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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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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的儿子，有着比我
在 十 五 岁 时 数 量 多 的

“书”——— 卡通连环画册、《看
图识字》《幼儿英语》《智力训

练》什么的。妻的工资并不高，甚至可以
说是“低收入阶层”，却很相信“智力投资”
一类宣传。如这等样的书，妻也看，儿子也
看，因为妻得对儿子进行启蒙式教育。倘
我在写作，照例需要相对的安静，则必得
将全部的书摊在床上或地下，一任儿子作
践，以摆脱他片刻的纠缠。结果更其值得
同情的不是我，而是他那些“书”。

触目皆是儿子的“书”，将儿子的爸
爸的“读物”从随手可取排挤到无可置处，
我觉得愤愤不平，看着心乱。既要将自己
的书进行“坚壁清野”，又要对儿子的“书”
采取“三光政策”。定期对儿子那些被他作
践得很惨的“书”加以扫荡，毫不吝惜。

这时候，母亲每每跟着我踱出家门，
站于门口，望我将那些“书”扔到哪儿去
了，随后捡回。如是频频，我不知觉。

一天，我跨入家门，又见满床满桌全
是幼儿读物的杂乱情形，正在摆布的却
不是儿子，而是母亲。糨糊、剪刀、纸条，一
应俱全。母亲正在粘那些“书”。那些曾被
儿子作践得很惨被我扔掉过的“书”。母亲
唯恐我心烦，慌慌地立刻就要收起来。我
拿起一册翻看，母亲粘得那么细致。

我说：“妈，别粘了。粘得再好，梁爽也
是不看的，这些书早对他失去吸引力了！”

母亲说：“我寻思着，扔了怪让人心
疼的不是……要不让我都粘好，送给别
人家孩子吧，也比扔了强呀！”

我说：“破旧的，怎么送得出手？没谁
要。妈你瞧，你也不是按着页码粘的，隔
三岔五，你再瞧这几页，粘倒了啊！……”

母亲说：“唉，我这眼啊，要不寄给你
弟弟妹妹们的孩子，或者托人捎给他们？”

我说：“千里迢迢，给弟弟妹妹们的
孩子寄回去捎回去一些破的旧的画册？
弟弟妹妹们心里不想什么，弟媳妹夫还
不取笑我？”

母亲说：“那……我真是白粘了
么？……就非扔不可了么？粘好保存起
来，过几年，梁爽他长大了几岁，再给他
看，兴许他又像没看过的一样了吧？”

我说：“也可能。妈你愿粘，就粘吧。
粘成什么样都没关系，我不心烦。”

于是我和母亲一块儿粘。
收音机里在播着一支歌：
旧鞋子穿破了不扔为何？
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实在太啰唆……
我想像我这样的一个儿子，是没有

任何权利嘲弄和调侃穷困在我的母亲身
上造成的深痕的。在如今的消费心理和
消费方式的对比之下，这一点并不太使
我这个儿子感到可笑，却使我感到它在
现实中的格格不入的投影是那么凄凉而
又咄咄逼人。

我必庄重。对于我的母亲所做的这

一切似乎没有意义的事情，我必庄重。
我认为那是母亲的一种权利。一种

特权。我必服从。我必虔诚。我不能连母
亲这一点点权利都缺乏理解地剥夺了！

我知道床下，柜下，还藏着一些饮料
筒儿、饼干盒儿、杂七杂八的好看的小瓶
儿什么的，对于十三平方米的居室，它们
完全是多余之物，毫无用处。

我装作不知。
是的，我必庄重。
它没什么值得嘲弄和调侃的。倘发

自于我，是我的丑陋。尽管我也不得不定
期加以清除。但绝不当着母亲的面，并且
不忍彻底，总要给母亲留下些她也许很
看重的……

一天，我嘱咐小阿姨秀华带母亲到
厂内的浴室洗澡。母亲被烫伤了，是两个
邻居架回来的。

我问邻居：“秀华呢？”
她们说她仍在洗。
我从没对小阿姨表情严厉地说过

话，但那一天我生气了，待她高高兴兴地
踏进家门之后，我板起脸问她：“奶奶烫
伤了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呀！”
“知道你还继续洗？”
“我以为……不严重……”
“你以为……你以为！那么你当时

都没走到奶奶身边儿去看看了？我怎么
嘱咐你的！……”

立时间可见谁更有势
力。江太中忙不迭迎上去：

“曼丽、阿囡，你们可让袁经
理好等，晚饭吃过没？”

雁飞和那位叫曼丽的红衣女子勾着
肩走到电梯口，雁飞照例是在大庭广众
之下不理会归云的。归凤有些疑惑，看了
归云一眼，归云走开，看着大厅中央的西
式落地灯。

“那两个大户头可又来了呢！非得两
位出马不可。”江太中体贴地摁下电梯。

那曼丽一手撑着墙，摸摸发际：“哟，
今儿可又有什么贵客让咱们红白牡丹一
块儿去招待？”

雁飞只笑，并不开口。却原来她和雁
飞在舞场的绰号叫红白牡丹。

电梯门开，两枝花被江太中送了进
去。

雁飞转身的片刻，目光似乎是转到
了归云身上，只那么一小会儿，她又转头
和身边的曼丽说笑起来。

“她不是小雁吗？怎么不认识你？”归
凤小声问归云。

归云幽幽道：“这样的她，跟这样的
我，的确是互相不认识的。”

归凤听不懂，归云却是懂得的。这样的
场合，雁飞在保全她的名声，让她清白身份
不被自己染了。归云懂，所以心里更痛。

江太中道：“这两位姑奶奶不好伺候
啊！唉，别提了，我们还是先去舞厅耍耍

吧！”
杜班主意欲拒绝，但想着今日的目

的，只好答应着，带归云和归凤先去楼
上。楼上的舞池才正是百乐门流光溢彩
的重地。男男女女，勾肩搭背，摩肩接踵，
踩着能摇晃的钢制地板，和着四周暗黄
的光影一起舞动到沉醉不知归路。

卓阳说的痛心的歌舞升平，应该是
如此吧！归云一步踏进来时，就在这么想
着，然后，就看到了卓阳的侧影。她吓了
一跳，以为幻觉，再一定睛，真是卓阳，穿
黑西服，身姿笔挺。这个人，真是老穿一
身黑，她又在想，可是不敢再觑一眼过去
打探他了。

在舞池另一角的卓阳，也在第一时
间捕捉到归云的身影。他先拧了一下眉
头，在想，她怎么会在这里？他望望他们，
又想了想，就要从侧面挤过来。

归云看一眼正听江太中胡吹的杜班
主没有注意到自己，便给归凤使了一个
眼色，暗暗地往卓阳那边走去。

卓阳也正走过来。归云细心地发现
他走路已经不带瘸拐，可见恢复得不错，
一颗心放了下来。

两人终至走到一起。“我来找人。”她
当下就说，怕他误会似的。

“我的腿已经没事了。”他不接她的
话，让她知道他没有想歪。

两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对着对
方傻傻又礼貌地微笑。

她看到他藏在西服里的相机：“实习
摄影又要做报道？”

他点头：“主题是歌舞升平上海滩。”
她想起那天他的话——— 他们唱戏，

也是给这歌舞升平多添几支歌。她又不
高兴了，眼色一黯。

卓阳摸不着头脑，姑娘又变了脸，于
是越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好。这样一犹
豫，就站在路中挡了别人，有人疾走过来，
撞歪了归云，卓阳快速地伸手扶住她。

撞归云的是那位红牡丹曼丽小姐，
身后跟着一个一脑门汗的憨厚中年人。

“我陈曼丽向来不转日本人的台子，
你再和我啰唆也没用。”陈曼丽也有尖声
锐语的时候。

中年人讲：“曼丽小姐，现在世道不
好，你不要挑三拣四让人下不来台，不趁
年轻抓一片好土，难道要枯死在百乐门
的花岗岩上？”看着憨厚的人，竟是这样
说。

卓阳把归云拉到一边。
陈曼丽冷笑，手臂横到胸前：“即便

枯死在百乐门的花岗岩上，也不能便宜
了日本人。”她眼睛一睨，见身边几个围
观的舞客中正有老相好坐在一边，就一
屁股坐到人家大腿上，道，“何少爷，
你说是不是？”

平白受了艳福的舞客心花怒放：
“曼丽小姐说的还有不对的吗？中国美
女当然不招待日本人。”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崔文琪

经历停播风波的电视剧《白鹿原》，于5月11日
在江苏、安徽卫视播出。可令人意外的是，停播
风波带来的高话题关注度以及该剧豆瓣评分9 . 0的
高口碑，好像并没有转化为以年轻观众为主的现
实的收视率。

《白鹿原》在两个卫视的收视率一直在0 . 6%上
下浮动，比不上口碑低于自己的《欢乐颂2》《择天
记》等网络IP剧。联想起前段时间播出的同样是由
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红高
粱》等收视率情况，让人不禁深思：经典文学改
编电视剧，如何能吸引主流观众——— 年轻群体？

昔日辉煌已散？

经典文学的电视剧改编在上个世纪后20年掀起
一股热潮，最为突出的是将四大名著改编成电视
剧——— 1986版《西游记》、1987版《红楼梦》、1984
版《三国演义》以及1998版《水浒传》。除此之
外，1990年根据钱钟书长篇小说《围城》改编的同
名电视连续剧，被公认为改编忠实原著的典范；
琼瑶热的升温、“海岩现象”的出现等，都彰显了
此阶段经典文学作品的电视剧改编的生机勃勃。

然而自从进入21世纪，虽然由经典作品改编成
电视剧数量不少，但形成万人空巷的观看场面的
却少。在前10年，犹有2001年的《康熙王朝》、
2003年的《金粉世家》以及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电
视剧——— 2003版《天龙八部》、2003版《倚天屠龙
记》等有较高的收视率和影响力。而自从进入2010
年，文学经典的电视剧改编仿佛进入了沉寂期，
影响力较高的仅有2014年播出的《红高粱》和2015
年播出的《平凡的世界》，但从收视率和影响力上
来看，均比不上之前的经典之作；且跟同时期的
热门电视剧对比，这两部剧也只能算收视一般。

网络IP剧势头有没有“虚高”成分？

“影视改编已不需要纯文学作家，网络足以提
供足够的题材”，在今年举办的一些影视业研讨会
上，有互联网影视公司代表作出如此判断。对
此，著名编剧汪海林表示，IP剧制作扬言不要专业
编剧，蔑视影视剧的专业性。长此以往，电视剧
就进入了低俗的、低级的叙事，而且一低再低，
彻底远离了那些经典叙事。

IP，是互联网企业炮制出的一个概念，网络小
说、神话传说、网游，甚至一个“网红”、一句
话，只要有一定的粉丝群、可开发潜力巨大，都
可成为影视剧IP。所谓“IP”必须是热门，有炒作
空间。自从2011年起，随着《甄嬛传》等网络小说
改编成的电视作品走热，网络IP剧的热度一直不
减，诞生了《花千骨》《琅琊榜》《欢乐颂》《三生
三世十里桃花》等一批收视率和话题热度双高的
剧作。虽然有以《琅琊榜》为代表的收视率和口
碑都不错的优秀网络IP剧，但更多的网络IP剧却是
市场份额大、话题热度高而口碑扑街，存在着诸
如粗制滥造、演员演技拙劣、剧情狗血、价值观
不正等种种缺陷。

正如评论家李建强所说：“网络IP的兴起绝不
意味着影视创作从此便要拜倒在它的石榴裙下，
只有‘华山一条路’可走。”

观众年轻化问题不容忽视

在网络IP剧的“挤压”下，经典文学作品的影
视化改编似乎大势已去。究其原因，业界分析主
要是经典文学作品的内容和思想与日益年轻化的
观众群体爱好的不匹配。

由经典文学改编成的电视剧，大多有强烈的
年代感。这种年代色彩放在文学作品中，会引发
人无尽的想象，而为作品添彩，但放在荧屏上，
却“因为年代、服化道成色、剧中人的生活起居
等，与现在观众生活相去甚远，不那么容易引发
话题。”

一位业内人士曾直言不讳：“年代戏和古装戏
还不一样，可能观众会觉得土吧。”这份“土
气”是经典文学作品引人入胜的重要特色，但却
成了很多优秀剧作的“折戟处”，因为日益年轻化
的观众群体没有接触过那个年代的事物，他们并
不理解和不认同这份“土气”，从年轻观众对《白
鹿原》“没意思”“画面土土的，压根不知道在演
什么”的评论中，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大多经典文学作品改编成的电视
剧皆为实力派演员阵容，缺少“流量鲜肉”加
持，让不少年轻观众失去收看的兴趣。影视评论
达人斯库里，对《白鹿原》进行了如此评价：“拿
电视剧的剧情和原著去比对，就会发现电视剧变
得肤浅了不少。”这也反映出一些经典文学改编
成的电视剧并没有再现原著的思想内核，从而让
电视剧逊色不少。

“观众的年轻化是必须重视和研究的……今
天我们讨论IP（这里的IP不仅指网络小说，还包括
经典文学作品）时，一定要既承认它文学性的传
承，同时也要考虑具体的时尚价值观的需求。”
剧作家汪天云的一席话，或许能给经典文学作品
影视化改编的出路以启发和思考。

□夏建华 报道
本报讯 由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负

责拍摄的山东梆子电影《跑旱船》5月25日在菏
泽郓城开机。

舞台剧《跑旱船》曾三次进京演出，并参加
了2017新年戏曲晚会。将舞台剧改编成电影，是
对原剧的升华和提高。影片讲述的是新农村的黄
昏恋故事，在音乐方面汇集了山东梆子的精英。
在拍摄中，注重突出牡丹、武术等地方元素与山
东梆子有机互动。著名演员邵峰在剧中饰演扈老
四，一个充满欢乐、会点武功、勇敢追求“真
爱”的农村老人。

据新华社马德里５月２４日电 西班牙最
高法院２４日驳回了巴塞罗那球星梅西就其
逃税一案提起的上诉，维持对阿根廷人入
狱２１个月的判决，不过梅西和同样被判刑
的父亲不用真正经历牢狱之灾。

根据西班牙有关规定，被判监禁两年
以下者只要未犯下其他罪行，便可获得缓
刑，因此梅西和他的父亲事实上并没有真
正需要经历牢狱之灾的危险。

这一判决是巴塞罗那当地法院在去年7
月作出的。法院认为梅西在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０９
年之间通过建立于乌拉圭等地的空壳公司
隐藏近１０１０万欧元（１欧元约合７.７元人民
币）的肖像权收入，在税务方面共犯下三
桩罪行，逃税额达到４１０万欧元。

梅西此前在出庭时曾表示，自己对此
事全不知情：“我只管踢球。我信任我的
父亲和受我们委托来处理这些事务的律师
们，从没有想过他们可能会欺骗我。”然
而这一申辩显然并未能得到西班牙法院的
认同。

梅西父亲豪尔赫·梅西此前也曾一并被
判处２１个月监禁，但由于返还偷漏税款，
他的刑期也被减少至１５个月。除被判入狱
外，梅西和其父亲还需分别缴纳２００万和
１３０万欧元的罚款。

梅西是历史上获得金球奖次数最多的
球员，也是西甲历史射手榜上的头名。在
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他又以３７个进球再
度加冕西班牙甲级联赛最佳射手。

电视剧《白鹿原》播出后热度不及口碑———

经典文学如何改编成年轻人的“菜”

梅西被判２１个月监禁
可获缓刑 不用真正经历牢狱之灾

梅西资料照片

张嘉译《白鹿原》剧照

□CFP 供图
当地时间5月24日，匈牙利名模芭芭拉·帕尔文亮相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山东梆子电影《跑旱船》郓城开机

北京时间5月25日凌晨，在瑞典斯德哥尔
摩举行的2016-2017赛季欧罗巴联赛决赛中，
英超曼彻斯特联队以2：0战胜荷甲阿贾克斯
队，夺得冠军。

图为曼联队主教练穆里尼奥在颁奖仪式上
亲吻奖杯。 □新华社/法新

欧罗巴联赛：曼联夺冠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５月２４日电 据巴西媒
体２４日援引美联社的报道，美国奥运代表团中超
过８０名运动员的奖牌出现问题，已经被送往里约
奥组委请求修复。

摔跤金牌获得者凯尔·施耐德是请求更换奖
牌的运动员之一，他的奖牌背面有很大的裂痕，
他说到本月底奖牌出现问题的美国运动员会把奖
牌送到里约奥组委，但何时能收到更换的奖牌还
不清楚。

里约奥组委发言人马里奥·安德拉达表示，
组委会已注意到６％至７％的奖牌出现了问题，他
说：“奖牌出现问题主要是没有被细心保存，因
此表面涂层被破坏，出现生锈、黑斑等问题。”
安德拉达认为，也有一部分奖牌的损坏是由于温
度变化造成的。

报道称，出现问题最多的是银牌，数量在
１２１枚到１４１枚之间。为突出环保概念，里约奥运
和残奥的银牌和铜牌使用了３０％的可回收材料。

所获里约奥运奖牌出现问题

８０多名美国运动员请求修复

□记者 鲍 青 报道
本报讯 记者从制片方了解到，由著名导演

吕克·贝松执导，戴恩·德哈恩、卡拉·迪瓦伊、
吴亦凡等主演的科幻影片《星际特工：千星之
城》定档7月北美上映，有望被引进内地。

故事发生在公元28世纪，韦勒瑞恩（戴恩·
德哈恩饰）和女主角洛瑞琳（卡拉·迪瓦伊饰）
两位时空警察，面对黑暗势力的暗潮涌动，临危
受命寻找到幕后黑手，发起绝地反击，上演一场
炫酷精彩的星际冒险之旅。电影改编自法国最受
欢迎的科幻漫画《韦勒瑞恩和洛瑞琳》，融合了
科幻、探险、时空旅行等多重元素。

《星际特工：千星之城》7月北美上映

5月25日消息，由高峰执导，刘佩琦和曹云
金等主演的电影《龙之战》，曝光了“同心协
力”版先导预告，同时片方还宣布成龙担任影片
艺术总监。5月26日晚，成龙将赴北京大学生电
影节颁奖典礼。图为影片海报截图。

电影《龙之战》改编自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
“镇南关大捷”战役，所重现的是“萃帅”冯子
材率领广西狼兵顽强抗击法军并最终取得胜利的
英雄故事。

影片将于今年暑期在全国公映。

□小 夏 报道

成龙担任电影《龙之战》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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