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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新故事——— 有些人，生命以必须的方式存在———

上锁的房间
□ 【美】劳拉·金

第九次在天堂
□ 裘山山

24 28
我下楼去找福尔摩斯，

他正在图书室，拿着一本
书，坐在我刚才掀开的皮椅
上。桌子上摆着他从厨房拿

来的一个烛台，上面新添了蜡烛，地板
上有几滴蜡油，连起来便是他沿着书架
行进的路线。蜡烛燃了一半，但烛光依
然够亮。我发现，书架上的灰尘线与书
本边缘并不吻合。

我举起烛台，靠向书架，书顶上落
了一层灰，其中有些书，书脊顶部边缘
的灰尘，留有蹭过的模糊痕迹。看来入
侵者曾拔出书本，查看书后边有什么，
但没有一本一本地翻。这倒让我松了口
气，因为如果他们辛辛苦苦地翻每一本
书，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就表
示他们的思维缜密，而且有潜在的危险
意图。他们只找了比较明显的地方。

但找什么呢？
我将烛台放回桌子上，摁灭火苗，

然后轻轻地把另一张椅子上的防尘布拽
下来，任由它飘到地上。我打了个喷
嚏，坐下来。

“你知道他们在找什么吗？”
“应该是找你父亲的东西，与你母

亲无关。家里有保险箱吗？”
“据我所知，没有。我只知道他们

把母亲的珠宝保存到银行了，每次母亲
想戴的时候，都得及时取回来。”

“我认为入侵者肯定不知道这件

事，否则不会动相框。”
我还一直觉得是时间的作用。我又

问：“你注意到客房的床铺也有人动过
吗？”似乎要挽回形象。他拍了拍衣服
口袋，算是回答，表示里边揣着装着证
据的信封。“头发吗？”

“一张床上有灰色短发，另一张是
棕色长发。”

“有多长？”
“和你的——— 你原来的头发一样

长。”他说道，认可我寸头的必要性，
但还没接受这个现实。

“女人？老天。”
他把膝盖上的书扣上。“罗素，你

究竟怎么打算的？”
“我不知道，福尔摩斯，”说着，

我摘下眼镜，揉了揉发疼的眼睛，“我
真不知道。”

过了一会儿，他又翻开书。我去了
厨房，打开后门的锁，步入那片荒野。
我站在潮湿下沉的砖石上，突然觉得自
己想法天真，本来决定将房子恢复成
当初辉煌的模样，意识到巨大的任务
量后，我又有些踌躇。我到底在想什
么？可能好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才能
把房子和花园修整好，修整成能住的地
方，但之后呢？我并不打算搬回加利福
尼亚。

重修房子也无法修复破碎的家。
还是趁着没有日久生情将房子卖掉

的好。让别人去操心荆棘和老鼠的问题
吧。让别人去爱它吧。

一道红光从我身边呼啸而过，速度
极快，目不能及，我只觉得比印度王公
的红宝石还要亮眼，像是大自然的魔
法，像是预示着我的决定得到了上苍祝
福。之后，红光停了下来，悬在半空，
吸食垂着头的金钟花的蜜汁。原来是一
只蜂鸟。从小到大我都没见过，所以此
刻我紧盯着它，带着孩子般的好奇。它
又快速飞走了，我察觉到自己脸上挂着
笑容。

回到图书室，我在福尔摩斯背后站
定，说道：“依我看，这里有两个互不
相关的问题。首先是房子的问题，以及
如何处理。另一个与我们在这里发现的
谜题有关——— 不一定非得看作闯空门，
似乎并没丢什么东西，除了门柱圣卷，
但我不打算追究了，毕竟，我也知道了
更多关于家人的事情，记起了在这里度
过的时光。这毕竟是我的过往。我会待
上一周，与诺伯特会面的间隙来看一
看。然后我们就离开，告诉诺伯特，规
定时间一到就马上出售，距现在还有两
年。”

福尔摩斯回过头望着我，挑着眉，
又是这副无所不知的样子，一副让我重
新考虑草率判断时的表情。但是，这回
我似乎猜到了他在做什么打算，于是叹
了口气。

裹着被汗水湿透的军
装，再向海拔4200米的白马
拉卡山进发。所有的人，包
括黄仕刚在内，体力都已到

达了极限。偏偏高原反应袭来，个个胸
闷气短，脸色煞白，有个战士还晕了过
去。黄仕刚虽然没有晕倒，也明显感
觉到了高原反应，脚好像不再是自己
的，人也有些恍惚，仿佛大脑一片空
白。他努力站稳，定了定神，暗暗告
诫自己，这种时候，自己绝不能出状
况！有时候，人的意志真的很管用。
黄仕刚一口氧气没吸，就挺过了高原
反应。他的意识很快恢复了，在和赵
营长商量后，决定为减少高原反应从
山下绕行，宁可多走四五公里路。傍
晚，终于到达了第三个宿营点，拉达
节。

脱下靴子，每个战士的双脚都是血
疱。因为被泥浆灌满的靴子，摩擦力很
大。战士们睡下后，黄仕刚跟着赵营
长，捡起一双双靴子放到火堆旁烘烤。
瘦小的赵营长绝对有着大哥的风范。他
说，晚上烤干了，明天他们就可以穿上
干爽的靴子走路了。

9月23日，登顶的日子到了，就要
抵达43号界碑了。

山中大雾笼罩，能见度很差。经卫
星定位系统测定，43号界碑就在他们前
方几公里之外的德纳拉卡山口。一线指

挥部决定把最后的任务，交给黄仕刚去
完成。

出发前赵营长对黄仕刚说：我要你
记住两点，去的时候你要走在最前面，
给战士们带路；回来的时候你要走在最
后面，确保每个战士都在你前面，安全
回到营地。

黄仕刚大声回答：是！
黄仕刚知道，最后的考验到了。不

仅仅是要登上4160米的德纳拉卡山口，
还要在登上德纳拉卡前，经过一道山
脊。那山脊两边都是悬崖，宽不到90厘
米。每年只有在冰雪融化后才能勉强通
过，是典型的刀脊背。那天天气依然不
好，刮着四五级大风。稍有不慎，就会
从刀脊背上掉下悬崖。

黄仕刚先率战士们用绳索固定好两
头，然后第一个走上刀脊背。比起训练
场上的平衡木，比起怒江上的吊桥，眼
下的刀脊背，是没有可比性的真正大
巫。一些从来没有恐高症的战士，也感
到双腿发软，微微有些打战。黄仕刚却
没有丝毫犹豫，率先走了上去。稳稳
地，一步步地，过了刀脊背。

事后黄仕刚跟笔者说，真是奇怪，
到了那个时候，我完全忘了自己有恐高
症。责任在肩，只想着要完成任务，要
给战士们做榜样，要保证每个战士的安
全。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些，没有一点空
余想自己了。

黄仕刚第一个冲上德纳拉卡山口，
第一个扑向亲爱的43号界碑，他的兵跟
在他身后一起扑了上来。他们激动地向
指挥部报告，激动地用带来的矿泉水擦
洗界碑，然后用红漆重新描摹界碑上的
“中国”两个大字……在那一刻，界碑
就是他们亲爱的祖国。

站在山口，黄仕刚深深地吸了一口
清冽的氧气稀薄的空气。忽然发现，云
开雾散，眼前出现了苍茫雄伟的梅里雪
山！他故乡的山！尤其是那座被人们誉
为神山的博瓦格纳峰，竟在阳光下清晰
可见！

望着险峻而又秀丽、灿烂而又神秘
的博瓦格纳峰，黄仕刚激动万分。原
来，老天爷在给了他种种考验后，没有
忘记给他奖励，那是最高的奖励：让他
站在最高处，望见家乡，望见心中的神
山。

(连载完，有删节。)
明天开始连载《在另一个宇宙的

1003天》，这是一本疗愈的书，更是一
本自由的书。

“在另一个宇宙”有两层含义，一
是在抑郁症、在困难中生活有点像在另
外一个宇宙，我们可能去到那里，也可
能回来；二是把病症、困难看做平行世
界，也是神奇的情况，用这种角度去
看，能够增加我们和困难同行的勇气和
韧性。敬请关注！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中国乒乓球队前
总教练刘国梁12日就即将在伦敦举行的2018年乒
乓球世界杯团体赛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队的实
力目前依然是统治级的，但日本年仅14岁的华裔
小将张本智和需格外关注。

“张本智和将会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数，”刘
国梁说，“他在现有年龄段取得的成绩和他对乒
乓球的热爱，单纯从打球上来说，我们现在同年
龄段的球员跟他打，是没有优势的。”

1月下旬结束的全日本乒乓球锦标赛上，张
本智和二度击败九冠王水谷隼，首夺成年组全国
冠军。2月22日至25日即将在英国开赛的世界杯
团体赛上，状态正热的这名天才少年也被列入日
本男队出战名单。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中国女足国家队
主力门将赵丽娜，12日通过个人微博宣布退出国
家队。赵丽娜并没说明退出国家队的原因。

26岁的赵丽娜在实名认证的微博上写道，
“结束了我在国家队的最后一期集训，每一天都
充满了期待和惊喜，这三年每一天有你们的陪
伴，都让我觉得无比幸福，希望在接下去的日子
里，你们为中国女足带来更多的不可思议……”
在发布了这段声明后，赵丽娜又在自己转发的微
博上注明，“忘说重点了，退出国家队”，以此表
明她将结束国家队生涯。

1991年9月18日出生的赵丽娜来自上海女
足。作为主力门将的她，曾帮助中国女足国家队
时隔8年后在2016年重返奥运会的舞台，并在里
约奥运会上与“铿锵玫瑰”一起打进八强。

刘国梁预言

张本智和将成国乒最强对手

中国女足“国门”赵丽娜

宣布退出国家队

□ 本报记者 王 建

除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外，单板滑雪女子U
型场地是中国军团另一个有望在平昌冬奥会上取得
佳绩的雪上项目。2月12日下午，这个项目的预赛
在平昌凤凰雪上公园举行。四名中国选手参赛，最
终刘佳宇和蔡雪桐携手晋级。

“三朝元老”顺利晋级

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比赛，中国队四名选
手出战，是满额参赛。其中，刘佳宇、蔡雪桐和
李爽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将。刘佳宇和蔡雪桐都是
“三朝元老”。刘佳宇在温哥华获得第四，这也是
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的冬奥会最好成绩。蔡雪
桐同样迎来第三次冬奥之旅，她的最好成绩是索
契冬奥会的第六。李爽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上
一届她排名第八。只有21岁的小将邱冷稍显稚
嫩，首次在冬奥会舞台上亮相。

赛场的风很大，对选手的发挥产生了一定影
响。第一个出场的李爽两轮均出现失误，无缘晋
级。接下来出场的刘佳宇发挥出高水平，第一轮就
得到了87 . 75的高分；第二轮，刘佳宇在冲击更高
难度动作时出现失误，但仍凭借首轮出色表现排名
第二，顺利晋级。蔡雪桐第二轮的表现比第一轮有
所提高，最终排名第六，同样晋级。小将邱冷两轮
比赛均顺利完成，排名第16。

顺利晋级，刘佳宇心情不错，走下赛场后笑容
满面，“在风这么大的情况下，把动作都做出来
了，还不错，实现了晋级决赛的目标，很开心。”
第三次参加冬奥会，刘佳宇已非常成熟，心态非常
轻松，“接下来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明天的决赛
好好整。”

头盔上大大的“桐”字，彰现出蔡雪桐的个
性。“我在场上滑出的动作就是我。”在谈到如何
在比赛中表现自己时，蔡雪桐自信地说。对于决
赛，蔡雪桐充满了期待，“中国队有实力站上领奖

台，明天希望国旗能在平昌升起。”

普及发展需要突破

拿到一枚奖牌，中国姑娘就将实现单板滑雪女
子Ｕ型场地在冬奥会上的历史性突破。而对于中国
单板滑雪来说，冬奥会奖牌更大的意义在于对项目
普及发展的推动。

单板滑雪酷炫时尚，深受年轻人青睐。虽然天
气非常寒冷，但场地内仍然爆满。观众中绝大多数
是年轻人，还有很多孩子。

“喜欢单板滑雪的女孩子很多，许多小运动员
都非常努力，在刻苦地训练。”邱冷介绍说。这位
小将从9岁开始由体操改练单板滑雪，“一开始不太
想练，但看到成绩一点点进步就越来越喜欢，现在
已经乐在其中了。”

中国单板滑雪发展迅速，在冬奥会上也很有竞
争力，但与美国仍有很大差距。美国有几十名世界
顶尖选手，而中国只有几名。

“希望能取得好成绩，有了好成绩大家就都会
关注，中国单板滑雪的普及发展也会提高到一个新
的层次。”刘佳宇充满期待地说。

美国队是最大对手

决赛将于12日进行，中国队要想取得佳绩，美
国队是最大的对手。

赛前，美国老将凯利·克拉克是最受关注的人
物。她此前在三届冬奥会上获得1金2铜，有望成为
首位夺得四枚冬奥会奖牌的女子单板滑雪选手。不
过，她首轮发挥不佳，只得到41分。第二轮，她调
整状态，得分提高至63 . 25，排名第11，惊险晋级。

相比之下，17岁小将克洛伊·金的表现让人震
惊。首轮，她就得到了91 . 50的高分。第二轮，她
发挥更加出色，得到了95 . 5分，获得预赛第一。

另一名美国选手麦迪·马斯特罗首轮得到83 . 75
分，以预赛第四的成绩晋级。

（本报韩国平昌2月12日电）

刘佳宇和蔡雪桐晋级单板滑雪女子Ｕ型场地决赛———

拿到奖牌就是突破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由杨幂和黄子韬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
《谈判官》正在湖南卫视热播，收视稳居前列。

除了明星的号召力外，这部剧的火爆也缘
于这是一部贴近现实的作品，加之节奏轻快，
趣梗频出，让这部剧收获了不错的口碑。

“谈判”内涵深入精神和心灵层面

近年来行业剧的火热势头，让各行各业都
有机会成为影视剧的首选题材。而涌现的这些
行业剧一改往年过度集中于医疗、律政、刑侦

等的状况，诸如消防兵、猎头、高级翻译等相
对陌生的新鲜题材陆续进入观众视野。《谈判
官》，则是国内首部聚焦谈判领域的电视剧。

该剧讲述了高级谈判专家童薇与商业奇才
谢晓飞因缘相识相爱的情感故事。剧中的几位
谈判专家认真专业的形象扎实而接地气，主角
的谈判内容，有效推进剧情发展，并非只是成
为剧作背景框架，再加上杨幂、黄子韬二人互
怼互宠引发的一连串爆笑段落，有梗有笑点的
设计，给这部剧增添了娱乐化看点等，这样落
地的行业剧更加新鲜好看。

谈判，并不是只体现在商业职场上的技能
使用，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长长的谈判
过程。落脚于此，《谈判官》将“谈判”的内
涵深入了精神和心灵层面。剧中不仅聚焦了都
市精英男女与职场、情场、家庭的“谈判”，
更一次次展现了角色与他人、与自我的心灵沟
通与关系调适。

制片人高琛说：“谈判也是一种人和人之
间的沟通，我们故事里面并不是单纯表现谈判

桌上针锋相对的谈判，更多还有人与人之间，
父子之间、恋人之间的谈判，亲情，友情，都
会在这部剧里面看到很多。”编剧费慧君也表
示：“我希望大家能从我们这个电视剧里面不
仅看到美好的爱情，也能够看到大江大河，心
向大海。”

黄子韬自认入戏特别深

在《谈判官》中，由杨幂饰演的童薇是国
际商谈机构中最年轻耀眼的谈判专家，因极高
的专业功底和素养在商务谈判领域无往不利。
而黄子韬饰演的谢晓飞则是在美国长大的家族
企业接班人，心高气傲且具有超高的商业天
赋。俩人邂逅于一场意外，并在一次商业并购
项目中展开了电光火石的“切磋”。最终，随
着交往的深入，两人逐渐从互不认同到彼此欣
赏，在相爱相虐中情定“谈判桌”。

早在《翻译官》里，杨幂就展示过都市职
业轻熟女的风采，此次饰演才华与颜值兼具的

女谈判官童薇，不仅驾轻就熟地将人物特质展
现得精准而贴切，还将自身魅力与角色结合，
塑造出一位魅力十足的女谈判官。杨幂接受媒
体群访时表示：“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故事，
之前算是菜鸟的成长，这个角色一开始就是比
较职业、比较精英的女强人形象。但她还有一
颗脆弱的心，每天回到家可能还是会打打游
戏，自己消化一下小情绪，本质上并不是一个
那么坚强的女孩子。”

而饰演桀骜不驯的家族继承人的黄子韬，
也成为本剧的一大看点，不仅形象气质与角色
贴合，其才华满溢和傲娇的性格特质也在黄子
韬的精彩诠释下，让人物与角色高度一致，给
观众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黄子韬接受媒体群访时坦言：“我入戏特
别深，甚至无法自拔。每天在剧组里，我的代
入感都很强，可能这也就导致了我有时候比较
累，很压抑。”他说，《谈判官》是他的一个
开始，希望能因为这部戏开始越来越低调，慢
慢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不再浮躁。

国内首部聚焦谈判领域的电视剧《谈判官》热播———

杨幂：精英女强人也有一颗脆弱的心

北京时间2月12日，凯尔特人队前球员保罗·
皮尔斯手捧NBA总冠军奖杯出席自己的球衣退
役仪式。

当日，在2017-2018赛季NBA常规赛中，波
士顿凯尔特人队主场以99：121不敌克利夫兰骑
士队。赛后，TD北岸花园球馆举行了保罗·皮尔
斯的34号球衣退役仪式。

□新华社/美联

皮尔斯34号球衣在凯尔特人退役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记者从出品方获悉，传奇剧《将

夜》日前宣布正式杀青，并于2月12日曝光杀青
视频，将剧组辛苦的拍摄过程呈现在观众面前。

该剧于去年秋初在新疆吐鲁番开机，历经近
6个月的日夜兼程，辗转13000公里，跨越大半个
中国，只为还原“将夜”世界。

该剧改编自作家猫腻的同名小说，经过三年
准备一年筹备之后正式开机。为了还原原著世界
观，打造出最贴合原著的“一观一寺一宗二层
楼”，《将夜》剧组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设备
用于实景拍摄，且在取景地选取、实景拍摄手段
等方面进行了很多尝试。

该剧官宣的演员阵容也很强大，除了陈飞宇
和宋伊人等新人演员外，还邀请了胡军、郑少
秋、金士杰、倪大红和刘佩琦等实力演员加盟。

传奇剧《将夜》正式杀青

当地时间2月11日，美国纽约，第70届美国编剧工会奖举行颁奖典礼。图为女星雷切尔·布罗
斯纳安亮相颁奖礼红毯。 □CFP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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