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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件事真的是一个大乌龙，我根本

没有收到她的短信！” 李宇春的回答有些

哭笑不得。“那件事”指的是前几天何洁在

婚礼上，说给李宇春发了短信，却没有收到

回复。昨日下午，作为某品牌代言人，李宇

春回到了家乡成都参加活动。 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 李宇春透露自己查遍了所有的邮

件、微信、短信，都没有看到何洁发的短信。

“我当天给她发了一条很长的信息，表示歉

意之类的。 可是我后来发现根本没有收到

她发的短信，与她一核实，才知道是她神经

大条，自己也不知道发短信没有，我就原谅

了她。”春春透露，自己已经和何洁约好，回

北京后吃饭聊天，还要亲自祝福这对新人。

而对于最近娱乐圈的大事王菲李亚鹏

缘尽， 春春也表示：“这件事我也有看视

频，感觉有一点点心酸，可以理解艺人那一

刻的心情。其实无论外界怎么关注，这毕竟

是两个人的事情，外人是无法插手的，多给

一点空间吧。”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摄影记者 程启凌

潘粤明：

羡慕王菲李亚鹏和平分手

昨日，由潘粤明、伊能静、胡可主演的

夺宝大戏《帝国秘符》在北京举行首映礼，

该片将于9月18日上映，因为潘粤明的离婚

事件，昨日发布会现场八卦色彩颇为浓重，

媒体记者们追着潘粤明问离婚相关事宜，

甚至连王菲李亚鹏缘尽的问题都拿来请潘

粤明作答。“您知道李亚鹏王菲的事吗？作

为过来人您对双方有何看法？”在记者提问

阶段，当这个问题抛给潘粤明时，潘粤明表

示，自己其实挺羡慕王菲和李亚鹏的“离婚

是很遗憾的事情， 我羡慕他们的分手方式，

很和平， 我也希望关心我的人都能好好

的。”他也透露，自己和董洁因离婚而闹的

官司将于25日开庭。

（陈玲莉 整理）

14

文娱

2013年9月16日 星期一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陈玲莉

编辑 肖毅

美编 刘笠丽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达人秀”昨蓉城招达人

东方卫视第五季《中国达人秀》近日

宣布启动。昨日，节目组来到成都，举行了

首场招募赛。 近40组从各地赶来的选手们

在舞台上亮出绝活，形式多种多样，集体歌

舞、夫妻对唱、魔术、武术、更有刺激的菜刀

刮胡子等表演。

（任宏伟）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昨开幕

昨日， 由四川省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筹)主办，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

址博物馆联合承办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

新发展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联席会议在广

汉三星堆博物馆开幕。据悉，本次会议以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创新与发展”为主题，

商讨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和谐共赢”的

文化遗产保护之路。

（曾灵）

左立低调来蓉称婚期还没定

昨日下午，“快乐男生”左立、饶威、杨

洋、耿琦等现身蓉城，专程为粉丝们举行见

面会。作为人气选手，意外提前离开舞台，

左立并没有太多遗憾， 透露自己已经开始

学着适应当艺人的节奏。 而关于自己的感

情问题，左立不愿意多谈，但透露婚期目前

还没有确定，希望能够尽量简单低调。虽然

以翻唱《董小姐》走红，左立自言新专辑将

主打原创。

（任宏伟）

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 我问她学

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她想了一下：“为

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一惊，良久

无言。 我从未为自己的父母写过哪怕只字

片语，即使少时在语文课堂上，也没完成过

一篇类似“我的父亲（母亲）”的作文。

前天， 我甚至混蛋到第一次把母亲

“赶”出了家门。

女儿生病，第一次输液，第一次住院，

第一次一家人为小女的高烧乱成一锅粥，我

责怪母亲没把她照顾好，人高马大杵在病房

里，高声准备着下一句恶狠狠的埋怨。有时

候男人的冲动会像灵魂有残疾的人，源源不

断输送着荒诞不孝的语言。甩开我个人已为

人父的感同身受，我开始奋力驶向一种变形

的报复。回到家，母亲收拾衣物要离开，眼角

有泪，她在门口迟疑，嘴里同样念叨着女儿

的病。我急火攻心，一句“你走吧”脱口而

出，实际上是因为想各自冷静。

母亲转身，拿起衣物离开的背影，和十

多年前送我上大学在月台上的背影一模一

样。关门，望着女儿高烧的面庞，悔意丛生。

一整个下午， 我就像摇着轮椅进入失

乐园的孩子， 这乐园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

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去楼下的商店，买了

一棵小树苗和一个最简易包装的月饼。我

一直没有给母亲打电话，我想请她吃月饼。

我们有多久没吻过父母？ 中秋将近，我

们准备了一组关于爱关于亲情的特别策划

报道， 静下来心来重温一些久违的人和情

绪。讲一讲央视公益广告背后的故事。多年

前， 一个为母亲洗脚的公益广告深入人心，

一句“父母是儿子最好的老师”成为一种深

刻的教诲，抵换我们多年忽略的情感：爸爸

善意的谎言、妈妈默默深厚而一生无言的陪

伴、还有已写进法律的“常回家看看”，甚至

更早年前满巷扑香的黑芝麻糊广告。年月走

过，我们也为人父母，面对人生的难，但我们

也发现，给自己父母发的问候短信，越来越

短， 越来越不愿面对他们说句肺腑之言，很

多羞于出口的恰好就是最真实的，亲情就是

一次次滚石上山，世界太快，那声“爱”却慢

得离谱，慢得拉扯，慢得人心惶惶———我们

编织一些谎言，或者延缓真相的流露，我们

都太江湖了，江湖到见人拆招，望山唱歌。

我回到家， 发现母亲已经在与女儿玩

耍，接过树苗，她们一起去楼顶的小花园种

下，母亲像没事一样，默默，更令我心痛。

过去3年，张德元创作的公益广告“爱的

表达式”，就如同一盏温暖的小台灯，打开了

人们的心灵之窗———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一系

列公益广告中，以“Family”（注：家）这一英

文单词为创意，展现“家”之温暖的动画广告

最为大众所熟悉。 令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的

是， 这一作品的创作者却是来自山东滨州的

一位贫家少年。3年来，他用“爱的表达式”让

人们“开悟”家的温馨；3年后，他用自己的故

事让人们领会梦想的魅力。中秋节来临之际，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这位正在浙江宁波追逐

梦想的少年。

作品

字母巧妙演化成家庭之“爱”

“小时候，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高大魁

梧的他为我们遮风挡雨； 妈妈是典型的贤妻

良母，相夫教子。长大后，少不更事的我总想

挣脱爸爸的束缚， 屡次顶撞唠叨的妈妈

……”《爱的表达式》画面很简洁，创意却很

温馨， 通过对Family这个单词的巧妙解读和

演化，春风化雨般地击中了观者的心田。

F，是Father，M，是Mother，I，是Me，每个

字母再组个词儿， 便凑成了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爸爸妈妈我爱你）的

亲情表达，再配上不断演化的字母，“岁月苒

转，光阴似箭 ，有一天突然发现爸爸的背已

经驼了，妈妈的身体已经臃肿塌陷。我想，是

时候尽一份子女的责任了， 悉心呵护起这个

家： 给父亲一个依靠的臂膀， 做他贴身的拐

杖；为母亲撑起一把庇护伞 ，遮蔽盛夏的骄

阳……”

24岁的张德元自己也没有想到， 当初上

学期间不经意的Flash作品会作为央视的首条

公益广告播出， 通过荧幕， 温暖了千万个家

庭，照亮了无数人的心田。这则《爱的表达

式》 也一举荣获2011年度公益广告创意奖，

让张德元一举成名。

故事

最初作品为病逝的父亲而作

创作动画的那一年， 张德元19岁。 这位

1989年生的山东少年，没念过大学，高考失利

后不顾母亲的反对报读了济南一家私立电脑

学校，学习影视后期制作。2008年年底，他刚

学完Flash软件， 需要一个学以致用的试手作

品，病逝的父亲给了他创作的灵感。那一年，

是父亲病逝五周年， 思父之情让他一挥而就

写下了那段文案，目的，只是想表达“树欲静

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的遗憾。

“当时创作的初衷，是父亲的因素更多，

想通过这个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 提醒大家

向父母索取的时候不要忘了回报父母。 因为

现在啃老族特别多，父母开始为你遮风挡雨，

当他们老了， 你因为工作原因， 很少去看他

们，对父母来说是特别残酷的事情。可能是当

下社会的一种缩影， 所以能够引起大家的共

鸣。”张德元回忆，这则广告对他自己的启迪

也很大。父亲生前嗜酒成性导致家道中落，生

活重担落在母亲孱弱的身上， 年少叛逆的他

不是没有埋怨过爸爸。后来年岁渐长，体验到

生活的艰辛，开始慢慢体会到父亲的无奈，只

是那时候父亲已然过世。

成名

搭档母亲一起为公益广告代言

那时候， 张德元将这个作品命名为

《Family》。2011年毕业后，一路南下闯荡，一

天无意中在论坛上看到中央电视台面向公

众征集公益广告创意的消息，“我随手挖出

被我雪藏了已久的作品，点了几下鼠标就发

了几份过去。”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是，作品投

了，就中了，还获得了年度创意大奖。2012年

5月，张德元又再次应央视的邀请，和母亲一

起拍摄了一则公益广告的宣传片，通过自己

的亲身经历鼓励更多人投入到公益广告的

创作中。

“我记得有一个递钱包的画面，导演规

定，她正在吃饭，要先放下碗筷，再看一眼钱

包，再看我，视线来一个接触。但当时她要么

直接看我忘了放碗，要么放下筷子，忘了看我

……”那一段画面，讲的是张德元带着获奖

的广告作品回家， 将获奖奖金递给母亲的情

景，配合上《爱的表达式》的主题，母子间的

互动就成了广告之外最好的证明， 亲情的力

量在画面上弥漫。

这则广告， 不仅让观众对亲情有所感

悟，对于创作者的张德元来说，也有很大的

影响。亲情和梦想之间的两难选择，张德元

也在感同身受。年少时叛逆，不顾母亲的反

对选读自己喜欢的专业， 毕业后到处闯荡，

难有回家的时候。母亲打来的电话里，彼此

说起自己的状况，也都是三言两语报喜不报

忧……这个中秋他一心想要回家探母，第一

次电话打过去约采访的时候，他斩钉截铁地

说，中秋是想要回家的，但是两天后采访，情

况似乎有了新的变化，“公司里还有些事情，

又只有3天的假，两天在路上，回家也只能休

息一天，妈妈说太辛苦，不划算……”这似乎

是所有在异乡打拼的游子面临的相同的辛

酸和遗憾，而父母永远是站在为子女考量的

那个位置上。

马晓晴复出

由王全安导演的电影《团圆》将于9月

19日公映，该片在柏林电影节收获银熊奖，

昨天，成都商报记者获悉，这部电影竟然是

马晓晴的复出之作。据悉，这是马晓晴与王

全安的第二次合作， 两人曾一同出演电影

《北京， 你早》， 片中他们饰演一对恋人。

（张世豪）

爱的表达，披露央视公益广告幕后故事

柳传志助阵企业家真人秀

继草根真人秀、明星真人秀之后，企业

家真人秀也来了。著名制片人王利芬倾力打

造的《赢在中国碧水蓝天间》，将于今晚在

江苏卫视亮相。昨日，节目在京举办了盛大

的发布会，孟非担纲主持。现场，除制片人王

利芬和12位参赛企业家全线出席外，这档节

目也受到了商界大腕们的瞩目，包括联想控

股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任志强都鼎力助阵。

（曾灵）

□

谢礼恒

“家”的作者 难有时间回家看妈

昨回蓉坦言对王菲李亚鹏缘尽有心酸

李宇春：

我没收到何洁短信

张德元因为工作中秋节很难回家看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