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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金融学者的红楼逻辑学——— 真实记录与抑郁症同行的日子———

红楼探玉
□ 王 一

在另一个宇宙的1003天
□ 张 春

8 20
我也有过一个阶段，像

其他的许多人一样，对于自
己还能活着很感激，对死亡
的看法也比较积极。甚至还

有一个阶段为自己骄傲，忍受着病痛还
能坚强面对之类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厌倦的我也不记得了。常觉得生活得如
坠梦中，却不是个好梦。

有时觉得自己非常冷漠，别人向我抱
怨的一些事情，我常觉得“那算个事儿吗”。
但同时又非常细腻，能够觉察很多种情况
下大多数人无法觉察的快乐和痛楚。日常
生活中我是一个几乎完美的朋友，我温柔
真诚，而且很有幽默感(我想那是因为绝
望)。因为我依靠为别人而活地活下去。如
果为了自己而活，我便没有一点动力。
有段时间吃一种药，它能止痛。我度过

了一段比较愉快的时间。但是，凭我久病成
医的直觉，我觉得这么厉害的药一定有其
他的影响，就自己停了。去年去检查身体，
医生告诉我卵巢功能减退，询问我的病史，
并把吃那种药的病史在病历上写“一年化
疗史”。通过后面的检查，发现它并未真正
影响我的生育功能。但如果真的因此成为
不孕患者，我怀疑自己也不会感到格外难
受，我的心可能会说：“哦，好吧。”

开头说到，我虽然还活着，但应该已
经被病痛打败了。像是被燃烧过的东西，
虽然形状还可保留，但只要再碰一下就
会变成灰烬。

就我们无数次受到的教育来说，在
精神上被击垮是一件可耻的事。但所幸
从未向人说起，更没有给别人添麻烦，并
且还是努力做了些对别人有益的事。我
想我不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但我并没有
做错什么。

我虽然已经结婚，却过得越来越像
单身，在婚姻里不再期待帮助，也付出得
越来越少。所幸他毫无察觉，反倒似乎很
享受这种不被要求、互不干扰的自由。

个性的变化和对自己物质生活的一
再精简，我已经渐渐把自己的衣服、鞋
子、书，还有过去觉得很珍贵重要的纪念
品，都快要扔光了，可能是因为我在做随
时去死的准备。

也许也可以说，我找了一个借口，把
自己的怯懦和懒惰都推到了病痛上。

总之，无论如何，我大概是很绝望的
吧。我常常对自己说：“又活满了一天，明
天也要加油啊。”这对我来说就已经要竭
尽全力了。但是我不愿意自杀，因为我有
很多在乎的人，不想让他们难过。但如果
我死得自然一点，相信大家也可以很快
投入到没有我的、火热的生活里。因为也
经历了几次很重要的人的死亡，发现自
己也并不是非常痛苦。

可能的话，我希望能去推开车流中
间的小孩，或者爱上一个不可能的人为
他而死之类的。大概会觉得很感激吧。怎
么说呢，好像被长寿拘禁了。

我不是因为抑郁症才变成废物的
从2013年4月医生确诊时算起，现在

是我患上抑郁症的第26个月。自杀的念
头几乎没有远离过，尽管在这期间我其实
做了许多事：出了一本口碑还不错的书，
卖出去一个故事，比起以前可算是赚了一
些钱，离了婚，又重新创业做了一个手机
软件的公司，还做了一个电台。但是问问
最深的自己，我可是已经品尝到人生的盛
宴？可以不吃力、自然地活下去了？

答案是，没有。
那种晦暗的色调，它渐渐从我原先

以为的表面，能够被治愈的肌肉上，沉入
了更深的地方，成为一种底色。我原先以
为它总有一天能结痂，成为一个伤疤，哪
怕是很大的。但现在我意识到，它可能是
我的残疾。从原先，从一开始就有。这几
乎让我松了一口气。我可以原谅在艰难
时刻离开我的人了，也可以原谅自己迟
迟无法痊愈了。因为，我从来不是因为抑
郁症才成为一个废物的。

刚刚开始说话的时候，我就可以听
着音乐很快地记住旋律。等我第一次听
爸爸唱过一次简谱以后，就可以听着音
乐，把简谱准确地唱出来了。后来我已经
很大，大概是初中，我在哼唱一首新歌的
简谱，身边同学笑我乱唱一气，我说我唱
的简谱是对的，他们怎么也不信。然后我
才意识到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原来是
一种特殊的能力。

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
牵挂。(笔者：黛玉苦苦思念宝
玉，但是等不到宝玉归来；宝
钗虽然嫁给宝玉，但是宝玉离

家出走，宝钗也是苦苦等不到宝玉归来)
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笔

者：宝玉和黛玉是镜花水月，宝玉和宝钗
何尝不也是如此)

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
流到冬尽，春流到夏！(笔者：绛珠仙草先
是黛玉，后是宝钗，为神瑛侍者下凡的宝
玉还泪)

《枉凝眉》的最后一句“想眼中能有
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
夏”，大家以往的理解仅仅是黛玉为宝玉
流泪，其实为宝玉还泪的不只是黛玉，还
有宝钗。绛珠的两个化身只是一显一隐，
一先一后。黛玉死后，还泪的过程还在继
续。

因此，无论是《终身误》还是《枉凝
眉》，每支曲黛玉、宝钗都各占一半，合起
来两人各有一支曲的篇幅，修辞上非常
工整。

而且，两支曲相互辉映，《终身误》以
宝玉为第一人称来写黛玉和宝钗，而《枉
凝眉》则以黛玉和宝钗为第一人称来写宝
玉。这何止是工整，简直是工整到极致！

这样的话，单从判词、红楼梦曲看，
是不是说薛宝钗和林黛玉在书中具有同
等地位呢？我一直以为曹雪芹偏爱林黛

玉，难道薛宝钗在曹雪芹心中也是同样
重要的？

这话是白说。如果黛玉和宝钗都是
绛珠仙草，就是一个人，当然是同样重要
的了。看来我得理理思路。

第一，黛玉和宝钗都是绛珠仙草。太
虚幻境中，二人合用一词，合用一曲，不
偏不倚。

第二，绛珠仙草因为“凡心偶炽”来
到人间，于是从胎里就“孽火攻心”，所以
黛玉和宝钗天生都有一样的病。

第三，癞头和尚分别为幼年的黛玉
和幼年的宝钗看过病。

第四，黛玉和宝玉之间有“木石前
盟”，宝钗和宝玉之间有“金玉良姻”，两人
与宝玉的情缘和悲剧都是前世命定的。

第五，黛玉和宝钗经常并提。这例子
太多，随便举一个占花名的场景：宝钗抽
到牡丹，黛玉后来抽到芙蓉，签上说“自
饮一杯，牡丹陪饮一杯”。牡丹陪芙蓉共
饮，可见钗黛平起平坐。

第六，红楼梦曲第一支《红楼梦引
子》中有“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红楼梦》的目的原来是缅怀宝钗和黛
玉。可见二人在曹雪芹心里真的具有同
等地位啊！

即便这么说，对于给薛宝钗同等地
位这件事，我还有点不甘心。毕竟在前八
十回，好像还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互动
比较多吧？

于是我一条条翻阅林黛玉和贾宝玉
的情节，再一条条翻阅薛宝钗和贾宝玉
的情节，看看是不是这样。

结果很奇妙。林黛玉和贾宝玉的互
动确实多一些，但是经常是两个人聊到
一半，薛宝钗就来了，成了三人聊天。同
样的，当薛宝钗和贾宝玉正在暧昧呢，林
黛玉就来了，最后也成了三人互动。或
者，干脆一开始就是三人的聚会。

比如薛宝钗羞笼红麝串，本来是宝
玉要看宝钗的串儿，宝玉看宝钗看呆了。
这时黛玉就出现了，还扔了手帕打了宝
玉的眼睛。

又如薛宝钗和贾宝玉互看通灵宝玉
和金锁，突然黛玉就进门来了，还调侃说
我不应该来。

再如宝玉躺在黛玉床上讲笑话。宝
玉讲了个耗子偷香芋的故事，打趣黛玉
是林家的香玉。刚说完故事，宝钗就走来
了，又拿以前芭蕉诗的事调侃宝玉。

可见，《红楼梦》自始至终，都是宝、
钗、黛三个人的故事。

但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是神瑛侍者
和绛珠仙子两个人的故事。一个花匠和
一株小草的故事。

在宝钗刚刚搬进荣府时，有这么一
段文字：宝钗日与黛玉、迎春姊妹等一
处，(脂砚斋：金玉初见，却如此写，虚
虚实实，总不相犯。)或看书着棋，或作
针黹，倒也十分乐业。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王舒

每到寒暑假，各大卫视重播经典剧集已经
成为惯例，观众调侃地称这些在假期霸屏日间
剧场的剧集为“假期神剧”。今年2月，断播
四年之后回归的《还珠格格》重新登陆湖南卫
视，高收视率折射出经典剧热度不退的现状。

经典剧集重播再受追捧
2月3日起，经典电视剧《还珠格格》20周

年臻享版在湖南卫视上午档重播，2月3日上午
实时收视率登顶全国第一。重播剧集在整个寒
假期间热度居高不下，引起了广泛关注。

其实，在2018年春节假期，电视荧屏基本
以经典重播剧为主。除了《还珠格格》《西游
记》之外，《重案六组》《神雕侠侣》《新白
娘子传奇》《爱情公寓》等剧集都在各大卫视
重播，而且收视情况都不错。据悉，在大年初

一当天，卫视电视剧收视第一为《还珠格
格》，《新白娘子传奇》位列第四，《西游
记》稳居前十。

在经典剧集中《西游记》的重播次数引人
注目，从1986年开始，每年寒暑假都会重播这
部电视剧，至今《西游记》已经重播了4000多
次。1998年首播的《还珠格格》，在今年也已
经是第16年的重播。高收视率说明，尽管经过
多年的重复播出，这些剧集依然是观众们的心
头好。

老剧仍火是为何？

《还珠格格》相隔四年在湖南卫视重播，
又一次引发收视狂潮，原因在于观众对这部剧
的认同、熟悉与喜爱。有网友戏称：“当紫薇
开始找爹了，说明寒假开始了。当紫薇被扎针
了，说明寒假过一半了。”

经典剧集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一部分在
于观众的怀旧心理。2月初，《王牌对王牌》
节目组请来了1986版《西游记》中的演员，满
满的怀旧感使得现场许多观众泪目。“感谢西
游伴我成长，我未长大，你不能老！”道出了
很多人的心声。在知乎上，当被问及为何经典
剧能够一再重播，观众的回复是“因为经典，
因为用心”、“怀旧情怀”、“与家人在一起

的回忆”。感动与回忆成为了关键词。由于伴
随着自己的成长经历，许多观众会自发地想要
重温剧情。

旧剧中的一些元素常常成为观众重复观看
的出发点。《西游记》“一部机器，5毛特
效，6年拍摄”的拍摄历程感人至深，六小龄
童塑造的孙悟空形象深入人心。《新白娘子传
奇》中赵雅芝饰演的白娘子，观众普遍认为
“自带仙气”，剧中的经典唱腔也是非常优美
并且洗脑。

老剧集中发现新话题也是网友的兴趣所
在。如今关于《还珠格格》，网上议论转载的
是五阿哥永琪的饰演者苏有朋转型失败，令妃
娘娘其实段数很高，琼瑶阿姨套路好深，从小
讨厌的皇后竟然是剧中三观最正的。这些段子
同样带动了收视。

旧作重播背后的行业现状

有评论认为，《还珠格格》的热播是出于
综合因素：“心机男尔康的段子和表情包在社
交媒体上火了，《如懿传》的播出更是让当年
剧迷都深有好感的令妃反转为后宫最强心机
女。这些段子在社交媒体上的发酵，无意中也
给此次《还珠格格》的成功复播作了铺垫。借
此东风，《还珠格格》的重播似乎是天时地利

人和，逆天的高收视率也合情合理。”
播出方也有自己的考虑。从近年电视剧售

卖价格来看，优质内容生产商依旧稀缺。各大
卫视为争夺IP剧，都狠下血本。据悉，2017年
播出的《如懿传》，90集卖出13 . 5亿天价。为
求平台独播，新剧往往极其昂贵，因此，老剧
重播就相对成本低廉。广告的插入更是能带来
不少利润。因此卫视选择口碑好的老剧重播，
是省力、卖座、赚钱三不误。

也有不少人认为，经典剧的重播折射出新
剧的不给力。有网友评论说选择重看旧剧，是
“因为新剧实在不好看”。在提及《还珠格
格》时，文化评论人韩浩月很无奈：“电视剧
市场新作得是多么匮乏，观众的观剧心理得是
多么无聊，播出渠道得是多么‘不求进取’，
才致使这么一部老剧重新夺走那么多人的眼
球。”

的确，重播剧尽管在制作和特效上往往不
及新剧精美，甚至显得十分粗糙，但很多主角
的演技出众，一些配角也大多是实力派，塑造
的许多人物形象都在观众心目中成为经典。而
当前大量新剧制作时怀有急功近利的心理，改
编热门IP、重用流量明星、追求特效制作，重
流量不重质量，不仅暴露出一些明星的演技不
足，更是令许多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

引发怀旧回忆

假期神剧热度为什么爆高

据新华社巴黎3月6日电 2017-2018赛季欧
洲足球冠军联赛16强战6日结束两场次回合较
量，首回合取胜的球队均成为晋级一方。皇家马
德里队客场以2:1力克巴黎圣日耳曼，以5:2的总
比分向着三连冠的伟业迈进。首回合客场五球
大胜的利物浦回到安菲尔德，与葡超球队波尔
图互交白卷后，轻松挺进八强。

意图给比赛提速的巴黎圣日耳曼在经验丰
富的卫冕冠军面前并未收到太大效果，反倒是
他们的防线摇摇欲坠。一天前表示要“创造历
史”的右后卫阿尔维斯表现低迷，上半场末段的
判断失误，给了本泽马单刀球机会，好在门将阿
雷奥拉扑出了本泽马的小角度打门。然而进入
下半场，巴西老将的又一次失误则让球队陷入
更加困难的境地。

第51分钟，阿森西奥从阿尔维斯脚下断球
后，将球交给了前插的巴斯克斯，远门柱的克·
罗纳尔多（C罗）高高跃起，将巴斯克斯的横传
球砸入网窝。这是C罗连续第九场欧冠赛事收
获进球，追平了“小禁区之王”范尼斯特鲁伊的
纪录。

巴黎圣日耳曼球员开始出现急躁情绪，维
拉蒂在第66分钟因对主裁判布雷赫有不当言论
被出示本场第二张黄牌。十人应战的“大巴黎”
尽管在五分钟后由前锋卡瓦尼较为幸运地将球
碰入球网，然而第80分钟卡塞米罗的进球到来
后，巴黎圣日耳曼的本赛季欧冠征程宣告结束。

这是巴黎圣日耳曼自2016年3月以来在各
项赛事里首次主场落败，也是连续第二个赛季
止步欧冠16强。上赛季同一阶段他们在首回合
四球大胜的情况下，被另一支西甲球队巴塞罗
那逆转淘汰出局。

皇家马德里队主教练齐达内说：“或许今晚
对手的状态不是那么出色，但也是因为我们踢
得很棒。”

五球优势在手，利物浦主教练克洛普有充
足资本对首发阵容作出调整，他雪藏了领跑英
超射手榜的萨拉赫以及世界第一身价后卫范迪
克。

利物浦前锋马内上半场有两脚打门威胁到
了波尔图球门，先是他的垫射稍稍高出横梁，随
后一脚低射又击中立柱。

考虑到本周末还有与曼联的英超关键战
役，克洛普也在下半场将菲尔米诺、马内等主力
球员纷纷换下，“红军”保住了首回合建立起的
巨大优势，继2009年后再度杀入欧冠八强。利物
浦本赛季至今攻入28球，位列所有欧冠球队之
首，五届赛会冠军将是八强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欧冠联赛7日还将展开16强战次回合的两
场争夺，两支英超球队曼城和托特纳姆热刺均
在主场作战，分别迎战巴塞尔与尤文图斯。

皇马稳赢“大巴黎”
“红军”轻松进八强

利物浦队球员萨拉赫(前)在比赛后和主教
练克洛普庆祝。

据新华社南京3月7日电 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
分区赛（1）南京站7日在江苏南京打响，山东队成
为首日最大赢家，他们夺走了十项决赛中的4个第
一名，东道主江苏队和浙江队也各有两项冠军入
账。

虽然因为室内世锦赛5日刚刚结束，本站赛事名
将不多，但依然有一些高手参赛。山东队再度显现出
他们强大的整体实力，名将张国伟在男子跳高决赛
中以2米20称雄，不过他随后挑战2米24三次均告失
败。张伟以5米30获得男子撑杆跳高冠军，朱晨斌以
48秒29获得男子400米第一名，解雷在男子跳远决赛
中第一跳跳出7米77，并凭借这一跳锁定第一。

当日的重头戏当属男女60米比赛，去年夺得全
运会女子4×100米金牌和100米、200米两枚银牌的
江苏名将袁琦琦以7秒25夺得女子60米冠军，福建
的葛曼棋以7秒44获得第二。男子60米第一被上海
队的许周政以6秒60夺得，两位湖南选手全英瑞和
糜弘分列二、三位，广东名将莫有雪以6秒72排在
第六，福建名将汤星强则在八名决赛选手中垫底。

此外，江苏队的李竣以18米70夺得男子铅球冠
军。浙江队在自己的优势项目上高歌猛进，名将陆
敏佳以6米32夺得女子跳远第一名，她的队友陈巧
铃以4米40夺得女子撑杆跳高冠军。湖南名将黄瑰
芬以55秒07获得女子400米冠军。

今年的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改革赛制，设四站
分区赛和最终的总决赛，4站分区赛结束后进行成
绩排名，各单项排名前12名的运动员获得参加全国
室内田径锦标赛总决赛资格。

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

分区赛（1）南京站

山东队成首日最大赢家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赛事组委会7日
消息，2018格力·中国杯国际足球锦标赛即将
于3月22日至26日在广西体育中心举行。赛事
将近，各参赛球队纷纷公布参赛大名单。随着
苏亚雷斯、贝尔、拉姆塞、卡瓦尼等国际巨星
陆续确认参赛，球迷朋友观赛热情高涨，中国
杯球票迎来销售高峰。

主办方工作人员介绍球票销售情况时称，
中国杯门票分为A、B、C、D四档，价格分别
为480元、280元、180元和80元。目前，四个档
次的门票销售率达70%，480元档已售罄，80元
档接近售罄。

中国杯火爆的门票销售吸引了部分在社交

群中倒卖门票的黄牛，他们大多以“低价中国
杯门票”为噱头做宣传，但此类低价门票门槛
极高，按照黄牛的要求，消费者需要先从黄牛
手中购买一定数量的POS机并安装使用后才能
购买球票，且仅有80元档球票以五折出售，但
黄牛并不承诺球票到手日期，且球票无法选
座。

主办方工作人员表示，按照目前销售规
则，黄牛很难批量抢到低价球票，“这些黄牛
可能是借中国杯的热点，违规炒作自己产品和
服务，疑似诱导、欺诈营销，请广大球迷朋友
尽早从官方渠道购票，警惕自身财产安全、警
惕假票，坚决抵制黄牛倒卖门票的行为”。

中国杯足球赛将近

主办方呼吁警惕黄牛售假票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6日电 在6日进行的NBA
常规赛中，包括金州勇士队、休斯敦火箭队在内的
多支队伍延续了连胜势头。

金州勇士队114:101战胜布鲁克林篮网队，赢得
全明星周末结束以来的6连胜。

库里是勇士队的头号功臣，他投中6个三分
球，全场拿下34分。杜兰特为勇士队添上了19分和
6个篮板，勇士队连续五个赛季取胜场次达到50。

休斯敦火箭队也延续了他们的连胜势头。保罗
拿下25分，哈登贡献23分和11次助攻，火箭队以
122:112击败俄克拉荷马雷霆队，赢得16连胜。

本场比赛，火箭队总共7人得分上双。他们追
平了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创造的本赛季最长连胜纪
录，这也是火箭队历史上第二长的连胜纪录。

雷霆队的威斯布鲁克和安东尼分别得到32分和
23分，但是无力回天。本赛季，雷霆队对强队的战
绩不错，曾经两胜金州勇士队，在多伦多猛龙队和
克利夫兰骑士队身上也各取得了1场胜利。然而，
面对三分球33投17中、罚球34罚29中的火箭队，雷
霆队败下阵来。

同样延续连胜纪录的还有波特兰开拓者队和新
奥尔良鹈鹕队。开拓者队以111:87大胜纽约尼克斯
队，取下8连胜。开拓者队主将利拉德射下37分，
投中8个三分球，比他个人职业生涯单场三分球纪
录只少1个。

鹈鹕队以121:116击败洛杉矶快船队，拿下9连
胜。“浓眉哥”戴维斯为鹈鹕队贡献41分和13个篮板，
投中4个三分球，平了个人职业生涯单场三分球纪
录。

达拉斯独行侠队118:107掀翻丹佛掘金队。费雷
尔拿下创个人赛季新高的24分，39岁的老将诺维茨
基也有17分进账。本场比赛，费雷尔三分球7投6中，
诺维茨基三分球7投5中。在他们的率领下，本赛季战
绩糟糕的独行侠队取得了一场难得的胜利。

在当天进行的其它比赛中，亚特兰大老鹰队90:
106负于多伦多猛龙队，费城76人队128:114战胜夏洛
特黄蜂队，迈阿密热火队113 :117不敌华盛顿奇才
队。

NBA常规赛

勇士、火箭延续连胜

3月7日，台北，孙燕姿出席“守护儿童”记者会。 □CFP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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