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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东，

不仅仅是“拯救者”
曾索狄

记者 殷 茵

晨报讯 初心 使命 新时代———

庆祝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 70

周年座谈会昨日召开。会议指出，市文联

成立 70年来，上海文艺成就辉煌，文化事

业长足发展，涌现了大批具有时代特征、体现

中国特色、显示上海特点的文艺人才及作品，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动人态势和蒸蒸日上的喜

人景象。经验证明，文艺工作者只有与人民群

众在一起，深入扎根社会生活，才有可能创作

出贴地气、得人心的好作品。完善继承、积极

创新是创作繁荣、事业兴盛的必然途径，德艺

双馨、凝心聚力是坚持导向、服务人民的重要

保障。

会议要求，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时刻把

握正确的文艺方向，引领全市广大文艺工作

者进一步树立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进而夯实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和共同理想。

要紧密跟随时代步伐，认真把握上海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及时掌握社会文化审美变化趋

势，通过深化改革提升文艺工作凝聚社会和

服务群众的魅力。要切实围绕中央要求、国家

战略和市委部署，加快“长三角”文艺的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促进“长三角”文联工作的资

源整合与优势互补，进而推动上海文艺和文

联工作的改革创新发展。

会上，老中青艺术家代表吕其明、黄豆豆、

罗陵君，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主席茅威涛作交流

发言，160 余位文艺界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庆祝上海市文联成立 70周年座谈会昨召开

完善继承、积极创新，创作出得人心的好作品

晨报记者 殷 茵

1950年 7月 24 日，由夏衍、巴金、于伶、

贺绿汀、冯雪峰、梅兰芳、周信芳等老一辈文

艺家发起的第一届文代会在上海解放剧场召

开，正式宣告上海市文联的成立。70 年来，上

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

术奖、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上海美术大展、

上海书法篆刻大展、金秋诗会……一批批上

海文化品牌活动的百花齐放，15 个专家协

会、18415 名文艺家会员、16 个区文联枝繁

叶茂，上海市文联为上海文化的蓬勃发展提

供了一片沃土，催生出一大批与时代同频共

振的作品，也见证着上海

文艺人“后浪”追逐“前

浪”的一派欣欣向荣。

昨天，初心·使命·

新时代———庆祝上海市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

70周年座谈会在上海文

艺会堂举行。“70 年来，

多少让我们仰慕的前辈

立下了汗马功劳，才有

了今天的文联。只要我

们继续依靠广大文艺工

作者创造出更多的精品

力作，未来的路一定会

走得更加坚实。”上海市

文联主席奚美娟说。

据悉，庆祝上海市

文联成立 70 周年主题

展演昨晚在上汽·上海

文化广场献演，演出以

回顾视频和现场演绎相

结合的方式，集中呈现

上海文艺界繁荣发展、

人才辈出的光辉历程。

作为一名“文艺界

老兵”，吕其明将文联看

作自己的家，“我今年

90岁了，跟文联也结下

了几十年的不解之缘。”

吕其明清楚地记得，

1965 年 3月在上海音协的一次党组会上，他

收到了《红旗颂》的创作任务。当时 35 岁的

他，毫无思想准备，在兴奋与紧张中，接下了

这一艰巨的创作任务。新乐路那座老式公寓

里，吕其明奋笔疾书，短短一周写就《红旗

颂》，并在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首演。

“回首往事，若是没有文联，没有音协、

没有上海之春为我提供良好的机遇以及创作

条件，如果没有前辈们的信任、鼓励和促进，

就不可能有《红旗颂》。”吕其明说。

70 年弹指一挥间。1949 年 5 月 26 日，

19 岁的吕其明跟随所在的华东军区文工团

进入上海，就在去年 5月 26 日，上海市文联

等单位主办了“再现上海解放前夜”———上

海文艺界庆祝上海解放 70 周年主题活动，

吕其明再次重温了 70 年前的那一刻，感慨

万千，“记得主题活动当天，老中青各门类艺

术家百余人淋着雨，与数千群众共同合唱

《歌唱祖国》，大家热情高涨。我觉得，文联组

织这样的活动太有意义了，让我们铭记幸福

来之不易。”如今已经迈入耄耋之年的吕其

明，对于艺术创作依然满怀热情，“我希望抓

紧时间继续创作，也希望‘后浪’们不断传承

创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黄豆豆与文联的结缘，则始于 31 年前。

1989 年，黄豆豆从浙江老家考入位于上海西

郊的舞蹈学校。母亲在上海文艺界朋友的帮

助下，联系到上海文联大院里的一家招待所，

招待所的楼下，是当时唯一开往西郊方向的

公交车 57路的起点站。

“那一天，母亲一手拖着行李，一手拉着

我，踏进了市文联的大院。我的眼睛忽然一

亮———除了上海市文联的牌子，还有许多文

艺家协会的牌子，一块块的，整整齐齐排成一

列；其中令我眼睛更亮的，正是那块‘上海市舞

蹈家协会’”。12岁的黄豆豆，就在那一瞬间，

埋下了一个愿望———我要努力学习，争取早日

加入舞协，成为上海文联的一员。1994年，黄

豆豆与所有参加“桃李杯”的同学们一起，如

愿加入了上海市舞蹈家协会，“从中我不断感

受到舞蹈界的前辈、老师对艺术、对人生、对

社会的炽热的情感和无私的奉献。”

无论是“30 后”的吕其明，还是

“70 后”的黄豆豆，他们虽只是上海

文联 70 年来浩荡文艺工作者中的

缩影，但一路从青涩新人到耄耋名

家，从稚嫩学子到扛鼎之辈，他们身上映照的

恰恰是上海文联 70 年来不变的精神———创

新与传承。

为庆贺上海市文联成立七十周年，画家

张培础、张渭人、奚文渊携手创作了中国画

《七贤共襄》，钤印系韩天衡所作。“这不仅

是一幅肖像画，更是一幅历史画。虽然并没有

真实照片可供参考，但我们收集了大量资料，

尝试全新的技法，尽最大努力靠近历史，还原

历史。”《七贤共襄》创作者代表、美术家张

培础介绍说。

作品中，第一任文联主席夏衍居中而坐，巴

金手捧茶杯和书卷，两侧对坐的是梅兰芳和周

信芳，梅兰芳手执折扇，后排站着的是于伶、贺

绿汀和冯雪峰，贺绿汀手中拿着的书册上赫然

写着：“国立音乐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

7位文艺前辈的位置如何安排？造型如

何设计？场景如何更贴近实力？这些细节花

费了创作者不少时间去查证历史资料，细细

考量。“构图上，我们反复探讨商榷。夏衍作

为文联主席，我们将他安排在中间，而梅兰

芳和周信芳当时年纪相对比较大，所以安排

坐在两侧。”张培础坦言，相较于从前大写意

的创作风格，这次落笔更为谨慎。场景设计

上，创作者也颇费了一番功夫，“茶几上摆放

的报纸，是我们在网上查到的一张印有上海

解放一周年新闻的报纸，烟灰缸上摆放着竖

立的火柴，也是当时特有的款式。窗外是上

海石库门弄堂的风景，就连壁炉上摆放的鲁

迅照片，也是我们查找的 20 世纪 50 年代期

刊上刊登的造型。”在他看来，人物形象、场

景设计只有尽可能靠近时代背景，才能体现

真实性。

两段缘 一幅画

他们与市文联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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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热门新闻， 是一名六旬女士迷上

了短视频平台上的“假靳东”，对方承诺要和

她结婚，她随之千里“奔现”，却无功而返，于

是郁郁不平。随后，靳东工作室发表声明，对

此类“假靳东”账号进行打假，相关平台上各

色“李鬼”一夜销声匿迹。

这并不是“假靳东”第一次撬动中老年女

性的心。上半年另一则社会新闻中，一名老太

太因为在短视频平台中与 “假靳东” 相聊甚

欢，不惜从上海赶到北京，希望与之相遇。于

是有好事者进行调查，发现在类似的平台上，

靳东是男明星中最常被盗用形象的一个，而

这些账号的追随者， 大多是深陷于网络骗局

而不自知的“绝望主妇”。

问题来了，男明星千千万，“绝望主妇”为

何独爱靳东？

端方的外形， 显然是第一要素。 年轻时

代，靳东就有着白面书生般的清秀长相，浓眉

大眼，和周渝民一起演偶像剧也毫不违和；等

到中年成名，他的整体气质又更上一层楼。与

张嘉益、陈建斌、张国立相比，他身材保养得

宜，面容更显年轻；与黄晓明、胡歌、邓超放在

一起看， 他又是经过了岁月的沉淀， 风度翩

翩，自带精英气质。

而一种更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是， 靳东近

年的大量角色都在强化“深情总裁”的形象，

这样的人设恰恰是陷于庸常生活的 “绝望主

妇”最期待和渴求的。

但我想，比起“拯救者”的形象，靳东的角

色人设还有一条不容忽视的共性———那是被

隐藏在精英外表之下的孤独与脆弱， 于成功

人士的身份无伤大雅，却极具杀伤力，能让女

性观众不由自主地相信，他如此优秀完美，但

他在情感上的遗憾， 只能由一位命中注定的

“女主角”温柔化解。你看，《我的前半生》里的

贺涵就是典型例子，一方面，他高度自律，把

事业打理得井井有条， 对失婚妇女罗子君的

帮助也是不求回报，全心全意；另一方面，母

亲去世留下的阴影让他始终缺乏安全感，无

法与同样走精英人设的唐晶彼此温暖， 反而

迫切需要罗子君充满烟火气的包容与回应。

从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看，“假靳东”也

充分掌握了这种人设的精髓。 他们会日复一

日地对粉丝嘘寒问暖， 也会用孩子气的口吻

反复表白“我想你了”“给我点红心吧”……这

些温柔的表演，让“绝望主妇”从内心深处相

信， 纵然生活一塌糊涂， 她们依然可以被需

要、被期待。从那些词不达意的留言里，你可

以看出她们的感动与骄傲： 他明明是高高在

上的大明星，却会为我的离线而慌乱，也会为

我的守候而欢喜。

所以，和新闻里冲动“奔现”的六旬女士

一样，更多被骗的中老年女性，用自己最朴素

的方式完成了“爱的奉献”。她们不求回报地

购买“假靳东”推销的三无产品，反反复复表

达点赞、留言，一次次强调，“弟弟，我配不上

你，但姐姐认了你。”。

很遗憾，哪怕不断被批评“人设雷同”，但

在影视剧里造梦的靳东是成功的。 更遗憾的

是，在生活里行骗的“假靳东”也是成功的，他

们用卑劣的手段让我们意识到， 不被需要的

生活是如此绝望，让人甘愿沉醉不醒，拥抱水

月镜花的虚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