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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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4
特别是第七十八回中，

文中直接说“园中池上芙蓉
正开”，这里的芙蓉指的就是
水芙蓉，即荷花。所以说，大

观园池塘里不仅种植着荷花，而且这些
荷花是可以开花的。

好了，既然大观园的池塘是个荷塘，
里面种着荷花，那么这个荷塘到底有多
深呢？

我专门为此查阅了种植荷花的书
籍，结果有了重大发现。那就是，如果要
荷花开花，池塘不能过深，水深还要保持
稳定。如果水深超过1 . 5米，荷花便不能开
花！因此，池塘植荷以水深0 . 3-1 . 2米为
宜！

既然大观园池塘里的荷花能够开
花，那么池塘的深度绝对不会深过1 . 5米！

我们还知道，大观园是贾家请工匠
制造的人造景观，池塘也是人造池塘，是
专门用来种植荷花的。因此，工匠们肯定
会建造一个适合荷花生长的环境，所以
一定会把水深设计在1 . 2米以内！

总而言之，大观园池塘的水深应该
在1 . 2米以内，绝不会超过1 . 5米。林黛玉
如果跳下去，是绝对淹不死的！

黛玉沉湖的观点，不攻自破！
为了验证植物学书上的理论，我还

专门跑到母校清华大学的荷塘边做了测
量。我选了三个位置做了测试，一处约
0 . 27米，一处约1 . 2米，一处约1 . 27米。与植

物学书上写的完全一致！0 . 3-1 . 2米就是
人工荷塘的设计水深范围！

大观园池塘的水很浅，除了荷花这个
细节外，还有其他细节佐证。例如，贾家人
等曾经在池塘里坐过船，而这个船是靠撑
的。这在第四十回中有详细的描述。

说着，一径离了潇湘馆，远远望见池
中一群人在那里撑舡。贾母道：“他们既
预备下船，咱们就坐。”

姑苏选来的几个驾娘早把两只棠木
舫撑来，众人扶了贾母、王夫人、薛姨妈、
刘姥姥、鸳鸯、玉钏儿上了这一只，落后
李纨也跟上去。凤姐儿也上去，立在舡头
上，也要撑舡。

凤姐儿笑道：“怕什么！老祖宗只管
放心。”说着便一篙点开。到了池当中，舡
小人多，凤姐只觉乱晃，忙把篙子递与驾
娘，方蹲下了。

既然是撑船，水就不可能太深，要不
然撑杆都够不着水底。所以，撑船的细节
也能印证大观园池塘的水很浅。

水很浅，淹不死人，道理很简单。
当然，有的读者可能会问，林黛玉在

别的地方沉湖行不行？一定要在大观园
内么？这样问的读者可能不清楚古代女
性和现代女性的区别。现代女性天天想
去哪里都可以，而古代未出嫁的少女，一
般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天天深居简
出。在贾府这样的贵族家庭更是如此。女
孩子们不仅很少出门，出门也要有人陪

同。整部《红楼梦》中，几乎都没有看到林
黛玉出过贾府的门。在那样的年代，林黛
玉独自跑出大观园，然后找个地方投水，
这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说，那些坚持沉湖说的学者们，
是不是没有好好观察大观园的水文地理
呢？

2 .林黛玉嫌水脏
当然除了这种独门的植物学分析，

我们还可以从林黛玉说的话看出，她根
本不会选择沉湖自尽。原因很简单，林黛
玉嫌水脏！

在第二十三回黛玉葬花这个故事
中，宝玉本来建议“把花扫起来，撂在水
里”，但是黛玉却说：

“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
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
混倒，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犄角上我有一
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
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
净。”

在林黛玉看来，池塘里的水看着干
净，但是流出去外面以后就会被各种浊
物污染，因此花瓣不能撂在河里。

林黛玉对花瓣都如此珍惜，何况对
自己的身体。明知会被“脏的臭的”“糟
蹋”，自己怎么会跳进这不清不楚的水里
呢？

因此，从林黛玉的内心分析，沉湖也
绝对不是她的选择。

我知道怎么把他们勾到
手了——— 虽然我都不明白勾
到手是什么意思，但有许多
男孩子都爱和我玩。用现在

的话说，我可能成了一个绿茶婊。甚至我
曾做梦，梦见谣传一个大人物要和我搞
外遇，我面红耳赤地连连摆手：不会的不
会的，怎么可能呢？人家怎么会看得上
我……

醒来后，真是久久嗟叹。到底要经历
多少事情才能聪明一点，又或者这事，已
经没救了？

实在是满怀歉意。如今我33岁了，我
还在想，开读者见面会的时候让人真真
地看到我，真是尴尬啊。长成这个样子，
多不好意思啊。

当然，后来我对异性智力和肉体上
的尊敬，都随着阅历的增长衰减了不少。
我长大了，成为一个女人，知道了男人虽
然占据了这个世界的一半——— 也许是一
大半，但他们之中大部分都很愚蠢并且不
性感，犯不着装模作样。我渐渐隐约地感
觉到，自己的人生竟然和别人的是一样宝
贵的，为任何事情装模作样都不值得。

为了克服这种容貌上的自卑，我也
鼓起勇气尽心打扮，并且在一些媒体上
露面。倘若是视频类的，自己仍然不敢
看。照片呢，好看的也羞愧，觉得自己诈
骗；不好看的，也不甘心。还是那样左右
为难。

如果重活一遍，我能不能用累积的
一点点聪明，使自己不那么为难？想来想
去，还是一样的。如果说我长大了懂得了
什么道理，那就是：重来一遍，我还会是
这样。究竟应该怎么打扮，其实这真的是
一个终极问题，这意味着你要想清楚，你
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就意味着，你要
走很多的路，出很多的洋相，干很多蠢
事。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完结，也可能永远
都没有答案。

如果装作自己根本不爱美，只着力
于建设心灵美，完全放下关于“漂不漂
亮”的想象，干脆把自己一摁到底，认定
自己很丑，是不是就好了？是不是仍然可
以获得社会生活中的必要空隙安然存
在？有一年，我整个夏天只有两条短裤和
三件T恤换来换去，说话满口爆粗，胡乱
地剪了一个短发。那时候人们都叫我春
爷，见到我就给我敬烟。人们围着我，与
我勾肩搭背，席地而歌。而我，也满不在
乎地把腿架到桌子上，说出各种各样激
烈刻薄、哗众取宠的话，甚至用自己的容
貌编了许多笑话，并和其他人一起拍桌
狂笑。用故作豪情的外表，与每个人保持
着无法触碰的距离。

确实不再有人说我好看不好看的话
了，完全地离开了那个体系。我把那个体
系深深地藏在心里，假装它并不存在。直
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得了抑郁症。常常
见面的朋友里，有一位的工作是心理咨

询师。她有些难过地说：“我应该早些发
觉你的病情。现在想想，你的情绪确实过
于稳定，我早该觉察到。”

三
有一次我打车，上车后司机大笑着

说：“你刚才站在那里我还以为是清洁工
呢！你拦车我还看了半天，还想清洁工怎
么会打车！”

还有一次，我独自站在一条没什么
人的路边大哭。一个老头骑着车，撵着我
问：“到底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你告诉
我！我会帮助你啊！”最后我摆不脱这好
心人，只好停下来说：“我没事，就是今天
身体不舒服。”那个老头打量了我一眼，
笃定地说：“是不是更年期的问题！你50
岁了吧！”

我一时语塞，摆摆手往前走去。那正
是海边，我走远以后，趴在大桥的栏杆上
捂住脸痛哭。心里想，要不要跳下去算
了？

到现在也还不能把这件事完全当成
笑话来讲，说起来还是会感到伤心。我知
道自己佝偻着，整个人向下坠的样子，真
的可以显得非常苍老，甚至左边鬓角有
一缕厚厚的白发，如果不好好梳头，它就
会露出来。

但那个老头还是有不对吧。这种话
非说不可吗？就不能忍忍、想想，再说吗？
就不能讲究点教养吗？要我认了自己丑
成那个样子，我也不服，不服，不服。

□向阳 尹刚 建华 报道
本报莱芜讯 3月10日，在徐州举办的2018

年世界室内拔河锦标赛成年混合600公斤级比赛
中，山钢集团莱钢拔河队获得冠军，这是中国代
表队首次获得该级别冠军

2018世界室内拔河锦标赛是国际A1级别赛
事，是仅次于奥运会综合赛事的国际单项最高
级别赛事，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55
个俱乐部、800多名参赛人员同堂竞技。莱钢拔
河队也是唯一一支拿冠军的职工业余队伍，他
们还分别获得女子500公斤级和540公斤级两个
第四名，男子640公斤级第五名和600公斤级第
六名的好成绩。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记者从片方获悉，法国功夫无厘

头喜剧动画《虎皮萌企鹅》将于3月16日登陆
全国各大影院与观众见面。

虎企鹅莫里斯作为法国家喻户晓的人气动
画角色，“100%功夫企鹅”这一称呼早已享誉国
际，此次《虎皮萌企鹅》曝光的终极海报中，

“丛林小神兵”，一改往日无厘头搞笑风格，齐
刷刷瞪大眼睛，吃惊的表情预示这场全新的丛
林冒险危机重重。预告片中，考拉大魔王携最
新武器和臭名昭著的狒狒军团卷土重来，丛林
世界面临史上最大灾难，虎企鹅莫里斯将和它
的队友突破险阻，再次拯救丛林世界。

作为2018年首部引进国内的法国动画电
影，《虎皮萌企鹅》制作水准堪比好莱坞动画
大片，在欧洲乃至全球备受关注。2011年至今
《虎皮萌企鹅》的原生动画《THE JUNGLE
BUNCH》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球200多
个地区播出，其IP影响力遍及世界。

□ 本报记者 王 建

经过10进8的铺垫，CBA季后赛从3月13日
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的较量。12日下午，山东高
速男篮兵发常州，准备迎接与江苏队的首场较
量，劳森和新签下的博特莱特均随队出征。

季后赛对阵江苏队，可以说是高速男篮主
动选择的结果。常规赛最后一轮开打前，高速
男篮已经锁定前四，并且有望冲击更高的排
名。在这种情况下，球队并没有追求更高的名
次，而是保留实力，客场负于弱旅天津队，最
终排名第四，选择第五名江苏队作为季后赛的
首个对手。

这样的选择不难理解。在第五至第八名的
球队中，新疆、深圳和北京三支球队队各有特
点，都不容易对付，高速男篮与他们的常规赛

较量打得很费劲。江苏队被认为是本赛季最大
的“黑马”，六支总冠军球队都是他们的手下
败将，但在与高速男篮的交手中，他们却占不
到丝毫便宜。常规赛两次交锋，高速男篮均取
得完胜。可以说，打江苏队，高速男篮有较大
把握。

就在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的时候，出了劳森
迟归事件，打了高速男篮一个措手不及。

高速男篮一面争取劳森尽早归来，一面作
了最坏的打算，签下博特莱特。3月9日，在比
原定时间晚了接近20天后，劳森终于归队。

劳森归队后，悬在全队心里的石头终于落
地，但问题仍然很多，最重要的是劳森和博特
莱特到底用谁。高速男篮主教练凯撒表示，要
根据训练和沟通情况，作出最有利的决定。

劳森和球队打完了整个常规赛，并且发挥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名气、能力都远高于

博特莱特。从上述几方面分析，高速男篮继续
使用劳森的可能性极大。

即使这样，不确定因素仍有不少。首先是
磨合问题，在高速男篮备战季后赛的大部分时
间里，劳森都不在队，而凯撒表示用几天时间
备战季后赛是不够的。其次是状态问题，劳森
离开球队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只和球队一起训
练了几天，状态能达到什么程度，还不好说。

另外一个让人担忧的问题，是劳森迟归的
原因至今是个谜，俱乐部没有发出任何官方消
息，劳森也没有接受采访，问题是否得到彻底
解决不得而知。

在高速男篮受劳森迟归困扰时，江苏队
正在全员备战，在11天时间里安排了四场热
身赛。虽然遭遇四连败，但对手实力强劲，
江苏队也没有使出全力，如此低调反而更不
容易让人看清虚实。在备战的完整性上，江

苏队更胜一筹。
直到赛前，高速男篮才听到了一个有利的

消息：江苏队后卫史鸿飞在与广东队的热身赛
中手掌骨折，预计要休养一个月。史鸿飞既能
得分又能组织，是江苏队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他不能打，对江苏队的影响会很大。

常规赛双方交手，高速男篮占据了较大优
势，但季后赛是不同的比赛，不能再用常规赛
的眼光来看待，何况双方都发生了变化，要想
晋级，需要比常规赛做得更好。高速男篮能在
常规赛中两胜江苏队，很重要的原因是限制住
了对手的头号球星布鲁克斯，这一点要季后赛
中要继续保持。

季后赛第二阶段采用五局三胜的赛制，首
场比赛至关重要。首战若能告捷，高速男篮接
下来连打两个主场，形势会非常有利。

（本报常州3月12日电）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王 舒

近日，由刘进执导，张嘉译、李小冉、宋
丹丹、牛莉和李乃文等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美
好生活》正在北京卫视热播。剧中，李乃文饰
演心脏科主治医师黄浩达，因其诙谐幽默和乐
观性格收获了不少人气。日前，李乃文接受了
媒体微信采访。

喜欢角色里面有一点“坏”

继《恋爱先生》中的牙科医生张铭阳之
后，《美好生活》中李乃文再次披起白大褂。
他饰演的黄浩达在剧中苦追由姜妍饰演的同在
一个医院的大夫豆豆。李乃文饰演的这个角色
十分生动、立体，性格多样化，是剧中的“开
心果”。

剧中，黄浩达最亮眼的特性就是体现在他
身上的“反差萌”。主刀医生给人们的印象一

般是非常严肃和高冷的，但黄浩达在日常生活
中不仅看上去有点不靠谱，还有些逗乐和胆
小，耍贱、卖萌无处不在，承包了剧集的不少
笑点。李乃文说，医生这个职业并非必须具备
某种脸谱化的、或者特别专业性的特点。

李乃文还透露，自己的父亲就是老中医，
是一个极其幽默的人，“我从小在他们医学圈
长大的，他身边的同事、朋友其实都是挺幽默
的。”

李乃文也很喜欢角色里面有一点“坏”。
“这种坏是那种无伤害的坏，就像我们生活当
中碰到的朋友，有时候给你弄点小恶作剧之类
的。所以说这种坏其实在某些方面来讲，也是
一种魅力的体现。”

把爱情当作一场有意思的战役

剧中，黄浩达医术精湛，亲自操刀给徐天
做了换心手术，但是在面对风风火火又精明可
爱的豆豆时，他却费尽心思也难以顺利抱得美

人归。两个人的互怼互黑、爱恨交织成为本剧
一大看点。黄浩达对待豆豆时的“暖贱”风
格，非常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而经历过离异
的黄浩达与有些恐婚的豆豆之间的互动，也折
射出了现代都市男女不同的婚恋心理。

豆豆一直拒绝黄浩达的追求，是因为她害
怕一旦开始一段感情，就势必要与婚姻挂钩。
在事业和情感的压力下，逃避选择是豆豆面对
爱情的方式。而黄浩达则用死缠烂打来表达他
对自己和豆豆之间情感的珍惜，以示想和豆豆
步入婚姻殿堂的决心。

“黄浩达是那种貌似不靠谱，其实骨子里
很靠谱的人。他对情感非常执着，喜欢豆豆好
几年，但是追求的方式有的时候稍微有点另
类，包括他的处事原则，跟普通人不太一
样。”在谈及如何解读这段感情线时，李乃文
说出了在演绎过程中自己对角色的理解，“黄
浩达把他们两个人的情感路线想象成一种有趣
味的、有意思的一场战役，打得津津有味、死
去活来、乐此不疲、不亦乐乎。”

喜剧难就难在节奏上

剧中，黄浩达这个角色自带幽默细胞，风
趣多样化，十分讨喜，而同时也要担任调节整
部戏气氛的任务。这样的角色观众在观看的时
候会感到轻松欢乐，其实演起来并不容易。李
乃文坦承：“其实喜剧挺难的，难就难在这个
节奏上，多一点则多，少一点则少。”

演绎人物的同时在剧情中设置喜剧节奏
点，是一件很考验功力的事情。在这方面，李
乃文觉得，豆豆母亲的饰演者宋丹丹是大师。
李乃文说：“丹姐对节奏的把握得非常到位，
让我自愧不如。”之前在《演员的诞生》中，
宋丹丹就很欣赏李乃文的表演。此次俩人合作
非常顺利，在拍摄的过程中非常的默契。

被问及以后希望挑战的角色类型时，李乃
文说：还是喜欢丰富的、有故事的角色，“有
故事的角色才会更吸引我。没故事的话，咱们
就给它编故事，给它改成有故事的。”

CBA季后赛第二阶段今日开打，高速男篮客场挑战江苏队———

五局三胜制 首战很关键

电视剧《美好生活》中饰演“不靠谱”医生———

李乃文：医生并不需要脸谱化

法国喜剧动画《虎皮萌企鹅》
16日登陆中国

莱钢拔河队

获世界室内拔河锦标赛金牌

3月12日，北京，中美合拍科幻电
影《环太平洋：雷霆再起》举办中国首
映礼，导演斯蒂文·S·迪奈特，演员斯
科特·伊斯特伍德、景甜、蓝盈莹、黄
恺杰、于小伟和吉丽等出席。图为景甜
亮相红毯。

故事发生在距前作战乱结束10年之
后的2035年。随着科技的进步，机甲战
士更新换代，拥有了更先进的功能和更
强劲的战斗力，但外星生物仍对地球蠢
蠢欲动，当海底虫洞再次被打开，进化
而来的怪兽更加庞大且智慧，地球再次
陷入被巨兽侵袭的危机……

影片将于3月23日登陆全国影院。
□CFP 供图

《环太平洋：雷霆再起》

举办中国首映礼

3月12日，北京女篮在WCBA（中国女篮联
赛）总决赛第二场中以82：55大胜山西女篮，大
比分2：0领先，在五局三胜的系列赛中率先拿到
“冠军点”。图为北京队球员张帆（右）在比赛
中突破。

“今天我们发挥得非常出色，大家无论在技
战术还是思想心理层面准备都很充分。上半场我
们的防守做得非常好，只让对手得到21分。”北
京队主帅张云松赛后说，“整场比赛各个方面我
们更占优势，但罚球环节需要总结。比赛还没有
打完，现在也没到我们放松和庆祝的时候。”

此役北京全队5人得分上双，史秀峰和高颂
分别得到全队最高的17分，邵婷和福尔斯各贡献
15分，福尔斯还拿下10个篮板，杨半伴得到12
分。山西队方面，琼斯得到全场最高的20分和15
个篮板，武桐桐入账10分，于东得到7分。

总决赛第三场将于14日继续在北京举行，北
京队如果再取一胜，就将实现WCBA三连冠。

□新华社发

北京女篮夺WCBA“冠军点”

据新华社洛杉矶３月１１日电 由迪士尼公司
发行、漫威影业出品的超级英雄电影《黑豹》本
周末三天入账４１１３万美元，连续第四周领跑北美
周末票房榜。

由瑞恩·库格勒导演、查德维克·博斯曼等主
演的《黑豹》自上映以来在北美吸金超过５．６２亿
美元，全球票房总收入达到１０．７８亿美元。

《黑豹》是迪士尼公司发行的第１６部全球票
房总收入突破１０亿美元的影片，也是“漫威电影
宇宙”系列中第５部票房超过１０亿美元的影片。
该片在北美赢得了普遍赞誉，被认为是好莱坞电
影迈向多元化主题的里程碑之作。

本周北美周末票房榜排名第二的奇幻电影
《时间的皱纹》同样由迪士尼发行，周末三天入
账３３３１万美元。该片改编自１９６２年的同名经典奇
幻小说，拍摄成本高达１亿美元。影片由女导演
阿娃·杜威内执导、１５岁的女演员斯托姆·里德担
当主角，讲述女主人公为寻找失踪父亲而踏上了
一段奇幻旅程。

排名第三的是阿维龙影业发行的恐怖片《陌
生人２》，周末三天入账１０４８万美元。

超级英雄电影《黑豹》

连续四周领跑北美周末票房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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