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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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7
(3)父母爱如珍宝
茗玉：“老爷太太爱如珍

宝”。
黛玉：“夫妻无子，故爱

女如珍”。
(4)名字
茗玉：茗是茶的意思，而茶是青色

的。
黛玉：黛是青黑色。
对茗玉小姐的介绍只有两句话。而

这两句包含的信息，展示了和林黛玉一
模一样的信息，而且连文字上的拟合度
如此之大。其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要用茗
玉小姐来映射林黛玉，并道出林黛玉的
结局。

那么茗玉小姐的结局是什么呢？很简
单，就是“生到十七岁，一病死了”。所以
说，林黛玉的死因非常明确，就是病死的。

2 .杜丽娘因情而病、因病而亡
而且，茗玉小姐的故事也和《牡丹

亭》类似，基本上是一个缩略版的《牡丹
亭》。《牡丹亭》的女主角杜丽娘也是大家
闺秀，也是独生女，也是知书识字，也是
十六七岁就一病而亡，她死后父母也为
她修了祠堂(梅花观)，杜丽娘死后也是还
魂了。这么多相似点绝不可能是巧合！

茗玉小姐的名字也大有玄机。因为
“茗玉”倒过来就是“玉茗”，而“玉茗先生”
就是《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汤显祖写作
的地方就是临川老家的“玉茗堂”，他创作

的四部戏曲也被称作“玉茗堂四梦”。
那么，根据《牡丹亭》的情节，杜丽娘

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遇，但梦醒后仍然
思念柳梦梅，最后思念成疾，在中秋夜病
亡。所以杜丽娘是因情而病，因病而亡。

既然茗玉小姐的故事是《牡丹亭》的
缩略版，而茗玉小姐映射的是黛玉，那么
黛玉也应该是因情而病、因病而亡。

这个结论也和脂砚斋的批语完全吻
合。第十八回元春省亲时点了四出戏。脂
砚斋说“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
大过节、大关键”：

第一出《豪宴》；(脂砚斋：《一捧雪》
中。伏贾家之败。)

第二出《乞巧》；(脂砚斋：《长生殿》
中。伏元妃之死。)

第三出《仙缘》；(脂砚斋：《邯郸记》
中。伏甄宝玉送玉。)

第四出《离魂》。(脂砚斋：《牡丹亭》
中。伏黛玉死。)

《离魂》又称《闹殇》，是《牡丹亭》的
第二十出戏，讲的就是杜丽娘病重去世。
既然《牡丹亭》的《离魂》被认为“伏黛玉
死”，这再次印证了林黛玉应该和杜丽娘
一样，是因情而病、因病而亡。

3 .林黛玉的病根
无论是茗玉小姐的故事，还是元春

点的《离魂》，都揭示了林黛玉因情而病、
因病而亡的结局。那么在《红楼梦》的具
体情节上，有没有关于林黛玉因情而病

的铺垫呢？
当然有。
林黛玉的病根在《红楼梦》第三回就

有交代：
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其举止言谈

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
然风流态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问：

“常服何药，如何不急为疗治？”黛玉笑
道：“我自来是如此，从会吃饮食时便吃
药，到今未断，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皆
不见效。那一年我才三岁时，听得说来了
一个癞头和尚，说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
固是不从。他又说：‘既舍不得他，只怕他
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了。若要好时，除非
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
有外姓亲友之人，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
此一世。’疯疯癫癫，说了这些不经之谈，
也没人理他。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

可见，林黛玉的病是与生俱来的。而
且要病好，不能哭，也见不得外姓亲友。
众所周知，林黛玉是绛珠仙草的化身，而
绛珠仙草到人间的使命就是还泪给贾宝
玉，偿还神瑛侍者前世的“灌溉之情”。本
来要还泪，但一哭就病；本来要报答贾宝
玉，但一见贾宝玉(外姓亲友)就病。这个
病怎么可能医好呢？

所以我们看到，林黛玉也是因情而
病。要报答神瑛侍者前世之情，所以才
要还泪。然而还情、还泪是有代价的，
那就是一生也医不好的病。

后来，我到了一个村
子，那是我15岁时去住过20
天的地方。当时我在艺术学
校读绘画专业，学校组织三

个班的学生去写生。
其实那里除了名字是熟悉的，别的

都认不出来了。15年过去，任何景致稍
有变化都认不出来。但是，那个村子有
一条山溪从上到下、从村头到村尾流下
来。人们的房子都沿溪水建造，溪水边
有告示，上午洗菜洗衣服，下午才可以
洗马桶拖把。这条溪水我记得。15岁的
傍晚，我们就从这儿把水提到房间的水
缸中，第二天早上用这些水刷牙洗脸。
因为山里的早晨非常凉，我们要早起去
画画，水放在水缸里没那么冷。把水舀
到缸子里时，常常舀起很小的小鱼，就
比指甲盖大一点，身体是半透明的。我
会小心地不把小鱼弄进嘴里。小鱼一条
条活灵灵的，不要被我刷牙刷死了。等
我们洗完脸，就把小鱼倒回溪水。

就算我们起得很早，还是有位学长
比所有人都早。我们吃完早饭准备出发
时，学长已经下山来了，沿着溪水，披
着朝霞，走回宿舍。学长是位姓叶的台
湾人，那一年他73岁。听说他退休后开
始学画画，画水彩。纸笔画夹等所有的
画具，都很整洁。本人也是那样。我们
总是弄得到处是颜料或者铅笔灰，或滚
一身草，并且每个人都晒得黢黑。但他

不知为什么晒不黑，戴着灰白色的渔夫
帽，穿着灰白色的裤子和深灰色的马
甲。他的腿很长，步伐稳定。他的笔是
貂毛的，150多美元一支。当时美元的
汇率在10元以上，那是我见过的最贵的
水彩笔。他不喜欢我们叫他爷爷，“学
长”这称呼是他教的。他是老师的朋
友，既是位初学者，又好像已经画了很
久很久，一出手，就有了自己的性格：
整洁，优雅。一看便知，那些画在被画
出时，是徐徐展开、从容不迫的。如果
他在路上遇见我，会点头微笑，并做出
女士先请的手势。交谈也从不把我当成
孩子，有问有答，彬彬有礼。我曾在15
岁时，因为结识了一位73岁的绅士，成
为一位小女士。

其他作品都不记得了，只有其中一
幅，我画得和别人不一样。那天我靠着
一个草垛画一堵墙。原本只是打算用素
描画白墙黑瓦的造型，可是看了一下
午，发现阳光在白墙上千变万化。那是
个静谧的下午，我独自发现了阳光的颜
色。渐渐地，光跳跃起来，有点像科幻
片里五光十色闪耀的控制台。但阳光跳
起来的颜色比那更丰富、更灵巧。我只
好用许多彩色的方块填在那面墙中。希
望画出那种此起彼伏、叽叽喳喳的景
象。

30岁的我，还住在溪边。坐在栏杆
旁看那些水流啊，流啊，哗哗啦啦。人

们还在这里生活，狗溜达过去，鸡被小
孩追得跑起来。我总趴在栏杆边渐渐犯
困，并在恍惚中静静想起自己小时候的
样子。我也曾有过灿烂专注的时刻，我
在这里画过画，晒得漆黑，神情严肃，
胸腔里鼓胀胀的，是少年的激情与快
乐。

于是，我停了下来，在那个村子里
安息了三天。

从那个村子离开，我没有再往前
跑，回家去了。后来我就想，如果惊惶
不定，也许要从过去寻找自己真实的影
子。那种真实，是藏在身体里的密码，
靠想不一定能想出来，要行动，要去
找。找着找着，慢慢就知道自己在找什
么了。之前的旅程，我一直感到寂寞狂
乱又沮丧，上气不接下气地一直逃走，
不知道在找什么，也不知道在躲什么，
就一直逃向下一个地方。没想到，遇到
了自己。在那个十几年前去过的地方，
我找到了一点儿自己的影子，就凭着直
觉留了下来。看看她会告诉我什么。

回家后，我问妈妈：“妈妈，你觉
得我是什么样的人？”

妈妈说：“你有灵气，善良，纯
洁。”

我收下了。不管扭曲成了什么样
子，妈妈总是最初认识我的人，她说
的，一定是真的。我不相信自己，但是
我应该相信她。

□ 本报记者 王 磊

3月17日15时30分，中超联赛第三轮将继续
进行，山东鲁能泰山队将做客廊坊挑战河北华
夏幸福队。已经两连胜的泰山队，非常渴望乘
胜追击，刷新队史最佳开局纪录。

泰山队期待三连胜

泰山队的队史最佳开局，还要追溯到2005
赛季。当时拥有李金羽、郑智、日夫科维奇和
李霄鹏的泰山队，在开局豪取三连胜进7球丢2
球。2013赛季，伊万执教的泰山队，在开局再
次取得三连胜，这一次进5球丢0球，逼平队史
最佳开局。

这个赛季，泰山队的开局依旧不错，主场
3：0击败北京国安队、2：0击败重庆力帆队之
后，泰山队又一次来到了队史最佳开局的边
缘。第三轮客场挑战华夏幸福队，泰山队只需

要取胜，就可以再次取得三连胜，并以净胜球
优势刷新队史最佳开局。

目前，和泰山队一样保持全胜的球队，还
有上海上港队和广州富力队。巧合的是，后两
支球队将正面交锋。如果富力队和上港队战
平，泰山队有机会登顶。如果富力队、上港队
任何一方取胜，泰山队虽然不一定登顶，但也
会少一个竞争对手。当然，前提是泰山队必须
战胜华夏幸福队。

“矛”与“盾”的较量

华夏幸福队并非“软柿子”，还是新赛季
的夺冠热门。华夏幸福队新赛季引进了马斯切
拉诺、姜至鹏等强援，阵容进一步增强。前两
轮客场作战，华夏幸福队取得1胜1平战绩。

与泰山队一战，是华夏幸福队第一个主
场。华夏幸福队此前的主场是秦皇岛，如今搬
迁到廊坊。这场比赛也是华夏幸福队首次亮相
廊坊，他们也非常渴望击败泰山队，取得主场

开门红。
华夏幸福队目前拥有拉维奇、热尔维尼奥

和埃尔纳内斯三名超级攻击手，受限于外援名
额，前两人一直是球队首发，两人都是中超后
卫的噩梦，尤其是拉维奇状态正佳，上一场刚
刚完成梅开二度。此外，华夏幸福队麾下还有
姜宁、张呈栋和尹鸿博等国脚级攻击手，攻击
端堪称豪华。

泰山队虽然进攻实力也不弱，但是防守更
为突出。上个赛季，泰山队只丢33球，是中超
16强中丢球最少的。本赛季前两轮比赛，泰山
队一球未丢，仍是防线最坚固的球队。

这场比赛是一场“矛”与“盾”的较量。

恩怨簿上再添一笔？

从中甲时代开始，泰山队就为华夏幸福队
输送过多名球员，从罗森文和杨程，到高准翼
和阿洛伊西奥，再到赵明剑，两家俱乐部一度
亲如一家。有些球迷甚至调侃华夏幸福队为

“鲁能二队”。
但在上赛季中超首回合较量中，华夏幸福

队未履行回避条款，违规派上高准翼，引发泰
山队不满。次回合交锋，泰山队“大义灭
亲”，主场5：4击败华夏幸福队，导致后者到手
的亚冠资格又飞了。

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双方在高准翼的回购
问题上产生分歧。两支球队因为高准翼回购纠
纷曾经闹到中国足协。由于高准翼本人不想立
即回归泰山队，华夏幸福队也不想放走一名出
色的U23球员，导致泰山队在新赛季的备战中
非常被动。最终，双方各让一步，高准翼得以
继续留在华夏幸福队。

泰山队“忍气吞声”，除了钱的问题外，
还因为泰山队的后备力量充足，姚均晟、刘军
帅、刘洋和李海龙等U23小将都具备了冲击主
力位置的实力。也就是说，即便泰山队回购了
高准翼，他也不一定能够打上主力。

尽管双方就此事和解，但梁子已经结下，
泰山队此番定不会手软。

□ 本报记者 王 建

“赢下第一场只是第一步，要进半决赛，
还有第二步、第三步。”凯撒在客场击败江苏
队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3月16日晚，两队
移师济南，展开第二场较量，高速男篮迎来
“三步走”计划的第二步，拿下这一场，就能
基本确定晋级。

五场三胜，排名较低的队伍先打一个主
场，这样的赛制，让首场比赛成为整个系列
赛的重中之重。主队能不能再次回到主场，
客队能不能在自己的主场就解决战斗，全都
系于此。

对于首场比赛的重要性，高速男篮有清醒

的认识，拿出了拼命的精神，险胜对手，迈出
了最关键的一步。

首战告捷，接下来又有两个主场的优势，
高速男篮的队员都表示不想再回对方的主场，
表达了3：0横扫对手的决心。

本赛季交手了三次，双方都已经没有任何
秘密可言。高速男篮能三胜对手，在技战术层
面有三方面因素：针对性的防守，较大的内线
优势和更多的得分点。

针对性防守主要是指对江苏队外援布鲁克
斯的防守，布鲁克斯是CBA最出色的外援之
一，高速男篮对他进行重点照顾，而且基本成
功，三场比赛布鲁克斯都没有打出自己的正常
水平。内线优势方面，不论是个人能力、整体
实力，还是阵容厚度，高速男篮都处于上风。

至于更多的得分点，高速男篮“三外援球队”
的称号，已经说明了一切。

反观江苏队，他们有布鲁克斯，但除此
之外基本没有别的强点。因为高速男篮对布
鲁克斯采取包夹策略，江苏队在外线会获得
一些空位机会，但他们把握能力一般，史鸿
飞受伤后，更是雪上加霜，上一场比赛只有
李原宇的3分投得尚可。总体来看，江苏队可
打的牌不多。

季后赛不同于常规赛，江苏队虽然实力处
于下风，但拿出了更强的斗志，比赛打得更加
激烈。高速男篮针锋相对，强大的韧劲和抗压
能力不输对手，成为取得季后赛开门红的另一
关键因素。

可以预料，第二回合的结果仍然会由上述

因素决定。高速男篮方面，“三外援”依旧是
最大利器，陶汉林被禁赛，内线多少会受到影
响但不会太大。这两方面优势，高速男篮会充
分利用。变数在于对布鲁克斯的防守，高速男
篮要延续前三场的防守效果，而江苏队会尽可
能让布鲁克斯打出更好的表现，并改善外线把
握机会的能力，就看谁能做得更好。

当然，江苏队不会轻易认输，他们的斗志
会像首回合那样强盛，高速男篮在这方面不能
放松。

除了是高速男篮通向半决赛的第二步，这
场比赛在赛前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 丁彦雨
航将领取个人第二座常规赛ＭＶＰ奖杯。作为
小前锋连续两年拿到常规赛ＭＶＰ，丁彦雨航
是ＣＢＡ历史上的第一人。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记者从片方获悉，由张家辉执

导，张家辉、徐静蕾、何炅和余男主演的警匪
动作片《低压槽》，正式定档4月28日。

在片方发布定档海报中，张家辉纵身一跃
从天而降，只身穿过罪恶之城上空的层层阻
碍，探寻“真相”的同时也准备迎接“正与
邪”之间的终极挑战，凌厉的造型与硬派的动
作风格十分抢眼。

影片讲述了卧底警探于秋（张家辉饰）独
立对抗罪恶之城“孤城”幕后黑手以及自我救
赎的故事。作为张家辉导演的第三部作品，电
影《低压槽》的消息一经推出，便引起观众的
广泛关注。影片独特的气质，也与其他警匪片
有着很大的区别。张家辉表示：“可能我自己
是一个比较忧郁的人吧，我觉得如果这些题材
当中没有忧郁的气质，可能味道比较淡。”

据悉，影片不仅集结了徐静蕾、何炅和余
男等一众有口皆碑的演员，更有苗侨伟、元
华、林雪和张可颐等实力派演员在片中贡献精
湛演技。

《低压槽》定档4月28日
张家辉：用性格定义影片风格

高速男篮今晚主场再战江苏队———

拼下这一场 基本能晋级

鲁能泰山队明日下午客场挑战河北华夏幸福队———

争最佳开局，也争一口气

3月14日，电影《超级APP》在
北京举行上线发布会，演员秦岚（左
图）、杨树林和施予斐等人出席活
动。影片当日16时上线。

《超级APP》是一部由王子鸣执
导，王冠逸、施予斐和杨树林主演，
秦岚、郑嘉颖、应采儿和甘薇等特别
出演的软科幻电影。影片将时空设定
在未来的2020年，主要讲述了天才程
序员韩晨（王冠逸饰）想要利用智能
APP——— Rita（秦岚饰）实现自己追
到女神笑笑（施予斐饰）的梦想，却
意外地卷入一场科技之争的阴谋，在
韩晨犹疑之际，一心觊觎Rita强大能
力的董事长罗毅（杨树林饰）乘机出
手，关于Rita的争夺与救赎之战一触
即发……

□CFP 供图

电影《超级APP》上线

北京时间3月15日凌晨，在西班牙巴塞罗那
进行的2017-2018欧冠联赛八分之一决赛第二回
合比赛中，西甲巴塞罗那队主场以3：0战胜英超
切尔西队，以4：1的总比分晋级八强。图为巴萨
球员梅西在比赛中。

本赛季欧冠联赛八强球队全部诞生：曼城、
利物浦、巴萨、皇马、塞维利亚、尤文、罗马和
拜仁。其中，西甲球队占据了三席，英超和意甲
分别占据两席，德甲占据一席。

□新华社/欧新

欧冠八强产生 西甲占据三席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3月15日讯 今天下午，“青岛号”

船队以第五名的成绩完成了2017-2018克利伯环
球帆船赛第八赛程的比赛，荣归母港，停靠青岛
西海岸新区码头。这也是克利伯环球帆船赛连续
第七次到访青岛。

11支船队于3月4日从三亚起航，开始2017-
2018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第五赛段、第八赛程的角
逐。“青岛号”船队第八赛程中的开赛表现平
平，前几天的时间里一直是处在第十名左右的位
置，而且制水机还出现了故障，不得不向“纳斯
达克号”船队寻求帮助。但“青岛号”船队很快
就重新调整了状态，等到比赛进入第4日的时
候，赛队跃居至了第三名，之后最佳的排名是在
第7日的第三名。最终，“青岛号”获得第五名。

11支比赛船队预计于3月16日全部完赛抵达
青岛。3月23日，船队将继续踏上征程开启挑战
太平洋第六赛段的比赛，从中国青岛至美国西雅
图，横跨北太平洋，全程5600海里。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第八赛程名列第五

“青岛号”船队荣归母港

据新华社里斯本３月１５日电 在国际足联15
日公布的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中国男子足球队
上升三位排在第65名，跻身亚洲前五；在世界排
名上，Ｃ罗领衔的葡萄牙队继续位居第三。德国
和巴西占据了榜单前两位，波兰队超越西班牙队
升至第六。

中国男足的排名目前居于亚洲第五，在其
身前的有伊朗、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如果
国足可以在3月下旬的中国杯上取得不错战绩，
则有望在国际足联4月排名中继续维持在亚洲前
五位。

明年的亚洲杯将在阿联酋进行，除了东道主
外，亚洲前五的队伍将成为分组抽签时的种子
队。如果能够在4月时排名亚洲前五，中国队就
能成为种子队。不过国足身后的亚洲第六名、排
在第69位的沙特阿拉伯队积分与国足很接近，国
足需要当心在4月排名时被沙特超过。

葡萄牙男足在本期榜单中积１３６０分，自２０１７
年９月以来连续７个月排名世界第三。德国队积
１６０９分高居榜首，巴西队１４８９分排名第二。梅西
领衔的阿根廷队以１分之差排在葡萄牙之后位列
第四。比利时、波兰、西班牙、瑞士、法国和智
利队分居第五至第十位。

２０１８年世界杯小组赛将于６月开赛，葡萄牙
队与西班牙、摩洛哥和伊朗队同组。

国际足联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

中国男足跻身亚洲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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