笑。这也才能够让

影片定位成爱情喜剧片，贴上“ 这个

贺岁档稀缺的喜剧”类型标签，从战

争、警匪、动作、青春等类型影片中冒

出来，划好自己的阵营。

《 音乐之声》北京启幕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近日，由韦

伯担任制作人的百老汇经典音乐剧

《 音乐之声》正式拉开北京站演出的

序幕，7个可爱的孩子和家庭教师玛

丽亚为观众带来了冬日最暖心的故

事，该剧将在结束北京1 6场演出之

后，于201 5年1 月8日起在上海大剧院

与申城观众见面。

据悉，《 音乐之声》 没有音乐剧

们应有的高深莫测，整个剧目中的22

首歌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主办

方也称，这是一场可以卡拉OK的音乐

剧。在北京站，当可爱的小演员们登

上舞台，与女主角玛丽亚共同演唱

《 哆来咪》、《 孤独的牧羊人》等歌曲

时，台下也是一片哼唱声。

《 简·爱》增下午场
本报讯 记者 陈诗松 今天起至

1 2月1 4日，国家大剧院话剧版《 简·

爱》即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开始为

期3天的公演。本次公演为了满足沪

上广大话剧爱好者的要求，特别增加

了1 3日的下午场演出。即便如此，本

轮演出仍是一票难求，总共4场的公

演门票也即将售罄。

本次由王晓鹰导演带队，袁泉、

王洛勇领衔的版本，堪称话剧《 简·

爱》的黄金版。作为在百老汇舞台上

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国演员，王洛勇的

舞台表现力可见一斑。而另一位主演

袁泉在与王洛勇同台飙戏的时候也

毫不示弱。

跑男上演“ 楚汉之争”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王璐 浙江卫

视于今晚播出的《 奔跑吧兄弟》第十

期节目中将出现惨烈的“ 楚汉之

争”。为了衬托这次“ 楚汉之争”的主

题，“ 奔跑团”和嘉宾袁弘、张歆艺第

一站就来到了武汉的著名地标“ 楚河

汉街”。本期节目中，跑男团们创造出

了“ 比划猜”游戏的终极进阶版———

“ 蹦床比划猜”。而经典游戏———撕

名牌大战又现“ 神玩法”，成楚汉两

队的奔跑团和嘉宾们都变身成了象

棋中的棋子，想要赢得比赛，不仅要

有体力还得靠智力。

古诗石刻33处错，文化墙没文化
启动公共艺术委员会功能，把脉城市文化建设

周迅给佟大为颁“ 十全大补男奖”

青年报见习记者 王璐

本报讯 昨日，“ 承包” 了贺岁档

的黄晓明，来到了CCTV6与灿星新节目

《 加油吧，灰姑娘》的发布会。与黄晓

明同时现身的，还有曾志伟和导演黄

建新两位导师。至此，该节目的三位导

师都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据了解，该档节目旨在挖掘影视

新星，导师曾志伟坦言，不排除将为

心仪选手引路，为她们举荐至合适的

影视公司的可能性。现场，曾志伟打

趣，黄晓明是不是来找选手为己私用

时。“ 有没有搞错，我已经有主了。”

黄晓明立刻高呼起来。当被问何时兑

现迎娶Angleababy承诺时，黄晓明打

起了太极，笑言，你猜。

黄晓明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评委

了，他笑称当评委会有不一样的感

受，值得试试。导演黄健翔就是在他

这个理由的怂恿下答应参加了节目。

与他不同的是，女友Angleababy则作

为参与选手，变身女汉子，在跑男节目

中完全玩开了。

不同于曾志伟严苛的挑选标准，

黄晓明透露，学院派出身的他，不会用

科班的标准挑选选手，更注重选手本

身是否有天分。他甚至还提起了自己

考取电影学院时，用僵硬的广播体操

应考的尴尬经历。当记者问及，已然是

当红花旦的Angleababy是不是有天分

的灰姑娘时，黄晓明毫不吝啬地大赞

女友“ 很有天分”。

黄晓明高呼“ 我有主了”

沪剧《 邓世昌》首演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为纪念甲午

战争爆发1 20周年，上海沪剧院推出

的新编历史剧《 邓世昌》昨晚在天蟾

逸夫舞台首演。该剧由著名导演陈薪

伊执导，蒋东敏、庄一编剧，由朱俭主

演邓世昌、茅善玉主演邓世昌的妻子

何如真。

据悉，新编沪剧《 邓世昌》是一

出清装男人戏。剧中，邓世昌25岁担

任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45岁为国捐

躯的日子竟然是他的生日，这仿佛是

命运的巧合，又是上天的安排。因此，

借用邓世昌妻子何如真之口“ 就让

我晚走几天，给你过好生日就走”，

字字句句间的凄美，让观众看到了普

通夫妻间的情深意长，也有生不逢时

的悲悯。

周迅佟大为喝药治早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