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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皆当润砾成珠——— 见证乱世温暖 回望人间真情———

此心未歇最关情
□ 梁晓声

三七年夏至
□ 未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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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你们失去它。要
么，你们将会看到打狗队的
人，当着你们的面儿活活打
死它。你们都说话呀！”

我们都不说话。母亲从我们的沉默中
明白了我们的选择。母亲默默地将一个破
箱子腾空，铺一些烂棉絮，放进两个掺了
谷糠的窝窝头，最后抱起“3号”，放入箱
内，我注意到，母亲抚摸了一下小狗。

我将一张纸贴在箱盖里面儿，歪歪
扭扭，我写的是——— 别害它命，它曾是我
们的小朋友。

我和母亲将箱子搬出了家，拴根绳
子，我们拖着破箱子在冰雪上走。月光将
我和母亲的身影印在冰雪上。我和母亲
的身影一直走在我们前边，不是在我们
身后或在我们身旁，一会儿走在我们身
后一会儿走在我们身旁的是那一轮白晃
晃的大月亮。不知道为什么月亮那一个
晚上始终跟随着我和我的母亲。

半路我捡了一块冰坨子放入破箱子
里。我想“3号”若渴了就舔舔冰吧！

我和母亲将破箱子遗弃在离我家很
远的一个地方……

第二天是星期日。母亲难得休息一
个星期日，近中午了母亲还睡得很实。我
们难得有和母亲一块儿睡懒觉的时候，
虽早醒了也都不起。失去了我们的“小朋
友”，我们觉得起早也是个没意思。

“堵住它！别让它往那人家跑！”

“打死它！打呀！”
“用不着逮活的！给它一锨！”
男人们兴奋的声音乱喊乱叫。

“妈！妈！”
“妈妈！”
我们焦急万分地推醒了母亲。
母亲率领衣帽不齐的我们奔出家

门，见冬季停止施工的大楼角那儿，围着
一群备料工人。

母亲率领我们跑过去一看，看见了
吊在脚手架上的一条狗，皮已被剥下一
半儿，一个工人还正剥着。母亲一下子转
过身，将我们的头拢在一起，搂紧，并用
身体挡住我们的视线。

“不是你们的狗！孩子们，别看，那不
是你们的狗……”

然而我们都看清了——— 那是“3号”，是
我们的“小朋友”。白黑杂色的漂亮的小狗，
剥了皮的身躯比饥饿的我们更显得瘦。小
女孩般的通人性的眼睛死不瞑目……

母亲抱起小妹，扯着我的手，我的手
和两个弟弟的手扯在一起。我们和母亲
匆匆往家走，不回头，不忍回头。

我们的“小朋友”的足迹在离我家不
远处中断了，一摊血仿佛是个句号。

自称打狗队的那几个大汉，原来也
是备料工人。

不一会儿，他们中的一个来到了我
家里，将用报纸包着的什么东西放在桌
上。母亲狠狠地瞪他。

他低声说：“我们是饿急眼了……两
条后腿……”

母亲说：“滚！”
他垂了头往外便走。
母亲喝道：“带走你拿来的东西！”
他头垂得更低，转身匆匆拿起了送

来的东西……
雨仍在下，似要停了，却又不停，窗

前瑟缩的瘦叶是被洗得绿生生的了。偶
尔还闻一声寂寞的蝉吟。我知道的，今天
准会有客来敲我的家门——— 熟悉的，还
是陌生的呢？我早已是有家之人了。弟弟
妹妹们也都早是有家之人了。当年贫寒
的家像一只手张开了，再也攥不到一起。
母亲自然便失落了家，歇栖在她儿女们
的家里。在她儿女们的家里有着她极为
熟悉的东西——— 那就是依然的贫寒。受
着居住条件的限制，一年中的大部分日
子，母亲和父亲两地分居。

那杨树的眼睛隔窗瞅我，愣愣地呆
呆地瞅我。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神低沉
的眼睛，大抵都是那样子的，冷静而漠
然。但愿谁也别来敲我的家门，但愿。

在这一个孤独的日子，我忘不了我
的小说第一次被印成铅字那份儿喜悦。
我日夜祈祷的是这回事儿。真是了，我
想我该喜悦，却没怎么喜悦。避开人我
躲在个地方哭了，那一时刻我最想我的
母亲……让我想念我的老母亲，深深地
想念……

归云确实在边走边发
呆。

今天她的思绪很乱，可
阳光很好，含着春风，吹在

脸上，能吹开思绪，让脑中一片空白，
什么都不用想。这让她很想独自漫步，
便渐渐走到爱多亚路上。

这条路是由昔日窄小脏乱的洋泾浜
填出来的，夯实了柏油，变得结实，变
成上海滩第一宽阔的马路，承载起人们
生活的重量。

这路，因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命
名。在中国建一条路，纪念侵略者的皇
帝，谁在乎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的尊
严在这个时候，上不得台面。

上海的繁华，被抬到与纽约巴黎一
致无二，但此境的繁华是苟且的。十里
洋场，歌舞升平，似乎一切都软弱了。

她思前想后，心便渐渐痛了。归云
定神，欲往跑马场方向走，但路上的车
阻滞着，逐渐列成一排。行人停驻下
来，张望着，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她张
望了一阵，就见前方黑压压拥来一片人
海，那浩浩荡荡的队伍由远及近。路边
还有不少中外记者，举着相机，一边跟
随游行队伍，一边猛拍。

然后，归云看到了一个熟人。那熟
悉的侧影，熟悉的黑色中山装。他挺直
了背，背对着她，面对着游行的学生。

归云便往前疾走几步，侧头看他。

正是卓阳，手里端着相机，挤在一群记
者中间给游行的学生们拍照。她想是不
是要上前打个招呼。

警车的警笛响了起来。法租界的警
车开来五六辆，下来几十个华人巡捕，
装备齐全，不由分说先挥舞警棍冲向学
生。后面还有后援的，列队排好，虎视
眈眈的，在威胁，也真的准备随时动
手。当然，还有围追的，从公共租界一
路跟来法租界。

汉军未掠地，四面已楚歌。
游行的队伍末尾乱了形，男生们把

女生护卫在中间，和巡捕推搡。得了命
令的巡捕将学生往死里打，马路上瞬间
乱成了一团。

巡捕们忙于围堵学生，自是管不了
那伙拍照的记者。卓阳竟直接冲去最前
面，对着殴打学生的巡捕一阵猛拍，闪
光灯亮个不停。被拍的巡捕先是错愕，
反应过来后放开学生，朝卓阳扑过去，
要抢他手里的相机。

两人扭在一起，只听到卓阳冷笑：
“既然是中国人，为何围堵爱国学
生？”

巡捕也冷笑：“我管你爱国不爱
国，在老子的地盘就要放规矩点！”

卓阳要护住手中的相机，只能在巡
捕的警棍下左躲右闪。有两个爱国学生
见状，过来要帮卓阳扯开那巡捕。巡捕
一见自己一个人对三个人，便伸手掏

枪，恰好此时真有和学生冲突的巡捕对
空放了枪，这巡捕也不甘示弱，便向地
上放枪。卓阳三人躲避不及，都一个趄
趔，摔在地上。

归云见卓阳裤脚霎时沁出了血渍，
不顾一切地拨开人群，挤到他身边问：
“你没事吧？”

卓阳顾不上看来人，把相机挂在脖
子上，再看着自己的小腿，伸手给归
云，道：“麻烦你扶我一下。”一转
头，发现身边的人竟然是归云。她正一
脸担忧，他想不能让她担忧，就吸一口
气，展开眉笑：“看西洋镜的小姐，扶
我一下啦！”

归云想也未多想，扯开那匹蓝色纺
绸，迅速裹紧卓阳受伤的小腿。然后抓
起他的臂膀，搭在自己瘦弱的肩头，一
手搁到他另一边的臂弯下，弓腰起身，
带着他慢慢站起来。毕竟女孩力量不
够，她支撑得很是吃力。卓阳也意识到
了，用另一只脚着力，尽量担去全身的
重量，不将重力都托付到归云身上。

他站稳，平衡了身体，要她安心：
“没关系，只是弹片擦伤，不然老早血
流如注。”实际上还是痛得想龇牙咧
嘴，现在不过努力平复脸部的神经对疼
痛做出的反应。他吸一口气，问：“霞
飞路的二十八幢头认识吧？”

归云点头：“我认得那里。”
他说：“麻烦你送我这伤号去。”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崔文琪

随着玄幻剧《择天记》在湖南卫视的热播，
在剧中饰演“天海圣后”的气质美女陈数再一次
受到观众的广泛关注与喜爱。5月18日上午，陈
数接受媒体群访，畅聊拍摄趣事。

君临天下的孤独女王

《择天记》作为陈数的第一部古装剧，也是
她第一次颠覆性的尝试。陈数表示，圣后身上有
非常极致的两个特点，一个是极端的威严和果
断，绝对是君临天下的风范和气质。但她其实是
孤独的女王。特别是她没有了丈夫，又献祭了孩
子，我相信这也是她生命中永远存在着的痛。

演绎古装剧最大的一个困难莫过于是服装
造型费时费力，陈数也受到了同样的挑战。在播

出后，网友评价陈数在剧中的造型都特别美，每
个造型都能驾驭，陈数表示，“这次的造型非常
美，当然美丽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欲戴王冠必承
其重，每天化妆的时间基本上是要超过两个小
时的。头饰特别多，特别沉，有时候为了节约剧
组的拍摄时间我就一边吃早餐，一边让发型师
作这些配饰的佩戴。因为头饰在拍摄现场也不
方便取下来，一戴就是一天，累的时候只能侧靠
在墙上或者拿手扶一下头缓解一下。”除此之
外，当时拍摄正值夏天，一套戏服都是层层叠叠
好几件，穿起来更是闷热不透气。尽管拍摄很辛
苦，但陈数仍开心表示：“我也在追剧，看到拍出
来的效果这么好，当时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与年轻演员合作很奇妙

剧中，陈数与鹿晗、古力娜扎等众多90后年

轻演员合作，对手戏颇多。谈及感受，陈数表示，
十分特殊和奇妙，“有些时候我看见他们在演
戏，或者在旁边聊聊天，首先就会觉得很养眼，
他们青春可爱、非常生动，那是一种无法藏匿的
美好。我也第一次很密集地体会到了年轻演员
身上那种很本真、本能的表演特点。”

她说，因为在剧中的人物关系设定，和鹿晗
的合作戏份是最多的，并且对两人的首次合作
非常满意。她夸赞鹿晗表演时“真实的松弛非常
美好”，更表示，鹿晗演绎“陈长生”这个角色再
合适不过了，鹿晗让“陈长生”这个人物真实舒
服，也正是因为鹿晗完美的诠释，让自己在和

“陈长生”对戏时，可以更好地把握“圣后”这一
角色的情绪，合作起来更加默契。

不断前行的一个选择

陈数一直有“气质美女”的称号，被问到保
养秘诀时，陈数毫不避讳地说，自己在上学时就
注意到对皮肤的保养了，保持一个良好的个人
状态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保养不仅仅是自己职
业上的需要，也是自己审美的追求。同时，为了
能够有一个好的形体，运动是必不可少的，比较
倾向于瑜伽类的舒缓运动。能够在保证营养的
前提下注重平衡，不去节食，这样是最好的。”

陈数之前的作品类型多以民国剧、家庭剧
为主，此次转型出演玄幻剧，是否会影响日后的
事业规划呢？陈数调侃说，这些年的戏涉及的面
很广泛，“这也说明我是一个不老实的人。总是
希望看看自己还有什么可能。所以，这次出演

《择天记》，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转型，其实是我
不断前行的一个选择，就是我要看看我还可以
怎样，我不是一个单一的人。”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实习生 刘登辉

浙江卫视推出的户外竞技真人秀节目《奔
跑吧》欢乐开跑，常驻嘉宾鹿晗与迪丽热巴新组
的“荧屏情侣”不但未能为节目带来超高热度，
反而招致粉丝大规模声讨和观众质疑。伴随网
络综艺节目的异军突起，荧屏综艺为守阵地，使
出浑身解数，甚至为博眼球不惜恶意炒作。

矛盾，激发新看点

第二季度综艺大战异常激烈，各类节目全
面开花：户外真人秀《花儿与少年第三季》
《七十二层奇楼》《奔跑吧》，歌唱竞技类
《我想和你唱》《跨界歌王》，文化益智类
《诗书中华》《汉字听写季》……为独得观众
青睐，有节目组“剑走偏锋”，故意制造“矛
盾”，引发观众热议和网络热搜。

在明星育儿类综艺《妈妈是超人第二季》
中，奶爸秦昊的表现令观众十分不满，他不仅对
妻子伊能静眼睛肿痛“不管不问”，照顾女儿米
粒也是“心不在焉”。他的这一行为引来网友热
议两人婚姻状况，甚至有“家庭婚姻专家”跳出
来唱衰秦昊、伊能静二人婚姻。忍无可忍的伊能
静不得不在微博发文，无奈说道：“原本想给一
家人美好回忆，好像走偏了。看到网友为我们吵
成一团，我真心道歉，这一切不是网友的问题，
还是角度选择的问题……很多人只是说出他们
看到的片断。”节目组不仅借助“神”剪辑引起矛
盾、招来热议，还常依靠炒作“荧屏情侣”的手段
制造看点。鹿晗与迪丽热巴并不是《奔跑吧》第
一对“情侣”，郑恺与杨颖组成的“周五情侣”曾
是该节目宣传的一大热点，虽然二人在生活中
分别有伴侣。

炒作，为了高收视

为了再创收视高峰，综艺市场似乎形成一
套百科全书式的炒作手法，其中更不乏专门的

炒作公司代理业务，营造出一派“没有炒作，
节目必死”的景象。

收视竞争越来越激烈，基于收视考虑的炒
作行为固然可以理解，可一旦炒过头，问题就
出来了。《爸爸去哪儿第四季》中，节目组大
炒董力、阿拉蕾“父女档”，董力亲自给阿拉
蕾洗头、做饭，而阿拉蕾对实习爸爸也是百般
依赖，还曾童言无忌表白对方，“等我长大了
我妈就把我嫁给你”。节目组的这一做法遭到
女童保护工作者的质疑，社会专家也都纷纷出
来表态，“陌生男子与未成年女童的互动模式
极易诱发儿童安全事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
响”。婚恋节目《中国式相亲》不断扔出“妈
宝男”“中国式巨婴”“外貌党”“直男癌”
“妇女工具论”等话题，这不仅没有引导树立
积极向上的婚恋观、价值观，反而借着宣传守
旧的婚姻、家庭观点，激起争议，提升收视
率。

底线，坚守的阵地

炒作，的确能为节目带来收视率与关注
度，但火候把握不好，就容易“炒糊”。倘若
节目创作只沉浸于炒作的漩涡中，就会出现大
量以感官刺激为目的的“文化快餐”，污染当
下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态环境。此前，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发出《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管理
的通知》，明确指出：“不能为吸引眼球就故
意激化矛盾，突出放大不良现象和非理性情
绪。”但仍有综艺节目游走在规定边缘，遗忘
了综艺节目的创作本心。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侯亚光认为，现代综
艺节目的生产一切服务听命于市场，整个大众
文化市场被一种虚幻的繁华、喧嚣的浮躁所笼
罩，节目日益低俗化、儿戏化、无聊化和弱智
化。生理的肤浅的东西在浮升，而精神的深层
的东西却在沉降。对此，他建议：“必须旗帜
鲜明地将先进文化的责任感融入到综艺节目中
去，把节目内容中的‘千奇’‘百怪’巧妙地
加以点评或鞭挞，将假丑恶作为创作的素材，
完成向真善美的转化。对于当下乱象丛生的
‘炒作市场’来说，不但底线要明晰，更要有
强大的法律效力做支撑，该出手时就出手，确
保为综艺市场正本清源。”

综艺节目炒“荧屏情侣”“神”剪辑引发观众不满

要想走得远，必须走得正

在玄幻剧《择天记》中出演“最美圣后”

陈数：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当地时间5月17日，戛纳，伊娃·赫兹高娃出席影片《伊斯梅尔的幽魂》首映式。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广州５月１８日电 ２０１７华金证券珠海
ＷＴＡ（女子网球协会）超级精英赛承办方１８日宣布，
格拉芙将继续担任赛事全球形象大使。在今年的赛
事举办期间，她将再次来到珠海横琴，与球迷共赴网
球盛宴。

德国巨星格拉芙曾获得２２个大满贯单打冠军，
在１９８８年她连夺四大满贯和奥运会金牌，创造“金满
贯”传奇，并保持着公开赛年代以来世界排名第一周
数最长的纪录（３７７周）。退役后，她依然活跃在网球
运动的全球推广和公益活动的组织参与中。

珠海ＷＴＡ超级精英赛创立于２０１５年，为单打强
制赛，由ＷＴＡ全年冠军积分总排名９—１９位的顶尖
单打球员以及总排名第八位以后的四对双打选手参
与角逐。在过去两年的比赛中，大威、沃兹尼亚奇、斯
托瑟、科维托娃等球员都曾参赛。

2017年，赛事总奖金将进一步提高到228万美
元，单打冠军将获得700分的世界排名积分。

格拉芙连任
珠海ＷＴＡ超级精英赛

全球形象大使

据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2015年春天，吴京自
导自演的动作电影《战狼》成为当年清明档票房黑
马，也被誉为近年来主旋律电影的市场“突围”之作。
时隔两年，影片续集《战狼2》定档7月28日，仍由吴京
导演、主演，故事线索也将延续，只是地点从中国边
境转移到了海外。

吴京18日在京介绍，《战狼2》讲述了正经历人生
最低谷的主人公冷锋，想在海上漂泊了此一生，却卷
入了一场和非洲国家一起抗战的故事。主演包括弗
兰克·格里罗、吴刚、张翰、卢靖姗、丁海峰等。

影片主人公冷锋是一个以邻家坏小子的形象诠
释全新的军人。虽然有着“痞”的一面，但冷锋同时也
是一名极其专业顶尖的军人，他是神枪手，反应敏捷
赶超人类体能极限，战术高超头脑灵活，更有着极为
鲜明的“中国特色”，即一身中国功夫。

电影《战狼》推出续集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东方奇幻巨制续集《捉妖记2》在第70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日重磅宣布，该片将于2018
年2月16日大年初一全球同步公映。该片还曝光了国
际版先导海报，备受关注的新妖初露端倪。

此次发布的海报画面中，胡巴挥舞鱼钩钓上“大
鱼”，一只头顶荷叶的巨妖浮出水面，神情古怪地盯
着面前“闯祸”的小萌妖。疑似名字为“Ben”的新妖
若隐若现，而它与胡巴是敌是友也留下不少悬念。

片方介绍，这一次的续集故事会有更多妖、更好
笑、更打动人。全新故事中，天荫带着小岚踏上寻父
之路，而重回永宁村的胡巴再度被妖王追杀。与此同
时，江湖盛传胡巴的重金悬赏令，妖界大军、天师精
英、绿林草莽闻风而动，一场腥风血雨即将来临。

《捉妖记2》定档明年初一

当地时间5月17日，2016-2017赛季NBA季后赛
东部决赛第一场比赛中，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主场以
104比117不敌克利夫兰骑士队，从而以0比1的总比
分暂时落后。图为凯尔特人队球员布拉德利(中)在
比赛中扣篮。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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